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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架构 

                                         政府督导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第三方评估 

 

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教育管理部门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职业技术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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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二、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思路： 
 

确立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明确指导思想、实践导
向； 
 

建设制度体系（体制机制）——明确理念的实施载体
（结构、单元、动力、平台）； 
 

确定诊断项目、诊断点——明确理念、制度的运行载
体； 
 

启动智能化校园建设——打造质保体系的技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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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值取向.ppt


概    述 

三、实现五个转变六个化 
 

（1）管理变治理；（2）被动变主动； 
 
（3）零散变系统；（4）主观变客观； 
 
（5）一时变日常。 
 

治理体系最优化，管理工作标准化，教学秩序正
规化，实现手段信息化，治理保障可控化，治理
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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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促进5个转变.ppt


Ⅰ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意识 

（一）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迎来深刻变革，职
业教育如何主动适应发展需求？ 

 

先进企业在想什么？做什么？——“质量从来靠自
己保证”。零缺陷思维、OKR。 

 

（二）以“管办评分离”为切入口的教育质量保障
体制机制改革，职业教育如何落地？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学校依
法自主办学。 

www.themegallery.com 

习近平博鳌论坛2018年会(1).ppt
不忘初衷.ppt
放管服改革加速.ppt


Ⅰ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意识 

（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现实挑战，如
何尽快实现“三个转变”？ 

 

（四）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积淀与发展。 

 

（五）职业教育质量管理工作回顾。 

 

  质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提升质量是全人
类共同的追求（《上海质量宣言》）。 

www.themegallery.com 

三个转变、四个主攻方向.ppt
质量：改善供给  引领未来.ppt


Ⅱ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一）树立8个核心理念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教育质量唯一坐标体系。 

 

（1）教育是上层建筑，和物质的生产、销售、服务有着
本质的区别。 

 

（2）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对教育质量优劣的评价、判断，从来离不开一定的
价值体系。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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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ppt
美部分科研机构.ppt
香港乱象背后的教育.ppt


Ⅱ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2.教育质量是指对需求的满足程度。 

 

（1）这一表述实为质量的现代涵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已将“以顾客为关注焦点”列为第一原则。 

 

（2）职业教育质量是指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的全
面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 

 

（3）职业教育的现状表明，在对质量的认识上和保证
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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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提升行动.ppt


3.教育质量是在计划、实施、诊改的过程中形成的 

 

（1）质量管理三步曲；戴明循环；“三个出来”
（设计、生成、管理）；质量管理的系统方法原
则等。 

 

（2）关于过程 

 

过程：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
作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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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Ⅱ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4.质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任何事物、工作、流程的客观规律——不断
改进、完善、提高，有起点无止境。 
 

（2）需求、环境的运动规律——需求是不断更新
、提升的，环境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所谓“树
欲静而风不止”。 
 

（3）同行、同类组织的生态规律——优胜劣汰，
新陈代谢。 
 

（4）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协同作用产生自觉改
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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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博鳌论坛2018年会(2).ppt


Ⅱ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5.质量归根到底要靠自身保证。 

 

（1）基本信念：基层、一线人员是本岗位专家。了解问
题最深，是解决问题的能人、专家。 

 

（2）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成果——零缺陷思维。 

 

（3）现代质量管理的现实要求——“三全”、“D&D”、

ISO基本原则之一（全员参与）。 

 

（4）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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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目的（主体）.pptx


Ⅱ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6.质量提升必须依靠共创共治共享。 

 

（1）质量的现代涵义决定。 

 

（2）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表明。 

 

（3）人才培养理论成果与经验积淀证明——“三育人”
、“三全保证”。 

 

（4）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质量
、更高的效益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和客户的个性化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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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发展趋向.pptx


Ⅱ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7.诊改必须坚持促发展与保底线相结合的原则。 

 

（1）无底线的质量等于空中楼阁。 

 

（2）底线必须与时俱进，不能一成不变。 

 

（3）发展必须立足底线，方能兼顾公平。 

 

（4）标准代表底线，不代表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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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质量制度建设.ppt
跳蚤实验.pptx


Ⅱ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8.诊改必须以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为支撑。 

 

（1）诊断和改进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在今天，主要依
靠大数据。 

 

（2）如果没有现代信息技术支撑，诊改不可能实现“三
全”，做到“常态”。 

 

（3）在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时代，如果不依靠现代
信息技术，诊改将永远滞后于实际需求。 

 

诊改的支撑是平台，瓶颈是平台，成败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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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ppt
关于信息网络技术.pptx


Ⅱ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二）深刻领会实施载体 

 

1.“五纵五横”结构——网络化覆盖联动 

 

2.“八字型”运行单元——制度化全员参与 

 

