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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一、依据批准立项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如实填写; 

二、各项目进度须明确年度目标、可监测指标及经费预算; 

三、按照本任务书格式填写，按照立项项目逐项填写，分项分页; 

四、用 A3 纸打印，一式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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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点工作基本情况 

1-1 试点单位基本信息 

试 

点 

单 

位 

单位名称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类别 □A、地级市   □B、高职院校   □C、中职学校   □D、企业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大道 463 号 电子邮箱 382795714@qq.com 

联系电话 13296500100 邮政编码 430074 

主 

要 

参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数 学制 

华住酒店集团 酒店管理 40 3 

都市丽人实业股份公司（都市丽人商学院） 服装设计 80 3 

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光电子技术 40 3 

湖北博克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 30 3 

湖北后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40 3 

武汉百捷集团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 

负 

责 

人 

姓名 李洪渠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9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院长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联系电话 13296500088 电子邮箱 479939339@qq.com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郭沙 男 76.8 副教授/院长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旅游学院 
组织管理 

 

韩鹏 男 76.1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旅游学院 
培养方案设计、教学、实训管理 

 

王英哲 女 76.2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旅游学院 
培养方案、教学方案制订 

 

任婷 女 76.10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旅游学院 
培养方案制订、教学 

 

叶秀丽 女 79.3 集团人事副总裁 
华住集团 

华中分公司 
企业方负责人、方案设计 

 

代莉 女 80.5 
集团华中区域 

总监 

华住集团 

华中分公司 
校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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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温振华 男 68.8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旅游学院 
组织管理 

 

陈聪 男 78.08 人力资源总监 
都市丽人 

实业公司 
企业方负责人、方案设计 

 

陈衡 男 73.11 总支书记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纺服学院 
学生教育管理 

 

彭献兴 女 76.10 副院长 都市丽人商学院 教学、实训管理 
 

全建业 男 69.08 副院长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纺服学院 
培养方案设计、教学、实训管理 

 

程农垦 男 64.12 副校长 
湖北城市 

职业学校 
中职方负责人、教学、实训管理 

 

项洪文 男 67.12 总支副书记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纺服学院 
校企协调 

 

陈汉东 男 63.06 服装教研室主任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纺服学院 
教学、实训 

 

王臻 男 65.10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组织管理 

 

吴晓红 女 67.12 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培养方案、教学方案制订 

 

熊应平 男 71.8 副总经理 
武汉高德红外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负责人，相关制度制订 

 

刘孟华 男 60.10 高  工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培养方案制订 

 

陈书剑 女 77.08 讲  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学校与企业联络人 

 

郭威 男 82.5 高德学院副院长 
武汉高德红外 

股份有限公司 
培养方案、教学方案制订 

 

王绍理 男 63.4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协助企业制订相关制度  

魏  访 女 76.5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参与具体教学方案制订 

 

张雅娟 女 78.12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企业学习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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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刘莹 女 83.4 部门副经理 
武汉高德红外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课程实施负责人 

 

周  琦 女 80.11 讲  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企业学习跟踪 

 

王凌波 女 81.01 讲  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资料归档整理 

 

张东飞 女 89.08 培训专员 
武汉高德红外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课程 

实施  

蔡沐希 女 84.06 HRBP 
武汉高德红外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与学校联络人 

 

宋露露 女 81.12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学校课程实施 

 

杨诗凤 女 83.02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学校课程实施 

 

黄发斌 男 68.09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电信学院 
学校课程实施 

 

段林杰 男 68.8 副教授/院长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艺术学院 
项目管理、教学资源开发  

梁俊 女 79.1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艺术学院 

  校企联络、培养方案 

 课程开发、教学实施  

谢丽 女 77.7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艺术学院 
学生管理 

 

杨珺 女 79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艺术学院 

  校企联络、培养方案 

 课程开发、教学实施 
 

沈晶 女 83.1 助教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艺术学院 

校企联络、过程管理 

成绩管理、教学资源开发  

周文 男 85.12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艺术学院 
教学管理、教学资源开发 

 

吴颖 女 77.7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艺术学院 
教学管理、教学资源开发、教学 

 

王伟华 男 65.10 高级工程师 

湖北博克景观 

艺术设计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教学、培养方案 

教学资源开发、提供实践及就业岗位  

李健 男 64.2 董事长 
湖北后象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培养方案 

教学资源开发、提供实践及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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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艾小玲 女 64.2 常务副院长/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组织管理 

 

席  波 男 69.8 副院长/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组织管理、制度制定 

 

熊光荣 男 82.11 总经理 

武汉百捷集团 

教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组织管理 
 

王忠元 男 68.8 教授/教研室主任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培养方案、教学方案制订  

 

雷  玲 女 67.11 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培养方案、教学方案制订 

 

陈军岗 男 83.04 总监 

武汉百捷集团 

教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校企联络、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 
 

