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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

发[2014]19 号）、《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

划（2015-2018 年）〉的通知》(教职成[2015]7 号)、《四川省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四川省教育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指导

意见〉的通知》(川教改〔2015〕2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绵府发〔2015〕10 号）》、《三台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 年）》等文

件精神，紧紧围绕三台县县委、县政府建设四川丘区经济文化生态强

县和幸福美丽三台战略部署，整合三台县职教资源，进一步改善三台

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优化专业设置，突出专业特色，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学校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进而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打造一流职教口碑，

特编制《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五年战略发展规划（2018-2022

年）》。本规划是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依

据，是将学校建设成为“市内精品、省内示范、全国一流”的特色职

业院校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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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背景

一、规划背景

（一）利好政策推动学校发展进入新通道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发展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设教育强国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

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国发[2014]19 号）明确提

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绵府发

〔2015〕10 号》指出：“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多元主体办学、产教

深度融合、适应市场需求，中高职培养模式有效衔接，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相互沟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统筹兼顾，体现终身教育理念、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服务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三

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 年）》

中提出，建设四川丘区经济文化生态强县和幸福美丽三台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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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为三台县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打开了

新的通道，响应职教政策号召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学校实

现跨越式发展，学校面临重要的机遇。

（二）经济转型提供学校外部拓展新空间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速度开始换档回落，新产业

新业态加快孕育，新需求新动力酝酿突破，国民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历史的必然呼唤。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内涵主

要包括：“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升级促转型、以质量和效益

为核心、发展动力要向内在动力拉动、创新驱动为主进行切换”。

为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紧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适应产业

发展需求，立足三台县发展实际，三台县县委、县政府做出了建设四

川丘区经济文化生态强县和幸福美丽三台的战略部署，并确立了“十

三五”时期三台县打造成为 “中国西部重要的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产

品基地、川西北区域性综合交通次枢纽、中国西部纺织印染和服装加

工基地、绵阳科技城配套产业基地、成渝经济区重要中等城市和山水

宜居城市”的五大发展定位。按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中“产

业需求引导专业结构优化”的发展思路，三台县现代农业、纺织、机

械、能源、生态食品加工产业、健康养生等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为学校

合理调整、整合优化专业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和依据，

为学校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外部空间。

（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催生学校新动力

2016 年，四川省内共有中职学校 526 所，比 2010 年减少了 153

所，减少了 22.53%。学校数逐年递减，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也同时呈

现出下降趋势，中职招生数下降了 16.2 万人，下降了 28.13%；在校

生数下降了 38.7 万人，下降了 27.52%（如图 2 所示）。学校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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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数和在校生数的下降，标志着职业教育发展已经从追求数量、扩大

规模的外延式发展阶段进入到了追求质量、内涵建设的新阶段，内涵

式发展成为现阶段职业教育主旋律。

图 1 四川省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变化图（2010-2016 年）

因此，当前现代职业教育的建设步伐加快，职业学校之间的竞争

进一步加剧，职业学校要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 科学发展、和

谐发展以及跨越发展，就必须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特色、品牌、口碑

的打造，提升学校的“软实力”，追求规模、质量、效益的有机协调

统一。结合刘营职中的实际情况，当前正是学校转观念、抓质量、寻

突破、创品牌的关键时期，内涵式发展为推动学校教育教学真改革提

供了巨大的外部“动力”，迫切要求学校改善现有基础能力、提升管

理水平、强化专业建设、夯实师资力量、优化文化育人环境、增强社

会履责，在特色、口碑、品牌等方面增强学校发展“软实力”。

（四）时代变革带来学校质量提升新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促

使职业教育获得较大发展，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

随着时代的变革，“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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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综述

（一）学校简介

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坐落于享有“川北重镇、剑南名都”美誉的三台县，规

划在“北依涪江，南倚凤凰山”的五里梁产城新区。”江水流城郭，春风入鼓

鼙”、”紫萼扶千蕊、黄须照万花”等优美的诗句描述了三台县空灵清幽、古朴

灵动的独特景色，深得以杜甫为首的一代文豪喜爱。学校得承“蜀川巨镇、郪道

名邦”——梓州（现三台县） ”清幽静雅，古朴灵秀“的传统精髓，将职业技

能培养与精巧别致、花木繁丽的学园环境融为一体，育化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毕业

生，为四川省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

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是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由刘营、城西、琴泉三个校区

整合改革而成，以“新职教、新刘营”为定位，培育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综

合型技能人才。学校先后获得了“四川省文明单位”、“四川省校风示范学校”、

“四川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四川省创新职业教育体制先进单位”、“四川省劳

务开发培训基地”、“国家星火计划科技培训星火学校”、“全国首届校园文化金奖”

