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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高质量高技能型人才需求较大,尤其是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如
何抓住发展机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提质增效,是职业院校当下关注的焦点。职业
院校的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地方性、开放性办学的特点。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
发展的提质增效,要求职业院校积极改革创新,提升教学质量,强化人才培养,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全
能型人才,辅助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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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re is a great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nd high-skilled talents, especiall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 to
seize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nd achieve self-improvement i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hile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talent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serv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and open school-running. In
order to serv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required to actively reform and innovate,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strengthen personnel training, cultivate more all-round talent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ssist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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