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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教育体系，满足技能需求

中国经济发展背景

中国人口结构合理，经济飞速发展，数百万
人口已脱贫致富，跨入中产阶级，在全球供
应链中，中国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然而，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的冲击让全球企业
猝不及防，曾经赖以维系持续发展的技能已
日渐落伍，企业亟需迅速调整以适应市场变
化。颠覆性技术快速涌现，为各行各业带来
了全新的业务模式和互动模式，这需要广大
企业在创造、协作、创新、高级分析和交流
沟通方面具备一系列全然不同的技能。中国
的企业领导们逐渐意识到，快速变化的业务
需求和中国高等教育机构所培养的技能类型
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本执行报告提供了一
种“三步走”方法，帮助弥补日渐扩大的技
能和能力缺口，助力中国维持全球经济大国
地位。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已一举成为全球工
业巨头，无缝地融入到全球供应链之中。数亿人摆脱贫困，步入中产阶
级。此外，中国正快马加鞭推进城市化进程，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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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华灯璀璨的大都市在中国拔地而起。
如今，中国经济发展具备三大特征。其一，以制造业、互联网行业和数
字行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羽翼渐丰，能够登上全
球舞台，与国际巨擘一决高下。其二，化工业、银行业等传统行业发展
面临诸多限制。其三，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下，仍然以小型家庭农场为主
2
要特征。
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空前发展，但事实上，最近几个季度，中国 GDP 增
长速度已明显减缓。商业贷款早已不复过去十年巅峰，经济摩擦时有发
3
生。 根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V) 最近一份全球技能调研报告，中
国企业高管表示，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寻找具备适当技能
的人才更是困难重重。受访企业高管们表示，相对于其他竞争经济体，
比如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美国，中国的技能需求和可用的技能之间
4
的差距更大（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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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的 中 国 企 业 高 管 认
为 ，高 等教 育模 式与 企业
需求出现严重脱节
72% 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
行 业和 高校 应当 更有 效地
协 作， 制定 和完 善全 新的
课程体系

图 1
中国企业高管发现具备适当技能的人才难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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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的中国企业高管表示，
行业和高校需要密切合
作，共同为学生提供更优
质的教育

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

德国

高管认为其企业可以获得拥有良好沟通能力的员工队伍的比例
高管认为其企业员工团队沟通协作能力高的比例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V) 全球技能调研报告

中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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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冲击不断，形势雪上加霜
全球经济形势阴晴不定，新兴数字技术的出现促使商业格局重新洗牌。
移动技术席卷全球，预计到 2020 年，全球移动设备数量将达到 200
5
6
亿。 未来两年内，全球云计算投资有望突破 4000 亿美元。 未来两年
7
内，全球认知技术投资预计将达到 120 亿美元。
数字颠覆大潮对传统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技术创造出更透明的价值
链，更容易分解为子功能类别。新兴非传统行业竞争者快速崛起，在各个
行业的特定价值链领域与传统企业竞相角逐，这进一步加速了产业融合。
新型商业生态系统不断取代传统产业模式，推动打造无缝衔接、优化的客
户体验（见图 2）。
图 2
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

传统价值链分崩离析
新技术创造出更多透明的价值链，更容易分解职能
传统产业的融合
新的竞争对手层出不穷，参与到各行各业特定价值链职能
领域的竞争当中 - 这也推动了产业融合
新生态系统浮出水面
新型生态系统浮出水面，取代传统产业，为实现无微不至
的客户体验奠定基础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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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应对技术变革，中国企业高管指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大因素
（见图 3）。

中国企业高管指出中国经济形成领导力的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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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6 年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中国未来发展调研”。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高校领导和企业高管看待高等教育的作用更为
务实。其他国家的高管采用十分抽象的词汇描述了高等教育的作用。相
比之下，中国的高校领导和企业高管对教育的定位更切实际，他们认为
高等教育主要具有四大作用：其一，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他们
成为知识丰富、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公民；其二，培养学生获得开
启职业生涯所需的基本能力；其三，促进经济创新；其四，为企业提供
高技能员工队伍（见图 4）。
图 4
中国实施务实的高等教育策略，以满足经济增长需求

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四大作用
中国高校领导和企业高管的回答

全球高校领导和企业高管的回答

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他们成为知
识丰富、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公民

