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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国常会重磅政策加码职业教育，产业迎来历史机遇 
 

4月 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稳就业
是“六稳”的首要任务；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和高职扩招，既是保持就
业稳定、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举措，也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会议确定实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的具体措施：一是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今年培训 1500万人次以上，
三年内培训 5000万人次以上。二是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1000亿元，
设立专项账户，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三是支持地方调整完善职业
培训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均可参加培训并获得补贴。四是深化“放
管服”改革，推动职业院校扩大培训规模，支持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开展
技能培训。 
 
今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密集出台多项政策。一系列举措明确体现上层对
于职教教育的重视态度，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稳定和
扩大就业，推动建设现代化强国。产业结构变化导致对人才需求出现新变
化，传统学历教育难以满足与之匹配，进而提升职业教育重要性。大学毕业
生人数持续增长，就业难持续凸显。职业能力训练和就业是大学生两大核心
诉求，就业则是撬动整个职业教育领域的杠杆支点。由此越能在最大范围靠
近就业需求的职业教育机构，越有机会形成的研发、教学、服务和渠道的垂
直一体化快速响应能力，也越有机会占据统领职业教育全局的优势地位。推
荐职教龙头中公教育，目前基本形成重研发、强渠道、快响应的垂直一体化
快速响应能力。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教师等公职类招录领域成为学员首选
机构，在其他职业就业新领域取得强劲增长，并在各类资格证考试培训领域
进行全面覆盖。 
 
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高职扩招
100 万人任务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高职扩招重点布局在优质高职院
校、发展急需和民生领域紧缺专业、贫困地区。二是今年高考前组织一次高
职扩招补报名，10 月份面向今年退役军人再增加一次报名。允许符合条件
的往届中职毕业生参加高职招生。三是扩招以高职院校单独考试为主，各地
可在高考前、后合理安排考试时间。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
新型职业农民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四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采取弹性学制和灵活多元教学模式，保证培养质量。 
 
目前全国多所高职院校已接到扩招通知及增设相关高职专业的通知。鼓励
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有利于完善人才培养方式，借鉴德国
双元制教育体系，将职业学校与企业有机结合，现阶段最佳实施路径便是采
用校企合作、行业协作等联合培养模式。 
 
港股民办高校资产借助民办院校特有机制、激励优势，把握高职扩招机遇，
充分推动新一轮人才评价体系建设。推荐中教控股、民生教育、中国科培、
中国新华教育、希望教育、新高教集团等。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将围绕打造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形成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的布局；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
学的格局。通过推动①“三教”改革、②1+X 证书制度试点、③ 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试点、④“职教高考”制度探索四项改革推动职业教育新发展。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行业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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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稳就业是“六稳”
的首要任务；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和高职扩招，既是保持就业稳定、缓解就业结构性

矛盾的关键举措，也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会议确定实施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具体措施： 

一是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今年培训 1500 万人次以上，三年内培训 5000 万人
次以上。培训重点面向职工，兼顾就业重点群体和贫困劳动力。支持帮助企业特别是小微

企业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和困难企业职工转岗培训。 

二是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1000 亿元，设立专项账户，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 

三是支持地方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均可参加培训并获得补

贴。 

四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职业院校扩大培训规模，支持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开

展技能培训。 

点评： 

        今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密集出台多项政策。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就业优先”首次被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报告同时强调“必须

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职业教育被作为缓解当前就业压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

战略之举。 

        4 月 4 日全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提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一系列举措明确体现上层对于职教教育的重视态度，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升人力
资源素质、稳定和扩大就业，推动建设现代化强国。当前我国就业问题除了由于经济下行

带来的总量承压之外还有结构性问题，有两个错位，一是普通教育中很多大学生在学校学

到的与社会需求错位，二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错位。此前，教育部提出高职院校要大

规模扩招 100 万人，足见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 

        产业结构变化导致对人才需求出现新变化，传统学历教育难以满足与之匹配，进而提

升职业教育重要性。目前我国教育行业仍以学科教育为主导，职业教育的基础相对薄弱。

教育制度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也跟短期就业人口的构成和就业形势走向有直接

关联。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正处于转型升级时期。国家已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并将进一步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实现
转型升级，急需对中高端职业教育进行升级和壮大，以填平大学毕业生规模持续增长与廉

价劳动力增量缩减之间的落差。 

        大学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就业难持续凸显。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曾表示，就业工作

的重点关注群体第一位就是大学生。逐年增加的高校毕业生为就业工作带来难题。相较快
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院校教学变化较慢，毕业生所学不能满足岗位需求；同时逐年增加的

毕业生与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也存在相应矛盾，“民工荒”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存。 

     职业能力训练和就业是大学生两大核心诉求，就业则是撬动整个职业教育领域的杠杆

支点。由此越能在最大范围靠近就业需求的职业教育机构，越有机会形成的研发、教学、

服务和渠道的垂直一体化快速响应能力，也越有机会占据统领职业教育全局的优势地位。 

       推荐职教龙头中公教育，目前基本形成重研发、强渠道、快响应的垂直一体化快速
响应能力。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教师等公职类招录领域成为学员首选机构，在其他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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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新领域取得强劲增长，并在各类资格证考试培训领域进行全面覆盖。 

      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高职扩招 100万人

任务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高职扩招重点布局在优质高职院校、发展急需和民生领域紧缺专业、贫困地区。

取消高职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限制，在学前教育、护理、家政、养老、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招生规模。 

        二是今年高考前组织一次高职扩招补报名，10 月份面向今年退役军人再增加一次报

名。允许符合条件的往届中职毕业生参加高职招生。 

        三是扩招以高职院校单独考试为主，各地可在高考前、后合理安排考试时间。对退役

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 

        四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采取弹性学制和灵活多元教学模式，保证

培养质量。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推动高职毕业生在落户、就业、

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为更多青年凭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提供舞

台。 

点评： 

        2018 年我国共有普通高校 2663 所，其中高职（专科）院校 1418 所，比上年增加

30所；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招生790.99万人，其中专科招生368.83万人，同比增长5.16%，

占总 46.63%。今年新增 100 万人后对应专科招生规模增长 27%（2014-18 高职院校年

均招生数增幅为 1.8%），将有力带动公民办高等院校在校生增长及规模提升。 

        目前全国多所高职院校已接到扩招通知及增设相关高职专业的通知。譬如港股【希望

教育】旗下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单招新增 1300 人，报名时间延长至 3 月 18 日。

【中教控股】今年经教育部批准增设以下本科专业：应用心理学（理学、四年）、健康服

务与管理（管理学、四年）等。 

        此前《国家职教改革方案》提出“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学校序列”，打通
技能培训与学历制教育衔接，技校学生未来可获得相应的学历文凭，显著增强技校招生竞

争力。此外通过推进一批普通本向应用型本科转变，实现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均衡发展，

优化教育结构。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有利于完善人才培养方式，借鉴德国双元
制教育体系，将职业学校与企业有机结合，现阶段最佳实施路径便是采用校企合作、行业

协作等联合培养模式。对高校而言，一方面引进来（双师队伍+教学内容+软硬件设施）；

另一方面走出去，对接真实产业项目，增强实训技能。 

      港股民办高校资产借助民办院校特有机制、激励优势，把握高职扩招机遇，充分推
动新一轮人才评价体系建设。推荐【中教控股】【民生教育】【中国科培】【中国新华教育】

【希望教育】【新高教集团】等。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将围绕打造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

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的布局；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通过推动①
“三教”改革、②1+X 证书制度试点、③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④“职教高考”制度

探索四项改革推动职业教育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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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出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以下 

 强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 5%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5%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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