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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部门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1

成立南阳市职业院校思政科教学指导专业联

盟，培育 8-10所市级课程思政示范学校，培养

100名市级课程思政优秀教师，打造 50门市级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

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等市直有关部门

2

开展职业意识及职业体验教育，建设 3-4个
向社会开放的职业启蒙和职业体验基地。推进技

能社会的文化建设，建设一批思政教育基地和社

会实践基地，建设 1-2个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

旅行示范基地，全面推进红色基因传承。

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各县区政府，有关院校

3

规划建设不少于 20平方公里的新职教园区，

逐步形成在校生 10万人左右，年输送技术技能人

才不低于 3万人的办学规模。在职教园区建成 1
个共享性智能（仿真）实习实训基地、若干个产

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

教育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工信局、示范区管委会、有关

院校

4

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将中职

标准化建设纳入对县市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

的重要内容，确保按要求完成达标任务，2022年
全市达标学校占比不低于 30%。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县

区政府，中职学校

5

实施中等职业教育扩容工程，支持各县区按

职普比大体相当的学位配比，合理规划中职学校

布局，积极建设职教中心（职教园区），打造职

业教育特色品牌。“十四五”重点建设 5-7 所市

级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培育 8-10个高水平专业

群。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县

区政府，有关院校

6

整合南阳第二中等职业学校、南阳第五中等

职业学校等，高标准规划建设南阳市职教中心。

支持南阳中医药学校、南阳体校、南阳艺校建设

医药、体育、艺术类特色职业学校。支持南阳市

特殊教育学校打造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专业品牌。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卫

健体委、市文广旅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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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进张仲景国医大学复建工作，努力打造国

内一流的中医药科研教育高等学府。支持河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南阳职业

学院加快发展，支持南阳科技职业学院创建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加大对纳入省“十四五”高校设

置规划院校的支持力度，支持南阳工业职业学院

（筹建）、南阳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筹建）等建

设。

市复建办，市委教育工委、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市直有关

部门，卧龙区政府、宛城区政府、

示范区政府、邓州市政府、镇平

县政府、内乡县政府等

8

每个县区至少建设 1所有实体依托的示范性

社区学院和 1个养教结合的老年教育中心，创建

省级示范性社区学院（学校）、老年大学和社区

教育试验区、示范区。支持南阳开放大学构建办

学体系，提升开放大学办学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

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财

政局等市直有关部门，南阳开放

大学，各县区政府

9

统筹产教融合发展规划和资源布局，建立发

展改革部门牵头，教育、工信、财政、税务、人

社、科技、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等部门密

切配合，有关行业组织积极参与的产教融合推进

机制。探索建立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定期发

布产业人才需求报告，促进校企精准对接。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教

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

市科技局、市税务局等市直有关

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有关职

业院校

10

开展产教融合试点建设，认定 5-6 个产教融

合型行业，遴选 6-8 所产教融合型职业院校，培

育 10-12个产教融合型标杆企业。打造 5-6个产

教融合型职业教育集团。建成 1个具有辐射引领

作用的多功能、开放式、共享化智能仿真实习实

训基地、5-6 个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教

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

市科技局、市税务局、等市直有

关部门，各县区政府，有关职业

院校

11

支持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及时

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标准纳入课程教

学内容，推动实现专业共建、课程共担、教材共

编、师资共训、基地共享，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

企业新型学徒制、订单式培养等新型育人模式。

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等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政府，

职业院校

12

探索建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获得合理回报机

制，落实“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

励政策，对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

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规定的，可

按投资额的 30%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

和地方教育附加。

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市税务局等市直有关部门，各县

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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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制定南阳市推进职业院校产业学院建设的指

导意见，依托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阳农业

职业学院等，重点建设 3-5所示范性产业学院。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教

育局、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各县区政府，有关院校

14

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民办职业院校，

从事学历教育的民办职业院校在招生、资助、校

企合作、学校建设、教师发展等方面与公办学校

享受同等待遇。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教

育局、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各县区政府

15

按国家规定生师比标准和结构要求配齐专业

教师，职业学校可按编制总额 20%左右的比例自

主招聘兼职教师，同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予以支

持。

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委编办

等市直有关部门

16

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比达到 60％以上。

“十四五”期间，建设 3-5个“双师型”教师培

养培训基地，培育 6-8个职业院校“双师型”名

师工作室，打造 8-10个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

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工信局

等市直有关部门，职业院校

17

以高中阶段普职比实现情况、中职标准化建

设情况、技能竞赛成绩、中职升学成绩和技能培

训开展情况为重点，研究制定职业教育评价方案，

建立健全反馈激励机制。

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市直有关

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

18
对我市参加国家、省级职业教育技能大赛、

班主任能力大赛、教学能力大赛等成绩优异的选

手和指导教师，按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市直有关

部门

19

创新专业调整机制，完善专业与产业、专业

与创业就业联动机制。鼓励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

合作共建新专业、开发新课程、培养紧缺急需的

技术技能人才，打造有影响力的职业教育特色品

牌。

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各职业院校

20

出台支持政策，推进 1+X证书制度试点工

作。支持职业院校设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

开展职业技能等级鉴定。2022年起，全市职业院

校每年开展技能培训不低于 10万人次，取证 7
万人以上。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等市直有关

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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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加强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县域职业教育和

培训体系建设，重点打造 3-5 所乡村振兴人才培

养优质院校，建设 6-8个乡村振兴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示范基地和 10-12个示范专业点，

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

政局，各县区政府

22

把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纳入对县级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评价的重要内容，每年对县区职业教育发

展情况进行督查，督查结果作为对有关部门领导

干部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定期听取县区政府职

业教育工作情况汇报，评选表彰职业教育改革创

新成效明显的县区、单位和个人，建立长效激励

机制。

市委组织部、市督查局、市

教育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23

严格落实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不低于

30%用于职业教育的政策，持续加大职业教育投

入。将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终身教育经费列入

本级政府预算。在财政预算中设立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专项奖励资金（市级每年不低于 600万，

县区不低于 300万。

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市直有关部

门，各县区政府

24

全面落实公办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足额

落实生均经费标准，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

水平应适当高于当地普通高中，公办高等职业学

校生均拨款水平应不低于 12000元。

市财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市教育局等市直有关部门，

各县区政府

25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加大职业教育项目

规划建设审批支持力度，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

统筹布局、优先保障职业教育用地需求。统筹利

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职业教育重点项目建

设。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

教育局，各县区政府

26

建立职业院校“双渠道”教师招聘制度，2022
年起从持有相关领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毕业生、

职业技术师范专业毕业生和具备 3年以上企业工

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两个渠道招聘

专业课教师。业界优秀人才担任职业院校专任教

师，可通过直接考察的方式招聘。

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教育

局，各县区政府

27

结合我市实际，完善职业院校教师职称评审

制度，允许优秀专业教师在任教学科与所学专业

或教师资格证标注专业不一致的情况下参与职称

评审。落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有关政策，推

动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职称评聘、职

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

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教育

局，各县区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