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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
促进法》（以下简称“电影法”）中
对“无公映许可证的电影禁止网
络传播”的具体细则有可能在今
年 4—6月份出台

一说

张永棠 本报记者 江丞华

再过两个月，江西现代职业技术
学院第一届中兴通信 3G 经世学院校
企合作班的 54 名学生就要完成 18
周的顶岗实习了，他们将在所实习的
企业正式上岗工作。

对于校企联合办学模式而言，其
最大意义莫过于实现了院校、企业、
学生三方需求的“无缝对接”，使该校
毕业生免于传统高校应届毕业生在
各类招聘会上的疲于奔波, 让毕业生
顺利找到“婆家”。

未毕业先就业的样本

“经过 240 天的专业学习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作
为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与华汽教
育携手合作的“汽车技术教育课程”
项目的学生，他们对接下来 10周的
校内实训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未毕业先就业，在江西现代职业
教育集团已不是稀奇的事情。在大力
推进中部地区制造业基地建设的大
背景下，近几年江西每年技能型人才
需求量达 12万人，而每年培养的技
能型人才大约 4万，人才缺口较大。

如何及时招到实用型人才，成为
不少本地企业很“头疼”的问题。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江西现代职业教育集
团旗下的学校独有的“校企合作”模
式因其具有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必须与企业紧密结合，依托本

地产业支撑，跟着市场走，职业教育
才能有生命力。”江西现代职业教育
集团常务副理事长、江西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副院长刘华接受采访时表示，
学院的目标是培养“下得去、用得上、
留得住”的高技能实用性人才。

事实上，该校毕业生之所以深受
市场欢迎，得益于“区域融合”的办学
模式、“以岗定教”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和“校企共
管”的育人模式。

江西现代职业教育集团理事、江
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姚小英认
为，所谓区域融合，就是说区域经济
和社会发展为学校提供产业背景、就
业岗位，学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双方共赢发展。

因为该职教集团提倡“以岗定
教”人才培养和“学做一体”教学模
式，使得学生一毕业就能上岗，深受
用人单位的欢迎。采访期间，记者体
验最深的是校内实训基地随处都是
可触摸可动手操作的“企业车间”。

此外，“招到人，却留不住人”的
尴尬长久以来困扰着不少用人单
位。为此，职教集团开拓了“校企共
管”的育人模式，在全省高职院校中
率先尝试“企业文化”教学，开展以
诚信敬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
育，增强学生的职业素质和适应能
力。
“上课期间，感觉‘学校与企业一

样’、‘教师与师傅一样’、‘教室与车
间一样’、‘上课与上岗一样’。找工作
的时候底气足、选择多，就业自然就
不用愁了！”一位不久前刚刚被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录用的学生接受记者
采访时感慨地说。

学校与企业一样，教师与师傅一
样，教室与车间一样，上课与上岗一
样———这正是实现了深层次校企结
合的教学模式的魅力之所在。

学校联姻企业的魅力

提起江西现代职业教育集团，业
内人往往会提到另外一词语：订单教
育。该职教集团紧盯企业人才需求，
将院校、企业、学生三方完美结合，构
建合力共赢的校企合作模式。

赖强，江西现代职业教育集团汽
车专业 2010届毕业生。目前在南昌
一家高档轿车维修厂从事维修工作。
记者通过对其同事的采访了解到，尽
管才工作一年的赖强，但凭借技术过
硬的他现已成为工作组的技术骨干，
很多维修难题在他这里都能顺利解
决。
“订单定向培养不仅解决了工作

问题，更让我在学校期间就明确了自
己的发展方向，打下了坚持的技术功
底。”作为订单教育的受益者，赖强感
慨地说。

订单教育培养模式主要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全方位互动合作形式，
学生入学时，学院即与企业签订用人
及人才培养协议，组成企业冠名班，
企业按照协议约定安排学生就业。第
二种定向式订单培养形式，即由学生
经过一定的理论学习后，重新组成
“定向班”，按照企业的要求强化培训
或直接到企业顶岗培养。

事实上，仅中兴通讯就向学院投
资 300 多万元，并成立了江西现
代———中兴通信 3G经世学院，参与
学校二级学院的建设。此外，中国建材
集团、中纺集团、新钢集团、江西建材
集团、江中药业等 20多家企业共向职
教集团旗下的学校投入教学实验设
备、或共同组建了校企合作基地。

对于企业普遍顾虑的学生毕业
以后留不住的问题，中兴通信 3G经
世学院院长黄华显得特别的自信：人
都是有感情的，如果企业与学生三年

的共处都不能让学生心安定下来，首
先要怀疑的不是学生，而是企业自身
的文化和管理存在问题。

目前，企业向学院投资开办实训
工厂、实训基地等，实现工厂与学校
对接、课堂在车间里延伸，实现了人
才培养手段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学
校与企业联手共同培养、培训合格
高技能人才，合作开发各类新产品，
在解决企业“用工难”的同时，每年
通过产品开发为当地企业创造了效
益。

