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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任务书

试点单位： 辽源市人民政府

负 责 人： 汤 艳

所在省市： 吉林省辽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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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

成〔2014〕9 号）、《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教

职成厅函〔2015〕2 号）有关精神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

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15〕29 号）有

关要求，特制定本工作任务书。

一、试点基本情况

辽源地处长白山余脉和松嫩平原过渡地带，全市总人口 122

万，市区人口 47.3 万，占 38.8%；全市有劳动人口 84万多，市

区劳动人口 32.7 万，占 38.9%。2005 年，辽源被国务院首批确

定为全国 5 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之一，全面启动

城市转型进程。为此，辽源市确定重点发展高精铝加工、纺织

袜业、冶金铸造、汽车零部件、建筑机械、矿山装备、医药、

农产品加工、梅花鹿和软件等 10大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转型带

动城市转型。

目前，辽源市有 4 所职业院校，其中，省级首批示范性高

等职业院校 1 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1 所，省级重点中

等职业学校 1所，共有在校生 12513 人。高职院校开设专业 34

个，中职学校开设专业 38 个，其中，省级高职品牌示范专业 6

个，省级中职示范专业 8个。

由辽源市政府主导，辽源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在全省率先

组建了地区性职业教育集团——辽源市职业教育集团。集团包

括全市中高等职业院校、县级职教中心和普通中学 34所，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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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麦达斯铝业有限公司、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41家企业。

二、试点总体思路

以辽源市职业教育集团为平台，探索建立校企联合招生、联

合培养、联合推荐就业的人才培养机制。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

养规划、培养规格、培养标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校企

共建人才培养基地，经过三年努力，基本形成“政府、企业、

学校”三元合一的学生实习管理体系，探索创建“学生→学徒

→准员工→员工”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建立职业院校学生质量

标准化体系和质量监督评价体系。全面提高学生实习专业对口

率，切实提高学生岗位技能。为实习学生投保相对应的学生实

习责任保险等险种，保障实习学生权益和合理报酬。

三、试点重点任务

（一）改革培养模式。以提高学生技能水平为目标，按照

“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总体思路，

采用多样化育人机制（工学交替、学期分段等方式），践行五个

对接（教室与车间对接、教师与师傅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对接、校长与企业老总对接、学生与员工对接），让学生

体验、模仿、尝试、感悟企业文化；通过实行现代学徒制试点，

让学生真刀真枪践行企业工作和企业文化。同时，实施企业班

组化管理模式，1个师傅带 5个左右徒弟，组成学习小组，确保

学生切实掌握实习岗位所需的技能。

（二）改革教学模式。按照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要求，确

定试点专业的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

质量监控标准并制定相应实施方案。以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

向，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着力促进知识传授与生产

实践的紧密衔接，构建现代学徒制。推行工学结合，实施双导

师制，学校确定专业教师作导师，下实习单位指导学生理论学

习；实习单位选派技术人员作师傅，负责实习生岗位技能教授。

以现代化实习场所作为教学的重要阵地，注重能力培养和技能

训练，促进知识学习、技能实训、工作实践的融合，推动教、

http://www.chinahr.com/jobs/5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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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的统一，帮助学徒在实习中积累国家职业资格评估所需

的证明材料，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三）创新实习内容。以人才培养对接用人需求、专业对

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教材对接技能为切入点，深化实习内

容改革。将所学专业分解成若干个岗位，再将每个岗位分解成

若干个技能元素。根据专业教学计划要求，结合行业的人才需

求和岗位要求，科学、合理提炼岗位核心技能，由行业、企业、

学校和有关社会组织共同研究制定实习计划与实习大纲，编写

具有鲜明职业特色的高质量培训教材，注重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考核的要求，制定每个岗位的实习考核

标准。同时，探索建立实习标准动态更新机制。

（四）加强队伍建设。以教师培养、评聘和考核为核心，

强化“双导师制”队伍建设。坚持以教师全员培训、集中专题

培训为主要形式，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实施学校与企

业管理人员双向挂职锻炼，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水

平。推动专业教师与企业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及时完善和更新

相关理论知识。建立健全绩效考核制度，评选并奖励优秀实习

指导教师和师傅，形成吸引人才、稳定队伍的激励机制。鼓励

企业选派有实践经验的行业企业专家、高技能人才和社会能工

巧匠等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师。同时，建立实习师傅人才和考评

员人才库，保障实习考核工作质量。

（五）完善内部管理。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全面加强实习

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建

立专门的实习管理机构，制定实习管理流程，健全实习管理制

度。学校实行公开招标，选拔有文化、有规模、有技术、有市

场、有感情、有层次的企业作为实习单位，可采取 1+N模式（主

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某一企业独立承担、某几个企业联合承

担、校企联合承担）。建立严格的实习前培训和准入制度，加强

对学生的实习劳动安全教育。建立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家长

经常性的学生实习信息通报制度。完善实习巡视和跟踪管理制

度，分人分片负责，并对实习班主任的实习管理工作进行考核。

规范学生实习档案管理，加强监督检查，保证实习工作健康、



5

安全和有序开展。

由学校、企业共同招收学徒制试点专业新生，并由学校、

实习单位和学生家长共同签定包含人才培养、实习实训、考核

评价、就业管理等相关内容的协议，明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六）改革评价模式。以能力为标准，改革以往学校自主