向未来一代传授知识

培养学生获得开启职业生涯所需的基本能力

打造未来的领导者

促进经济创新

促进社会经济的流动和公平

为企业提供高技能员工队伍

培养学生获得开启职业生涯所需的基本
能力

来源：2015 年和 2016 年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全球教育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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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务实的教育理念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成果，自 1990 年起，成人识字
率和大学毕业生数量均实现了显著增长（见图 5）。
图 5
中国成人识字率和大学毕业生数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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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毕业生 （成千上万）

来源：左表：Adult literacy rate, population 15+ years, both sexes (%), World Bank Data, http://data.wo
rldbank.org/indicator/SE.ADT.LITR.ZS China adult literacy rate,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
istics/271336/literacy-in-china/; 右表： Number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between 2004 and 2014,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27272/number-of-university-graduates-in-china/ Can Chin
a become a global leader in HE innovation?’,Dec 2015, University World News, http://www.universitywor
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511301500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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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过去二十五年间，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取得了辉煌成绩，助力传统制
造业带头促进了近年经济繁荣，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的要求与传统制造业
大相径庭。如今，数字经济更看重人才的创造、协作和创新能力以及沟
通、分析、表达等技能。此外，中国企业高管发现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出
现严重脱节（见图 6）。
图 6
中国企业高管指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足之处
差距
培养未来的企业家

57%

帮助学生实现长期就业

55%

培养学生工作所需技能

55%

满足产业需求

54%

促进创新发明

52%

实现经济价值

51%

来源：2015 和 2016 年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全球教育调研

通过分析中国最成功企业（运营效率和收入增长名列前茅的企业）高管
的观点，我们发现了中国高等教育还面临两大挑战。67% 表现最佳企业
的高管称高等教育文化应变能力不足。62% 的高管称现有教育模式与企
8
业需求出现严重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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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继续优先关注实践性和应用型教育体验
受访中国企业高管一致认为，高等教育应继续发挥重要人才库作用，为各
行各业输送技能高超、效率卓越的人才。52% 的高管认为高等教育在让学
生为工作做好准备方面负有直接责任；65% 认为高等教育应以行业技能需
求为中心制定培养策略，定位培养目标；65% 表示毕业生就业率是高等教
9
育效果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中国企业高管指出，高等教育体系应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培养学生职业技
能：其一，提高学生高效团队协作能力；其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提出
解决方案的能力；其三，帮助学生在工作中高效沟通的能力。然而，注重
上述技能的这些高管还指出，高等教育体系恰恰在这些方面存在严重不
足。62% 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高等教育未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协作或分
析技能。此外，57% 认为高等教育体系没有大力培养学生在工作中高效沟
10
通的能力。
因此，受访的中国企业高管，尤其是负责培训的高管，认为企业必须通
过正式或非正式在职培训，解决人才技能不足问题。若高等教育体系能向
企业提供更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可显著降低企业的新员工培训成本，并
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为提升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推行更具实践性和实
用性的教育模式。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卓越的高校已经根据这些原
则，推行了更加关注实践性和应用性的高等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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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领先的实习岗位供应公司，与 400 多家公
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该公司通过国内高校和合作伙伴，为学生提供培训
和教育项目，帮助学生提高职业技能，实现个人发展。2007 年，士亚商
务咨询公司开始试点项目，仅推荐了 20 名实习生，但近年来，该公司
11
输送的实习生数量已逾 2000 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吉利汽车致力于行业培训，目前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创新先锋。吉利斥巨
资创办高校，比如北京吉利学院和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这些学校的
在校学生人数超过 40,000 名，每年向中国的汽车行业输送近 10,000
12
名毕业生，其中不乏一些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高端人才。

针对第一步的行动举措
发现高价值的机遇： 评估课程，确定哪些领域存在机遇，融入基于经验
的学习方法和新技术，推广实习等形式的实践学习体验。寻找机会，利
用“反转”教学，引导学生在课堂外学习基础内容，在课堂内解决问
题。

开展合作，扩大和加强能力： 与行业合作伙伴建立联盟，发现并确定培
养特定技能的需求或机遇。与行业合作伙伴携手并肩，扩展实践学习项
目，加大对学徒制和实习制等实践项目的投资力度。