校企合作模式能否进行到底

江西机场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
人指出，企业就是要谋取利润，没有
利益，或者利润不够的项目，企业自
然就不愿意参与，或者积极性不高。
因此，校企合作，作为主导方的学校，
必须首先把企业的利益和回报考虑
进去。

对此，作为职业教育的代表，江
西现代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江西现
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单津
辉亦持同样观点：校企合作的关键，
是让企业、学校、学员获得共赢，从而
形成良性循环，纵深推进。

虽然，在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
中，仍存在企业的积极性不高，很多
收效不佳等阻挠因素。但也不乏成功
的案例。据介绍，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力推的商业外包项目就是这样
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事例。

日前，学院通过和中兴南昌软件
产业园合作，组织学员承接了一个
3G软件外包项目。通过学院教师的
指导，最终 10名学员利用业余时间，
成功完成了这一时间紧任务重的项
目，并领取了或许是他们人生的第一
份靠自己的劳动得到的报酬。

对于中兴南昌软件产业园而言，

重要的不仅仅是此次合作的完成，而
是通过实际项目，这批学员到公司后
一上手就能用，直接为公司创造价
值，而不是需要额外的磨合、岗位培
训。

反观学员方面，同样是收获良
多，一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报酬，达到
了勤工俭学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
参与实际的项目和一线实践，积累了
经验，了解了企业和市场最新需求，
从而为今后的就业甚至创业增加了
砝码，打好了基础。

对此，江西省建材集团公司总经
理、江西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名誉理事
长刘明寿表示，这正是江西现代职业
教育集团希望看到的，也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只有学员成功，职教集团才
能成功。因此只要对培养人才有利，
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去推进，特别是
校企合作。

据了解，类似的商业性外包在职
教集团旗下各学校不在少数，而职教
集团力推的校企合作也不局限于此，
还包括岗位实习、项目实践等等。

让人疑惑的是，对于眼下频频发
生的“用工难”等问题，这种企业、校
方、学员三方双赢的模式，为何没有
演绎成整个行业普遍的产业生态
呢？
《职教论坛》杂志社副主编在接

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告诉记者，在当前
就业准入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客观因
素下，企业老板招聘员工廉价快捷，
不愿参与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没
有认识到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其实也
是企业的生产性投资，企业才是职业
教育的直接受益者。
“学校和企业是不同的两个主体，

主管部门不同，追求的利益、管理的思
路等也不同，学校和企业要跳好双人
舞，必须要找准两者间的切入点。”江
西省社会科学院一位专家表示。

校企合作模式能否进行到底？

一石激起千层浪，视频网站如今又被推到了风口浪
尖。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以下简称“电影

法”）中对“无公映许可证的电影禁止网络传播”的具体细
则有可能在今年 4—6 月份出台。

此“电影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十六条：“未取得
《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不得发行、放映、参加电影节
（展），不得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进
行传播，不得制作音像制品。”

这是否意味着视频网站刚遇春暖又要转寒？
对于该“电影法”和即将出台的具体细则，网民、视频

网站运营者们通过不同渠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同时，根据电影界人士和各大媒体的解读，如果“电影

法”最终被通过，那么不仅将会对视频网站的自制影片、微
电影等造成冲击，也有可能波及视频网站的 UGC 模式，促
使中国电影产业链条的整体调整。

比如，目前各大视频网站都或多或少涉足自制剧。按
照“电影法”第 26 条的规定，这些自制的内容就要有公映
许可证，这也势必会增加视频网站的成本，包括制作的周
期成本和用户的观看成本。

另外，为了迎合网民的需求，国内视频网站“大手笔”
不断。这其中就包括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热播影视作
品，比如日本的动漫《火影忍者》、美国的热播剧《越狱》等。
而且，这些耗费巨资购买的超过数千部的“非国产片”中，
绝大多数都未取得公映许可证。如果“电影法”最终出台，
将会对这些视频网站造成不小的冲击。

相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于“电影法”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因为其能否真正面世尚未可知。比如此前的电影局拟规定
电影会员票、团体票不低于影院挂牌价格 70%的“电影票
价限折令”，在经过媒体报道、多方讨论及国家发改委的介
入后，现在也就没有了下文。

此前也有专家表示，对于中国的商业网站，在“十二
五”末将会趋向于大企业化。为达到这一目标，国家会出台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通过运用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删减小
的视频网站，促进业内“洗牌”从而规范中国的互联网相关
行业。“电影法”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手段。

事实上，由于缺乏相关法规的约束，国内视频网站行
业普遍存在着恶性竞争和畸形发展，确实需要规范和调
整。

广告植入一直是国内视频网站行业的重要盈利模式。
从抢用户到拼版权，视频网站的恶性竞争使得开发和运营
视频网站所需要投入的资金如滚雪球般增加。商业模式单
一且存在恶性竞争，不仅会使视频网站越做越艰难，行业
水平也长时间得不到提高。

这也说明出台相关法律进行规范是很有必要的。
优酷和土豆的合并，已经从某些方面说明视频网站需

要强强联合或抱团协作才能进一步发展。“电影法”的出
台，可以更好的规范国内视频网站，促进其合理发展和行
业的进步。同时，“电影法”里也包含了种种税收优惠的条
款，不仅是在鼓励电影行业的创新发展，也给予了视频网
站这个有着广泛流通市场的重要平台又一轮发展机会。

面对着众多的质疑和猜测，“电影法”的走向如何备受
关注。

电影、网络视频等是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文
化强国的重要载体，对于它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引导多于
管制。
“电影法”中对视频网站的相关规范，容易给人“法不

责众”的感觉，在现实中恐将难以操作。除了对网站进行限
制，也要更讲究可操作性。比如除了加大审核、审批力度，
是不是也要对流出源进行规范，加大源头治理，首要传播
者要承担更大责任 ?

