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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启动“1+X”证书制度，明确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推进“三教”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是当前高职

院校提升办学质量和加快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

要切入点。充分领会国家颁布的有关职业教育改革

的纲领精神，扩充职业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理论，

掌握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规律，为专业

人才培养提供有利保障。

1 “1+X”证书制度的内涵

2019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

场监管总局提出在职业院校启动“学历证书 +若干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即“1+X”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1+X”证书制度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提升职业教育

质量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和制度设计，鼓励职业院

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1+X”中的 1）的同时，积

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X”中的 X），积

极提升就业技能，拓展就业领域，为促进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提高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支持。

国家“职教 20 条”中的“1+X”证书制度集中彰

显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主要特色。在“1+X”

证书制度中不同等级的“X”证书体现学生同一职业

技能掌握的程度，等级证书级别越高说明学生职业

技能越高。通过职业技能的培训和考核过程，学生

在通过不同的等级层次学习后，获得的专业知识和

职业能力也存在差异，这种知识技能差异与“X”等

级证书相匹配。“X”等级证书充分地体现不同职业

教育学历层次的学生专业知识技能掌握的不同等

级程度。因此，“X”证书的不同等级能够有效反映职

业教育学历层次不同的学生的差别化培养工作，从

而有利于推进高职院校不同职业教育学历层次的

人才培养工作顺利开展。把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结合起来，探索实施“1+X”证书制度，是“职

教 20条”的重要改革部署，也是重大创新。

2 课证融通“1+X”证书工作实施过程

自 2019年 12 月以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研究所先后发布了关于确认参与“1+X”证书制

度试点的第三批、第四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及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通知，正式公布了参与“1+X”

证书制度试点的第三批和第四批职业教育培训评

高职院校食品类专业“1+X”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工作的实践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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