3.“双引擎”注入动力——常态化机制保证 

 

4.“一平台”技术支撑——智能化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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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5系统、横向5层面、.ppt
质量改进螺旋5.ppt
动力机制——两个.ppt


www.themegallery.com 

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一、目标的含义 

 

（主体）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现代汉语词
典）。 

 

二、目标的意义 

 

1.目标是方向：“目标一错，一错百错”。  

 

 



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二、目标的意义 

 

2.目标是“圆心”：共同目标产生凝聚力、向心
力。共同目标是组织存在的前提。 

 

3.目标是约束：实现目标需要规范、纪律、约束、
协调，需要唤醒自觉、自省、自律。 

 

4.目标是动力：科学目标激发活力、学习力、创
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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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5.目标设置理论（goal-setting theory） 

 

指出：明确的目标是工作激励的主要源泉。 

 

意义：揭示了目标的价值，为自觉设置目标提供
了理论依据。 

 

作用：变“自在”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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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三、目标在诊改中的意义 

 

 1.目标决定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方向。 

 

 2.目标是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 

 

 3.目标是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的起点。 

 

 4.目标是内生动力产生的源头。 

 

 5.目标是自省文化传承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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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四、目标的支撑——标准 

 

标准的意义 

 

1.标准是目标的具象体现； 

 

2.标准是本质特性的显现； 

 

3.标准是衡量目标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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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标准的意义 

 

4.标准是目标达成的底线； 

 

5.标准是质量监控的窗口。 

 

“努力构建全社会质量共治机制，坚持标准引领、 

 

法制先行，树立中国质量新标杆”（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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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KR-2.ppt


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需要特别强调： 

 

 1.诊改所指目标是质量直接创造主体自己树立的目标。 

 

 2.诊改所指标准是支撑质量直接创造主体目标的标准。 

 

 3.“坚持促发展和保底线并重”，标准有底线，无上限。 

 

 4.诊改的目标、标准是个性化的，分类、分层的（主体越小，
目标越具体、标准越高）。 

 

 5.组织的总目标统领子目标，从而形成目标体系和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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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五、目标的确立 ——以学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目标确
立为例 

 

（一）明确总体目标 

 

规划主要内容 

 

 1.十三五回顾；    2.发展基础；    3.指导思想； 

 

 4.方向与定位；    5.发展目标；    6.重点任务；       

 

 7.实施计划；      8.保障措施；    9.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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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二）目标要求——符合SMART原则 
 

Specific:设置的目标要清晰、明了。 
 

Measurable:设置的目标要可以衡量。 
 

Attainable:设置的目标要有实现的可能。 
 

Relevant:设置的目标要有相关性（与环境、与愿
景目标等）。 
 

Time bound:目标的实现要有时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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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定理.ppt


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三）目标确立过程——SWOT分析 

 

                 机遇 

分析外部环境            发现潜在成功空间            

                 威胁 

 

                 优势 

分析自身实际            发现独特竞争力 

                 劣势 

 

潜在成功空间+独特竞争力            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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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三）目标确立过程——定位分析 

 

聚焦主要诊断项目、关键诊断要素，以关键诊断
点数据为主要依据， 

 

确定： 

 

——在全国职业院校中所处位置； 

 

——在全省职业院校中所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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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三）目标确立过程——定位分析 

 

分析： 

 

——存在的主要差距、短板、问题； 

 

——决定当前定位的主要内外部原因； 

 

——可行对策以及实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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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三）目标确立过程——标杆分析 

 

 1.寻找标杆 

 

（1）类型、层次、规模等相近； 

 

（2）水平与所设发展目标接近； 

 

（3）学习、交流、互动较方便； 

 

（4）对方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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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三）目标确立过程——标杆分析 

 

2.比较分析: 

 

——相似性， 

 

——差异性， 

 

——可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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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三）目标确立过程——轨迹分析 

 

 1.运用十二五规划有关数据计算信息熵： 

 

    H(x) ==－∑p(x) ㏒p(x) 

 

 2.通过信息熵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 

 

 3.分析产生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预测新规划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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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找准诊改起点  着力打造“两链”  

SWOT分析+ 

      定位分析+ 

            标杆分析+ 

                                  轨迹分析        规划目标 

 

 

 

（四）目标优化——在诊改中逐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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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建立8字螺旋  落实“三全”保证 

一、建立8字形螺旋的意义 

 

1.体现现代质量观 

 

质量涵义：指产品或服务对需求方的满足程度。 

 

质量标准：以需求方为主制定。 

 

   办学者追求：质量第一、服务需求、持续改进、
零失败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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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字型质量改进螺旋解析-2.ppt
8字型质量改进螺旋解析-2.ppt
质量提升行动.ppt