通过对“电影法”具体条款的解读，并回顾其起草、立
法的过程，从中不难看出国家文化产业体制改革进程中尚
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快刀斩乱麻还是从长计议？
这需要看多方的博弈结果。

现在的种种质疑和猜测，都是为了发展中国文化产业
这个主题。合理性和实用性是电影法出台的基础，促进中
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其目标，也是我们共同期望的。

万斯琴

视频网站
刚遇春暖又转寒？

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已成为职教
界的共识和追求。然而，从近几年的
运行情况看，合作效果却并不理想，
推行过程也并不顺利，普遍存在着学
校热、企业冷的现象，很多学校的校
企合作甚至难以为继和徒有虚名。

为此，一些专家学者强烈呼吁国
家出台促进校企合作的专门条例，通
过立法来强化企业的校企合作责任，
以期将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支持落到
实处。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立法不
失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便捷之策，然
而，要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纵使出台
再多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能严格执
行，也未必能够立竿见影，更不可能
标本兼治。

回溯国内校企合作的发展历程，
自 2003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曾
先后多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
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
能人才工作的意见》、《关于职业院校
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等，
大力提倡和鼓励职业院校加强与行
业企业的合作。近几年召开的各种形

式的职教工作会议和领导讲话，也多
次阐述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
战略引擎。

不难理解，校企合作对于职教发
展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早已被
阐述得非常精辟透彻，十分直白明
了，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也早已
不是泛泛的提倡，而是明确的法律义
务。然而，如今不少的校企合作何以
会逐步沦为形式和无奈？关键在于有
法不依，根子在于执法不严。

以就业准入制度为例，虽然因为
现代工业发展历程的差异，我们没有
西方国家提得那么早、那么细，但推
进的速度却并不算慢，覆盖范围也越
来越大。自 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首次提出要“实行学历文凭
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之后，到 2010
年年底，我国已有 8个大类职业、66
个种类、413个小类、1915个细类 (职
业 ) 纳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范围之
内。

然而，这几年无证电焊工不当操
作引发大火、无证行医致人死命……
未经培训直接上岗导致自己或他人

丧命之类的负面新闻却常有报道，从
一个侧面暴露了我国就业准入制度
在执行层面形同虚设，而这正是校企
合作难于全面实施和有效推广的根
源所在。

按照就业准入制度的设计思路，
公民要想取得就业资格，就必须要接
受相应的职业技术教育，否则就不能
被用人单位录用。然而，在我国目前
的社会中，企业老板可以随时随地招
聘员工，不仅廉价、快捷，甚至可以不
计较年龄、不考虑职业基础。在这样
的形势下，企业自然没有任何兴趣和
热情，多此一举地花钱、费力去尝试
校企合作。而且，从实际合作结果看，
很多企业“冠名班”学生屡屡爽约，也
极大地挫伤了合作企业的积极性，最
终导致企业逐渐心灰意冷。

与就业准入制度背道而驰的
是，我国用人单位目前仍然普遍执
行着陈旧的“学历准入制度”，学历
要求在就业招聘中所占的条件比重
偏大，有的甚至是一票否决，绝大部
分用人单位只看学历不重技能，甚
至提出非“985”、“211”学校不聘的
极端做法。

而在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发达国
家，就业准入制度则被视作至高无上
的“高压线”严格执行，对于公民来
说，即使你读到了本科、硕士、博士，
如果不经过职业院校或机构的职业
培训，也无法找到接收单位，得不到
就业机会。

这一举措从源头上扼制了就业
准入制度被“架空”。正因如此，才有
了名闻遐迩的德国制造，才有了令人
羡慕的澳大利亚职业无歧视，才有了
被视为全球职教法宝的 TAFE 模式和
学徒制（双元制）模式。

国外成功的经验完全值得我们
借鉴，能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

依托行业优势的高职教育集团
组建，为深化校企合作提供了宽阔的
组织架构和运行平台。当前，我们亟
须要做的，是从严格执行层面将就业
准入制度落到实处，从体制上保证职
业教育优先发展，保证基于职业资格
的人才使用规范有序。唯有如此，校
企合作才有希望，职业教育才有出
路，才能发挥高职教育集团效应，中
国的经济腾飞与教育发展才能步入
良性循环轨道。

校企深度合作落实是关键
张永棠

王利博制图

校企合作的关键，是让企业、学校、学员获得共赢，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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