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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国、牙买加、墨西哥“职业与技术教育国际 

会议团”出访报告 

 

经教育部批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以下简称“交

流协会”）组派的“职业与技术教育国际会议团”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14 日赴美国、牙买加、墨西哥访问，在外停留 11

天。代表团共 20 人，由来自 15 所高职院校和交流协会的代

表组成，团长为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丁金昌。 

访问期间，代表团出席美国职业与技术教育协会举办的

“2019 年职业技术愿景大会”并组织专题研讨会、访问美国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在牙买加举办“中牙职教院校对话”、访

问中兴通讯公司牙买加分公司、中国青建集团股份公司牙买

加分公司及西印度群岛大学莫纳校区孔子学院；在墨西哥举

办“泛美地区暨中墨职业教育论坛”并访问当地职业院校。

代表团安全顺利完成出访任务，现将出访情况汇报如下： 

一、 访问美国情况 

1. 参加“2019 年职业技术愿景大会” 

12 月 5-6 日，代表团在洛杉矶参加了由美国职业与技术

教育协会主办的“2019 年职业技术愿景大会”。该协会是美

国的全国性组织，宗旨是为职业教育领域工作者及行业企业

代表提供专业发展支持。大会以“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新方向”

为主题，举办了 300 多个平行论坛、研讨会及职业技术教育

博览会，共有数千名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国的代表参会，就大

会议题共商共享，展示职业教育发展成果。 

大会期间，交流协会以“职业院校国际合作促进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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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主题组织了专题研讨会，参会中外代表 40 余人。交流

协会职业教育与培训部副主任何培做主旨报告，介绍我国高

职教育现状、发展情况及高职院校通过国际合作促进职业发

展的模式和经验；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系主任陶

宇分享国际合作成功案例。参会中外代表就高职院校学生课

程对接、学位证书发放、语言学习及在华就业方向等话题展

开热烈讨论。 

2. 访问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12 月 6 日，代表团访问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该校组

织座谈会，副校长、全球教育交流中心、经济学院、工程学

院、物流管理学院及酒店管理学院的师生代表与代表团围绕

师生交流、专业课程共建、创新创业教育等交流合作项目进

行深入探讨。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校区建于 1938 年，是加州州立

大学系统中历史悠久的公立应用型院校，在旅游和酒店管理、

工科、农科等专业领域优势突出。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等校与之在教师访问、学生交流等方面交

换了合作意向。 

3. 访问成果及后续工作 

    这是我国高职院校首次组团参加美国职业与技术教育协

会的年会。代表团通过组织论坛、听取讲座、参加教育展等

方式，深入了解各国职教体系。未来将通过此平台，加强与

美国社区学院和技术学院的交流与合作，了解美国职业教育

和学徒制运行情况和经验教训，挖掘合作资源，探索多元合

作模式，进一步扩大对美职教合作，持续推进中美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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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访问牙买加情况 

1. 举办“中牙职教院校对话” 

    12 月 9 日，由交流协会与牙买加社区学院协会共同举办

的“中牙职教院校对话”在牙买加金斯敦怡东社区学院成功

召开。代表团、牙买加社区学院协会及来自 7 所牙买加社区

学院的代表共计 50 人参会。 

    会议期间，中牙代表分别介绍了两国职业教育体系及发

展方向，并就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展开深入探讨。双

方在旅游管理、烹饪、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控制、信息通讯

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及中文教学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将

通过教师培训、学生交流、课程共建及境外办学等形式加强

合作。牙买加各社区学院对与中国高职院校开展合作表达了

强烈愿望。 

牙买加社区学院协会是牙教育部下属的政府机构，负责

管理全国 10 所社区学院，制定职业教育标准、课程和师生考

核方案。该协会与交流协会同是世界职教院校和技术大学联

盟（WFCP）副主席单位。 

2. 访问中兴通讯公司牙买加分公司 

    12 月 8 日，代表团访问中兴通讯公司牙买加分公司并举

办座谈会。中兴介绍了在牙买加及加勒比海地区业务开展情

况及经营模式，分析了该地区应用型人才的结构和供给情况，

提出了进一步拓展业务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代表团高度赞扬

公司员工对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做出的积极贡献，并深入探讨了未来协同公司与牙买加职业