Ⅳ  建立8字螺旋  落实“三全”保证 

一、建立8字螺旋的意义 

 

 2.培育核心竞争力 

 

当今时代需要—— 

 

创造新工作形态：前台+后台。 

 

激发内在发展力：自诊+自改。 

 

培育核心竞争力：学习力+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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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建立8字螺旋  落实“三全”保证 

 3.打造学习型组织 

 

（1）目标明确——共同愿景凝聚人心； 

 

（2）系统思考——整体协同深邃全面； 

 

（3）团体学习——交融联动成果共享； 

 

（4）改善心智——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5）自我超越——持续创新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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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建立8字螺旋  落实“三全”保证 

4.落实“三全”保证 

 

（1）落实“全员”参与——“三共”文化； 

 

（2）覆盖工作“全过程”——两个螺旋； 

 

（3）引起“全方位”联动——两个交集； 

 

（4）形成常态化机制——网络信息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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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建立8字螺旋  落实“三全”保证 

二、找准8字螺旋的主体 

 

1.专业诊改8字螺旋的主体 

 

该专业的专业团队 

 

2.课程诊改8字螺旋的主体 

 

该课程的课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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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横主体.pptx


Ⅳ  建立8字螺旋  落实“三全”保证 

三、落实螺旋主体责任 

 

1.抓住3个阶段——全程覆盖 
 

事前：抓好规划、计划，关键在做实目标（链）、
标准（链）；厘清实施路径，绘制路线图、时间表；
制定制度、规范；组织队伍、资源等。论证（诊断）
与完善（改进）。 
 

事中：抓好实时诊断预测，及时控制改进。 
 

事后：抓好全面诊断分析，剖析问题、学习创新，
提升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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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建立8字螺旋  落实“三全”保证 

三、落实螺旋主体责任 

 

2.聚焦关键要素——全方位、全过程保证。 

 

3.明确诊断信息——轨迹留痕、数据说话。 

 

4.营造动力机制——注入活力、激发内生。 

 

5.立足信息平台——落地生根、常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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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做好顶层设计  提升智能化水平 

一、“诊改”与新工业时代的关系 

 

（一）新工业时代正扑面而来 

 

 1.内涵：先进技术+新的价值链组织。 

 

 2.目的：以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效益、更快的速度适应国
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和客户的个性化需要。 

 

 3.技术：智能预测支持系统（IPdM），实现大数据即时采
集、储存、传递——即时大数据挖掘、分析（诊断）——
即时智能预测、决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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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做好顶层设计  提升智能化水平 

（二）“诊改”与新工业时代的关系 

 

 1. 新工业时代基本内涵——通过新技术革命，以更好的
质量、更高的效益、更快的速度适应短周期迭代的、日益
个性化的社会人类发展需求。 

 

 2.“诊改”的核心理念——“自我”“三全”“三
共”“常态”“改进”。相互契合。 

 

 3.“诊改”核心理念的实现需要网络信息技术（智能预测
支持系统）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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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做好顶层设计  提升智能化水平 

二、“诊改”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一）“诊改”对数据的要求 

 

 1.源头采集；    2.即时采集； 

 

 3.多个方位；    4.多个维度； 

 

 5.整个流程；    6.透明安全。 

 

源头：数据源头；RFID；数字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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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做好顶层设计  提升智能化水平 

（二）“诊改”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1.人人是主人（提供、使用、得益、建设、维护者）。 

 

 2.全过程覆盖——轨迹留踪。 

 

 3.全方位涵盖——多维多面。 

 

 4.全时空交流——互联互动。 

 

 5.实时定位展示——常态监测、诊断。 

 

 6.具有智能功能——分析、预测、预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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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院校信息化建设目标——智能化校园 

 

（一）智能化校园建设思路 

 

实体校园（人员、资源、活动组成的物理系统PC）                                 

                         +代码 

  网络物理校园（CPC——Cyber-Physical  Campus ）                               

                         +互联网 

校园物联网（CIOT——Campus’  Internet  of  Things） 

 

校园服务互联网（CIOS）——状态显示、改进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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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化校园运作流程 

 

校园物联网（CIOT）——数据和信息的采集、交流、互动、
储存 

 

大数据和数据挖掘（DM）——诊断预测、建立模型 

 

校园服务互联网（CIOS）——状态显示、提示建议 

 

实体（物理）校园（PC）——决策、改进、创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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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诊改”促院校信息化建设 

 

 

www.themegallery.com 

 

   数据获取 
 

  数据交互 
 

    数据分析 

 

   决策改进 
 

 诊断预测 
 

    模型建立 

               网络信息技术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军队
当然也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没有振奋的精神、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坚定的志向，一
个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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