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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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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外延，孰轻孰重？孰先孰后？ 

 

质量优劣，谁予评说？——“需求方”？“专家”？ 

 

先进企业在想什么？做什么？——OKR 

 

 

 

习近平博鳌论坛2018年会(1).ppt
关于OKR-2.ppt


一、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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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走形式、逐名利？ 

 

“管办评分离”和“构建全社会质量共治机制”是什
么关系？ 

 

质量保证，谁主沉浮——“创造者”，“局外人”？ 
 

 

不忘初衷.ppt
放管服改革加速.ppt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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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国因质而强、企因质而兴、民因质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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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责任意识：当好探路者、带头人、弄潮儿、实干家。 

三个转变、四个主攻方向.ppt
三个转变、四个主攻方向.ppt
质量：改善供给  引领未来.ppt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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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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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提升行动.ppt


二、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少数人闭门造车制定优劣标准（落后于质量时代、落
后于实际需求；固化、僵化、泛化）； 

 

——脱离实际定目标、道听途说上专业； 

 

——轻德重术、轻创重授； 

 

——轻过程重结论、轻常态重突击； 

 

——轻“获得”重形式、轻自主重监管。 

 



二、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一）树立8个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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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2）关于过程 

 

过程组成要素： 

 

输入、输出、程序（为进行某项活动或过程所规定的途
径）、资源、环境、监控等。 

 

     一个组织的所有过程不仅有纵向结构，还有横向结
构，甚至还有其他形式的结构，形成复杂的过程网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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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博鳌论坛2018年会(2).ppt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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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改目的（主体）.pptx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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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抑或共赢？作茧自缚抑
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质量管理发展趋向.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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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展的质量无异守株待兔。 

 

（3）底线必须与时俱进，不能一成不变。 

 

（4）发展必须立足底线，方能兼顾公平。 

 

（5）标准代表底线，不代表顶板。 

二、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加强质量制度建设.ppt
跳蚤实验.pptx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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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ppt
关于信息网络技术.pptx


二、吃透核心理念  把稳发展走向 

信息化建设，路在何方？ 

 

——建智能校园还是为装点门面？ 

 

——要真实数据还是要注水报表？ 

 

——重在建数据中心还是热衷增加孤岛？ 

 

——是“以我为主”还是买来主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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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纵五横结构4.ppt
质量改进螺旋5.ppt
动力机制——两个.ppt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一）找准诊改的起点——打造“两链” 

 

1.目标的含义 

 

（主体）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现代汉语词
典）。 

 

目标是主体的自觉追求，是质量意识的集中体
现。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2.目标的意义 

 

（1）目标是方向：“目标一错，一错百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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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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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主体地位的体现，内生动力产生的源头。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4.目标的支撑——标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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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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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2）标准的基本内涵——输入、输出、程序 

 

①定位——性质、任务、定位、方向、面向等； 

 
②质效——质量、效率、效益等； 

 
③流程——计划、途径、方法、沟通、管理等； 

 
④保障——组织、制度、资源（人力、物化、信息）、环

境等； 
 

⑤考核——主体、对象、项目、方法（含技术）、时间、
指标等。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3）标准的建立 

 

①准确把握目标内涵——全面、系统、个性。 

 

②深入挖掘关键因素——影响力大、特殊关联（同向关联，
补偿关联，零关联）、抓住关键。 

 

③寻求创设显性指标——可量化、易监测。 

 

④按“最近发展区”确定阈、值。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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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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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组织的总目标统领子目标，从而形成目标体系和标准体系。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二）筑实诊改基础——培植诊改“细胞（ 8字形螺旋）” 
 

 1.建立8字形螺旋的意义 
 

（1）落实现代质量观 

 

   追求：服务需求、自主保证、持续改进、零缺陷育人。 

 

（2）培育核心竞争力： 

 

创新工作形态：前台+后台；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激发内在发展活力：自诊+自改          学习力+创造力。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3）落实“三全”保证 

 

①落实“全员”参与——夯实基础； 

 

② 实现“全过程”覆盖——前后两“台”； 

 

③引起“全方位”联动——完善机制； 

 

④实现常态化诊改——“实”“即”“互”“大”。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2.找准8字形螺旋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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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横主体.pptx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3.8字形螺旋构建要点 

 

 1.覆盖五层面——从无到有 
 

 2.主体需同一——自主保证 
 

 3.同层无遗漏——守住底线 
 

 4.起点不含糊——精准易测 
 

 5.过程是重点——常态诊改 
 

  6.制度是保证——明确职责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三）激发诊改动力——注入长效机制 
 

 1.诊断是要害 
 

（1）诊断的作用 
 

——诊断是“前后台”的接口； 
 

——诊断是改进的出发点； 
 

——诊断为激励提供依据； 
 

——诊断决定改进的质量和效率。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2.诊断的特点 
 

（1）强调自我——“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 
 

（2）融入过程——事前、事中、事后； 
 

（3）重视研析——依据标准，关注问题，重视原
因、关联性研究剖析； 
 

（4）追求常态——如影随形、客观公正、常态展
示。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3.考核需改革 

 

（1）考核的涵义 

 

①原义：考查与审核。 

 

②目的：上级或授权机构依据一定的标准、通过一定的程
序、方法对某个部门或个人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查，分出优
劣、先后。 

 

③作用：考核结果与奖惩链接产生激励机制。 

 

④性质：“你做我督”，适合“科层式管理”，更接近于
评估、评价。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2）考核的走向——转型升级 
 
①强调以质量效率为核心（服务两个发展需求，而不是考核

方需求）； 
 

②强调自我设置目标、标准（自律自理），有利激发内生； 
 

③强调“共创、共治、共享”，要求协同改进； 
 

④强调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运用信息技术），体现公开、
公正、公平（依法依规治校）； 
 

⑤强调过程化、常态化、生态化（淡化考核形式，减轻考核
负担，提高考核质量，扩展考核功能）。 

 

大数据评价系统试运行.ppt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3）将考核和诊改结合——和绩效考核相结合的诊改 

 

①将考核和诊改结合的意义 

 

——加快各层面8字型质量改进螺旋的建立。 

 

——落实各主体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责任。 

 

——使人才培养工作步入创新驱动、持续改进的良性轨道。 

 

——加快常态化诊改制度的建立，促成内部治理形态的转
变（考核重结果、重证明，诊断重析因、重改进）。 

 



三、潜心实践探索  务求获得实效 

②考核和诊改结合的原则 

 

——以主体的自我诊断为基础； 

 

——以常态采集的源头数据为主要依据； 

 

——按依法依规通过的规则作出诊断结论； 

 

——由网络信息技术提供运行平台； 

 

——案例。 

考核性诊断和考核的比较2.ppt
关于过程诊断点设计-4.ppt
A职院2016-3.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