应用指标，改进项目组合： 制定效益实现计划，监控和评估实践学习项
目对学生技能和能力的影响。根据现有成功或失败经验，制定更理想的
项目组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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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重新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 - 不只是作为交付平台
技术变革也会直接影响企业所需技能的种类。受访企业招聘人员表示，近
13
年来企业招聘需求不断变化，主要归因于技术变革。 此外，这种影响预
计将会日渐增强。
中国企业高管清醒地意识到，技术变革大潮已经席卷全球的各行各业，教
育领域也不例外。63% 受访企业高管表示技术正在颠覆传统的高等教育模
14
式；65% 认为未来的学生更有可能采用其他替代方式和渠道接受教育。
中国企业高管和高校领导占压倒性认同采用新技术。近八成的中国企业高
管认为，在教育领域，新技术所产生的效益远远超过采用成本。而放眼全
球，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数仅占 51%。因此，与全球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
高校和企业计划加大对数字平台的投资力度，帮助交付数字化教育服务
15
（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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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1-2021 年数字化教育平台投资情况
数字课程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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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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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未来 5 年

64%
全球

42%

中国

来源：2015 年和 2016 年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全球教育调研

中国企业高管表示，数字技术投资可在以下方面提升整体教育成果:
 丰富从多种来源获取教育内容的途径
 鼓励发展传统高校外的教育形式，丰富教育种类
 整合实体和数字环境，打造更有吸引力的教育体验

 通过专注于能够显著提高学生成功率的模式，提高决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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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学习研究院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立，旨在
成为教育技术相关内容的试验、研究和开发平台。该研究院将北京师范大
学各个教学部门的科研能力与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能力相结合。
该研究团队由 100 名全职和兼职的研究人员组成，其中不乏知名教授和
资深专家。参与此研究机构工作的学生可亲身体验教育创新技术的研发和
实践过程。研究成果将不仅仅应用于北京师范大学，还将应用于中国的其
16
他院校和教育机构。

针对第二步的行动举措
评估当前能力：与核心客户合作，评估目前提供教育途径、教育种类和教
育体验的能力和机制。发现改进机遇。评估教育生态系统内部的数据分析
能力和决策支持工具，发现新机遇。

在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扩展能力： 发现和评估新机遇，与生态系
统合作伙伴协作，拓展教育获取途径，丰富教育体验，实现教育体验多
样性。

尝试新技术： 关注和验证新的颠覆性技术，寻找尝试机会，丰富组织文
化，明确认识到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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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建立并扩大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的关系
图 8
业务生态环境价值剖析 - 企业高管 VS 教育机构领导

企业高管

教育机构领导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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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融资机遇

58%

28%

帮助各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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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

49%

50%
仅

帮助获得新技
能和能力

51%

16%

加速创新

51%

67%

来源：2015 年和 2016 年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全球教育调研

中国的产业和教育界领导一致认为，需要通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加强合作，提高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效性。具体来说，72% 的受访企业
高管认为产业和高校需要开展更富成效的合作，研发并改进新课程。此
17
外，74% 认为产业和高校需要携手合作，为学生提供高等教育。
这种合作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经济生态系统中。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与
《经济学人》智库最近联合开展的一次全球生态系统调研表明，中国企业
高管不仅认识到生态系统已经在构建，且高度认同生态系统的价值。92%
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生态系统会彻底变革其组织的主要活动。66% 的受访
者预计价值创造将逐渐围绕生态系统开展；此外，多达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18
认为未来 25% 或更多的业务活动将在生态系统中进行。
与中国企业高管相比，受访的中国高校领导似乎不太认同与业务生态系
统开展合作所能带来的潜在价值，他们尤其不相信通过生态系统可以获
得新技能和能力以及新的筹资和融资机遇（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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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企业生态系统
业务生态系统是拥有共同目标且相互关联的组织构成的综合团体。他们通力合
作，积极互动，形成利益共同体，与组织“单打独斗”相比，这样的生态系统通
常能够为参与者创造更高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教育生态系统正在不断演变
（见图）。
核心客户