考评的评价模式，将学生自我评价、教师评价、师傅评价、企

业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积极构建第三方评价机制，由行业、

企业和中介机构对实习生岗位技能进行达标考核。理论考核与

操作考核相结合，要求实习生所实习岗位须达到初级工要求，

其中每人须有一核心岗位技能达到中级工以上水平；高级工班

学生所实习岗位须达到中级工要求，其中核心岗位须达到高级

工水平，切实提高学生的就业基础能力、岗位核心能力、职业

迁移能力，实现“人人有技能，个个有特长”的目标。

四、组织实施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2015.8-2015.12）

（1）确认试点学校、试点专业及人数和实习单位；

（2）各试点单位制定《实施办法》和相关规章制度；

（3）制定试点专业实习计划、实习大纲，编写实习教材和

实习生手册。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2016.3-2019.7）

（1）出台《辽源市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2）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督查工作办法，并实施；

（3）建立第三方中介评价考核办法及建立考评员人才库；

（4）2018 年 12 月底、2019 年 3 月底组织考核，岗位技能

考评和职业资格证书考证相结合；

（5）学生做到岗位技能全部过关，从学徒转为准员工，方

可顶岗实习。

第三阶段：总结推广

（1）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和不足；

（2）检验和修正《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

（3）表彰奖励先进实习单位和个人，并兑现相关政策；

（4）确认新一轮学徒制试点学校和专业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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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二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专门

机构。市一级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试点学校校长和行业代

表组成，下设办公室；学校一级工作领导小组由试点学校校长、

企业负责人、学校相关处室负责人、企业技术人员、学校专业

教师等组成，下设办公室。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研究现代学

徒制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形成协调有力、快速高效

的工作机制，办公室具体实施试点工作。

（二）强化政策激励。聘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成立试

点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改革试点工作提供咨询评估。制定

企业负担职工教育培训成本、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政策，并通

过相关企业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

师实践，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制定试点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及

激励机制，评选并奖励先进实习单位、先进试点班、优秀实习

指导教师、师傅和优秀学徒，提高企业的责任感和社会服务意

识。

（三）加大经费投入。试点工作实行多元投入体制。设置

现代学徒制专项经费，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足额

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用于企业学徒培养，职业院校从办学收益中

提取相应比例用于试点工作。公开购买实习岗位，按照学徒岗

位数量、性质向承担学徒培养并经考核合格的实习单位进行补

助，接受学徒的实习单位可获得一定数额的补贴，用于实习单

位带学徒师傅的奖励。形成现代学徒制试点投入的长效经费保

障机制。积极争取省工信局就业创业专项资金支持接受学徒制

企业，优先考虑这些联办企业在促进就业创业中的作用，改善

企业生产条件，提高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积极性。建立企业

兼职教师奖励机制，提高兼职教师待遇。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可

在有条件的学校和企业设立职业技能鉴定站，以方便学生进行

技能鉴定。学徒不领工资，只拿生活津贴，由实习单位支付。

同时，学校实行实习班主任津贴制度，调动工作积极性。对学

校实施现代学徒制试点的专业在招生计划、生均经费投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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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设备设施投入、师资配备等方面予以宽松政策，保障试点专

业在人才培养人收到实效。

（四）创新工作机制。以政校企联席会议为载体，建立职

责明确、各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新机

制；以经常性对话协商机制为载体，建立各有关部门的沟通协

调机制及教育部门与行业企业教产合作新机制；以试点工作专

家咨询委员会和专业指导委员会为载体，建立保障试点工作科

学决策新机制；以加强课题科研为载体，建立企业行业专家、

职教工作者、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研究制定学生实习标准，

探索建立实习标准动态更新机制；以督查工作小组为载体，建

立试点督查工作新机制；以人社部门的专家考评委员会为载体，

建立社会第三方（行业、企业）评价新机制。

附件： 1.辽源市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辽源市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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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辽源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汤 艳 辽源市政府副市长

常务副组长：孙时光 辽源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 组 长：陈 鹏 辽源市教育局副局长

李 鹏 辽源市财政局副局长

刘忠安 辽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王 飞 辽源市就业局局长

成 员： 杨飞华 辽源市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陈建国 辽源市财政局教科文科科长

徐 怀 辽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创业科科长

魏俊凯 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

力建设科科长

纪 霖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王淑平 辽源市工商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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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新 辽源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

吕 可 辽源市第一职业高中校长

王永君 东丰县职业高中校长

刘晓岩 东辽县职业高中校长

周显顺 辽源市显顺琵琶艺术学校校长

李宝凤 宝凤民族艺术学院校长

徐 婕 中德诺浩（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

石亚力 德标基石（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玉玺 吉林省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田中君 吉林省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王 忠 吉林省元隆达工装设备有限公司总经

理

王嘉欣 辽源市汽车改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广 辽源市铠达汽车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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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辽源市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单

顾 问：战高峰 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

主 任 委员：宋春辉 吉林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

副主任委员：李鑫宇 辽源市教育局调研员

委 员：于志晶 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刘 海 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董 强 吉林省教育学院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

所主任

郎 宇 吉林省教育学院职业与成人教育研修

院院长

赵有生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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