院校开展校企合作，为企业培训当地员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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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问西印度群岛大学莫纳校区孔子学院及中国青建集

团股份公司牙买加分公司 

    12 月 9 日，代表团访问由太原理工大学与西印度群岛大

学莫纳校区共同举办的孔子学院，并邀请学院中方教师代表、

青建集团代表参加座谈会。该孔子学院为加勒比地区第一所

孔子学院，由中国青建集团股份公司牙买加分公司援建。 

代表团参观了孔子学院教学设施，了解了学院目前开设

的课程活动、加勒比地区中文教学情况及中国文化推广情况。

双方围绕如何开展“中文+技能”的合作进行研讨。 

4. 访问成果及后续工作 

今年 4月，中牙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11 月牙买加总理成功访华，两国友好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

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均强调，中牙双方要以

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合作增速提质，加强两国在

教育等领域的交流。 

交流协会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帮助我国高职院校与在

牙中资企业及牙买加职业院校携手，以服务中国企业“走出

去”为使命担当、以校企协同为平台、以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为目标，通过教师培训、当地员工培训、境外办学、师

生交流等项目，全面推动中牙两国在职教领域的合作。 

三、访问墨西哥情况 

1. 举办“泛美地区暨中墨职业教育论坛” 

12 月 11 日，由交流协会与墨西哥教育部共同举办的“泛

美地区暨中墨职业教育论坛”在墨西哥城成功召开。墨西哥

教育部副部长帕布罗•阿罗约、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祝青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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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致辞，中国代表团，墨西哥教育部、院校和机构代表，及

国际组织、周边国家代表共 60 余人参会。 

祝青桥大使表示，中墨两国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加强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培

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帕布罗•阿罗约副部长强调两国在职教

领域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进

一步加深合作的希望。何培副主任提出，近年来中墨两国在

教育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交流协会愿带领中国职教院校，在

职业教育领域搭建广阔合作平台、推动两国携手进步。 

 中墨论坛设有两个平行研讨会，参会代表就两国职业教

育体系、共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等话题展开

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墨西哥教育部职业培训司司长、产业

技术与服务高职教育司司长、理工大学管理司司长、国际合

作司司长、开放大学校长等代表参会。 

2. 访问墨西哥职业院校 CETIS 32 

12 月 12 日，在墨西哥教育部产业技术与服务高职教育司

司长及其他教育部代表的陪同下，代表团访问墨西哥职业院

校 CETIS 32。全校师生热情接待代表团一行，全面展示教育

教学成果和师生风采。为欢迎代表团到访，该校学生特地绘

制大幅壁画，表达中墨友好源远流长的祝愿，期待与中国职

教院校开展深入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代表团团长、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丁

金昌邀请墨方选派 3 名优秀教师赴杭州进行为期一周的工业

机器人专业领域培训，并负担所有相关费用。墨方对该提议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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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和后续工作 

中墨两国为战略合作伙伴，在多个领域长期保持友好合 

作关系。两国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改革创新和提质增

效是教育发展的共同目标，职业教育为两国持续高速发展提

供大量急需的应用型人才。 

墨西哥教育部高度重视与中国职教界的交流，希望推动

教育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中墨青年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多学习、

交流机会和更广阔的未来。 

交流协会将在教育部指导下，与全墨高等教育协会携手，

积极落实墨西哥教育部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墨职教领域长效合

作机制的倡议，全面推进两国在此领域的合作。 

四、思考与建议 

1. 拓展国际资源，积极扩大职教“朋友圈” 

目前我国正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教体

系，尚需学习、借鉴各国先进职教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成

功经验，并进行本土化改造。逐步完善覆盖国际、地区、国

家、地方各层次，政府、行业、院校和企业各利益相关方的

合作伙伴网络，不断扩大职教“朋友圈”，对于拓展职教国际

合作资源库，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增效和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本次代表团在三国参加多场双多边交流活动，展示中国