公立学院
或大学

私立学院
或大学

职业课程

多样化的
教育方式

社区大学

教育服务
提供方

政策制
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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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科技园构建生态系统，支持技术转让和创新。北大科技园始建于
1992 年，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北大科技园依托北京大学强
大的科研能力，旨在将科研成果推广到各个行业，包括电子行业、生物
科技等。它与中国各个行业的领先企业紧密合作，建立了科学创新生态
系统，同时提供平台和服务，帮助科研成果转让和产业化、高新科技企
业孵化、人才培养和资本投资。它已经在中国建立了 14 个科技园，在
19
美国硅谷建立了 1 个科技园。

针对第三步的行动举措
确定合适的合作伙伴，并支持“协调统筹者”： 确定来自高校、行业和
公共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定义并支持一个强大的中介机构，以便吸纳
合作伙伴，建立共识。

明确愿景，定义目标，获得承诺：在清晰的共同愿景指导下形成共识，
获得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的明确承诺。定义生态系统人才需求和战略，解
决数据收集以及在合作伙伴之间共享数据等方面的问题。

规范流程和设计，实现可持续发展： 定义和规范流程及问责机制，帮助
确保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并作出承诺。鼓励合作伙伴将内部企业指标与生
态系统目标和愿景保持一致。

15

重要问题
•

高等教育机构如 何满足核心 客户的需求 ，如何为学 生提供所需 的技
能，帮助他们成为更具竞争力和更高效的人才？

•

可以利用哪些机遇来扩展行业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关系，从而提高
学生教育效果？

•

如何提供更多实践性和应用型的教育机会，在课程中利用基于经验的
学习方法、新技术和实际学习体验（例如实习制和学徒制）？

•

如何利用新技术改进学生的教育获取途径、教育体验，增加教育种类
和提升教育效果？

•

存在哪些改进和发展新伙伴关系的机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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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法
为评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应对国家技
能挑战而应采取的措施，IBM 商业价值
研究院对来自企业和各类高等教育机构
的 439 位领导者进行了调研。

作者
Michael (Mike) King 是 IBM 销售和分销事业部全球教育行业副总裁。
他还是 IBM 研究院的成员。Mike 负责有关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战略、
市 场 营 销 和 销 售 工 作 。 他 的 联 系 方 式 为 ： LinkedIn 帐 号
bit.ly/MichaelKingIBM，电子邮件 mdking@us.ibm.com
Anthony Marshall 是 IBM 商 业 价 值 研 究 院 的 全 球 战 略 研 究 总 监 。
Anthony 负责领导公共和私营部门相关问题的思想领导力的研究。他的联
系 方 式 为 ： LinkedIn 帐 号 bit.ly/AnthonyMarshall, 电 子 邮 件
anthony2@us.ibm.com

439
领导者

企业 - 43%
公立大学 社区大学 民办大学 职业学院 -

Dave Zaharchuk 是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全球政府和教育行业主管。Dave
负责指导新兴技术、政府和公共部门各种相关问题的思想领导力的研究。
他 的 联 系 方 式 为 ： LinkedIn 帐 号 bit.ly/DaveZaharchuk ， Twitter
@DaveZaharchuk，电子邮件 david.zaharchuk@us.ibm.com
31%
12%
9%
5%

詹颖是 IBM (中国)商业价值研究院咨询经理。她负责新兴技术和各种行
业 特 定 主 题 的 思 想 领 导 力 的 研 究 。 她 的 联 系 方 式 为 ： LinkedIn 帐 号
bit.ly/YingZhan，电子邮件 zhanying@cn.ibm.com
屈静 (Lucy Qu)，是 IBM 中国政府创新研究院咨询经理。她还负责 IBM
Watson Education 在 中 国 的 推 广 。 她 的 联 系 方 式 为 ： 电 子 邮 件
qjqu@cn.ibm.com
杨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她从事职业教育、培训和高等教育发展
等领域的经济学研究。她的联系方式为：电子邮件 poyang@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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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丁伟（Vivian）, IBM（中国）商业价值研究院院长
更多信息
欲获取 IBM 研究报告的完整目录，或者订阅我们的每月新闻稿，请访
问：ibm.com/iibv
从应用商店下载免费“IBM IBV”应用，即可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执行报告。
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中国网站，免费下载研究报告: http://www935.ibm.com/services/cn/gbs/ibv/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在 IBM，我们积极与客户协作，运用业务洞察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技
术，帮助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隶属于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致力于为全球高
级业务主管就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关键问题提供基于事实的战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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