等殊荣。

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立足三产，多层次多形式办学，融三年制中专、高考升

学、“3+2”大中专套读、五年一贯制大专等办学层次，设有数控、汽车、服装、

计算机、电子、旅游、建筑、学前教育等专业方向，并向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

经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理工学院等高校输送优秀生源。

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办学基础，以“匠

梓为器、和心于业”为办学理念，提出了“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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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坚持成人成才、创新创业并重，以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为目标，形成了“生有特长、师有特技、校有特色”的良好格局。

（二）项目背景

1、品牌优势

学校自建校以来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发展学生

特长，促进每个学生和谐、健康成长，在学校管理、专业建设、毕业生质量等方

面已经取得了较好成绩，打造出了独具三台特色的文化品牌、专业品牌、德育品

牌、师资品牌、学生品牌。

学校于 2003 年创建成为“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2006 年被评为“四川

省首批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 学校还被评定为四川省劳务开发培训基地、绵

阳市职业技能考核基地，荣获了四川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四川省文明单位、

四川省校风示范学校、四川省德育工作先进单位、四川省职教工作先进单位、绵

阳市农村劳务开发工作先进单位等众多殊荣。

2、区位优势

古蜀地东西两川陆路通衢和南北水路航道都交汇于三台，一直是川中交通枢

纽。涪江水道为川西出川黄金水道，而陆路则是“小川北道”的重要节点，是从

成都到西充、阆中的必经之地。

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位于五里梁产城新区，该区域集“水韵、绿都、

康城”于一体，融入了汽贸城、物联港、高新技术产业园、教育研发配套区、城

市综合服务中心、山水宜居生活区、郊野休闲体验绿心、主题生态游乐公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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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题板块”。学校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学校专业与三台县至四川省的产

业结构配套，为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学校立足三台，辐射四川，

既得到三国文化的浸润，又得到区域产业文化的熏陶，既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又

享产城新区的实习、实训和就业之便。

3、管理优势

学校以建设和谐校园为目标，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执教，大力进行内部管理

制度改革，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推进校务公开，有力地保

障了教育教学的顺利开展，在职业院校管理工作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1）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执教

学校依照现代管理理念，完善学校和谐校园建设的长效机制，建立科学的管

理体制和高效的管理机构，突出教育观念与制度创新，提高管理效率，注重质量

内涵发展，以学校章程及制度建设为抓手，修订了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健全，形

成了一系列规范的学校管理、教学管理、德育管理、实习管理、招生就业、总务

后勤、培训及安全管理制度和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切实做到制度到位、责任

到位、落实到位、反馈到位。

......



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

视觉系统设计方案
VIS



1 设计思路调整

设

计

思

路

调

整

地域文化+学校文化

梳理

头脑风暴 翻阅资料 走访调研



2 设计灵感来源

匠

梓

成

器

和

心

修

业

梓州（现三台）、梓树、刘营、三国元素、文豪荟萃、龙纹……



3 风格需求

简单大气 特色鲜明 易于传承



4 演变过程



5 标准色差



6 VI设计方案展示

元素1：梓树

学校地处古梓州（现三台县）。自古以来，
梓州就以产桑、梓著名。图案中央，设计有
梓树图案，具有三重意谓。

一是将学生比拟成高大的乔木——梓树，寓
意通过学校的培养培育将学生造就成“茂密
生长”的杞梓之才；

二是“桑梓”情结深入三台县人心，格外重
视儒家所提倡的对下一代的教育，隐喻学校
应担负起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伟大使命；

三是对家乡的热爱，学生成才后承担着反哺
家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
责任。



6 VI设计方案展示

元素2：龙纹
刘营镇，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相传汉昭烈帝刘备入
蜀，与刘璋相距，屯兵扎营于此，故得名。学校现有校址位于
刘营镇，即取名为“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标识中，
梓树两侧伴有龙纹，采用龙纹元素主要是其蕴涵了三层含义：

一是将龙纹作为秦汉三国时期的文化缩影，而秦汉三国时期的
龙纹有珠联璧合之说，本意为“杰出的人才”聚集在一起，此处
寓意为学校既是杰出人才的聚集地也是匠心培育优秀人才的沃
土；

二是以《易经》中“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作引申，意为青年
学生正处在人生六个阶段“潜伏时期—初露头角—勤学苦练—
掌握时机—理想实现—功成身退”中的第二阶段，胸怀大志的
人（潜心修业的学生）应跟着具有龙德的人（传道受业解惑的
教师）学习真本事，方能崭露头角、有所成就；

三是象征着望子成龙、期盼学生成人成器的美好憧憬，与办学
理念——“匠梓成器”遥相呼应。



6 VI设计方案展示

元素3：创建年份+学校名称

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始建于1958年，

体现学校悠久的历史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