职教风采、认识新朋友、搭建新平台、探索新渠道、发现新

需求、达成新意向。美国职业与技术教育协会在美国和世界

范围内拥有大批职业院校会员，在行业内具有引领和带动作

用，将成为对接先进职教资源的重要渠道。建议我国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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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高职院校及行业企业更多参与职业教育领域高层次、高

水平国际活动，重点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 

2. 对接合作需求，努力探索多元化模式 

与我国职业教育“请进来、走出去”需求类似，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也有不同的目标和

需求。发达国家需要配合产业标准输出，扩大职业教育国际

市场，并提升本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如德国的“培训，

由德国制造”职业教育全球营销策略；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学

习先进理念、模式和技术，培养本地师资和劳动力。这些不

同需求既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课

题，应分析各种复杂情境和需求，探索多元化模式，应对不

同需求的合作伙伴。 

此次访问三国，合作需求截然不同，更新了高职院校对

于国际合作的理解，丰富了对“请进来、走出去”内涵的认

识，帮助院校更好制定国际合作战略和路径。 

建议在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加强对职教国际合作的指导、

引领和统筹，更加清晰认识各国合作需求，以我为主，更好

配合国家战略布局的实施；根据职业教育自身规律，设计开

展丰富多样的合作形式，不拘一格扩大职教国际合作。 

3.共享发展成果，传播中国职教好声音 

    本次访问发现，到访各国对中国发展成就均高度认可，

但对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不甚了解。一些现有认识，是通过

中资企业开展的有限的当地员工培训实现的。虽然地理位置

遥远，但中资企业在牙买加和墨西哥的很多领域已实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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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或布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缺少技术技能人才，这为职

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建议一方面抓住机遇，配合中资企业开展短期职业技术

培训，及中长期专业课程共建和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帮助企

业培养本土化人才，分享我国职教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加大

职业教育国际宣传力度，积极扩大职教对外开放，讲好中国

职教故事，传播中国职教好声音。 

 

附件： 1.代表团行程 

   2.代表团名单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处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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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代表团行程 

 

 

日期 活动安排 城市 

12 月 4 日 
星期三  北京-洛杉矶 

 

12 月 5 日 
星期四 全天 

参加美国职业与技术教育协会年会、举办职

业教育专题洽谈会 

洛杉矶 12 月 6 日 
星期五 

上午 参加美国职业与技术教育协会年会 

下午 访问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校区） 

12 月 7 日 
星期六  洛杉矶-金斯顿 

12 月 8 日 
星期日 全天 访问中兴通讯公司牙买加分公司 

金斯顿 
12 月 9 日 
星期一 

上午 
参加中牙职教院校对话、访问牙买加怡东社

区学院 

下午 
访问西印度群岛大学莫纳校区孔子学院、 

访问中国青建集团股份公司牙买加分公司 

12月 10日 
星期二  金斯顿-墨西哥城 

12月 11日 
星期三 全天 参加泛美地区暨中墨职业教育论坛 

墨西哥城 
12月 12日 
星期四 全天 访问墨西哥职业院校 CETIS 32 

12月 13日 
星期五  墨西哥城-北京 

 

12月 14日 
星期六  抵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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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代表团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1 丁金昌 男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2 何培 女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职业教育与培训部副主任 

3 吴之舟 女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项目官员 

4 陶宇 女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系主任 

5 李广坤 男 东营职业学院 党委副书记 

6 关世春 男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7 杨树森 男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8 李斌 男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校长 

9 陈理龙 男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 

10 杨利军 女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 

11 张弩 男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办公室主任 

12 黄义仿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 

13 张宝忠 男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14 张枝军 男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学院院长 

15 李鑫 男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烹饪学院副院长 

16 徐志成 男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办公室主任 

17 周岩 男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 

18 梅洪 女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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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梅创社 男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20 姜庆伟 男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政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