吕忠民 女 68.6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校企联络、过程管理 

成绩管理、教学资源开发  

李宙星 女 72.11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过程管理、成绩管理、教学资源开发 

 

陈  念 女 74.12 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课程开发、教学实施 

 

王  曦 女 81.01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课程开发、教学实施 

 

张沙琦 男 79.2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过程管理、成绩管理、教学资源开发 

 

邱利宏 男 86.7 市场部经理 

武汉百捷集团 

教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过程管理 
 

张晓婕 女 89.1 市场部经理 

武汉百捷集团 

教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联络人 
 

杜志琴 女 83.4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企业与学校联络人 

 

石秋霞 女 81.5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过程管理 

 

王元凤 女 80.9 讲师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商学院 
过程管理、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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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点单位基本情况 

试点单位 

基本情况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以行业企业岗位需求为出发点，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与新医药、纺织服装、

旅游服务、轻工、物流、文化等产业的发展，面向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学校有 1 个国家精品专业建设项目，5 个国家示范性专业，2

个央财支持重点建设专业；4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31 门省级精品课程；34 本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现有全国行指委委员 15 名，湖北省楚天技能

名师 20 名；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省级教学团队 5 个；建有 53 个多功能实训基地（含 211 个实验实训室），其中国家级实训基地 3 个，省级实训基地 11

个，校外实训基地 392 个；现有 14 个二级学院 73 个专业；我校完成的高职院校“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课题、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型构

建与长效机制建设课题，分别获得 2005 年、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长期稳定在 95%以上。 

试点专业 

基本情况 

光电子技术

专业 

2002 年开办，是我国高职第一个光电专业。2003 年被确定为校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2005 年被确定为省教学改革试点专业，2007 年被

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示范性重点建设专业”，2008 年被授予“湖北省高职高专教育重点专业”称号， 2011 年成功入选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战略

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2012 年，和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成功申报“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2014 年，被激光

产业联盟授予“激光人才培养基地”。目前该专业在校生 398 人，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8.75%。 

酒店管理 

专业 

该专业年招生数 500 人以上，在校生数 1325 人，累计毕业生数共 715 人， 近三年平均就业率为 99%以上。2012 年 4 月被教育部、财政

部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院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建设项目”重点建设专业，并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

学团队、国家级资源共享课程、国家级职教师资培训专业点、省级实训基地、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对外培训人数逾 3000 人次以上。目前

该专业在校生：1325 人，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7.31%。 

服装设计 

专业 

现开设了服装艺术设计、服装工程与 CAD、服装营销与策划等 3 个方向。服装系是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形象设计

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武汉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会长单位、武汉时尚联合会副会长单位、湖北服装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服装系师生近年在国

内专业大赛中共获得金奖 6 个、银奖 4 个、铜奖 7 个、单项奖优秀奖 50 多个。目前该专业在校生 535 人，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7.72%。 

 

景观设计 

专业 

 

是湖北省省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 100%，有省级实训基地 1 个，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3 本。该专业在国内高职

院校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同类院校中专业示范作用发挥明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课程标准、专业教材、教学模式得到了众

多院校的学习和借鉴，为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的学生提供技能培训。目前该专业在校生 143 人，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5%。 

电子商务 

专业 

2000 年开办，是国内高职界同行办学最早的专业之一。是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单位，湖北省高职高专教育重点专

业、国家示范性高职建设省级重点专业、教育部职教师资培训基地电子商务专业点。2008 年以来在各类国家级、省级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0 项，在校生规模近五百人，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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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点工作目标 

总体目标 
构建具有武职特色的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建立并不断改进招生招工一体化制度，制定并不断完善与学徒培养配套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及相关标准，

建设校企互聘互用、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探索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社会支持、校企双主体育人的武职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具体目标 

1.加大校企深度融合的力度，增强我校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职业针对性、个体发展性，切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构建武职特色的校企协同育人

的长效机制，共同探索建立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社会支持、校企双主体育人的武职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2.争取通过政府引导，学校、企业协商制定《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协议》，采取单招等方式，在湖北省招生制度改革的框架下，建立招生招工一体化

制度。 

3.改造试点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试点专业的人才培养制度；制定试点专业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以及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

及相应实施方案，构建并不断完善我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系列标准。 

4. 建设校企互聘互用、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5.制定并不断完善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教学管理、教学监督等系列规章制度及相关协议，构建武职特色的适应现代学徒制的柔性化教学管理制

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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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点工作实施进度表 

2-1 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具体目标：加大校企深度融合的力度，增强我校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职业针对性、个体发展性，切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构建武职特色的校企协同育人的

长效机制，共同探索建立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社会支持、校企双主体育人的武职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1.校企共同制定学校《校企

协同育人管理办法》、《现代学徒

制合作企业标准》 

牵头单位：武职校企合作处 

责任人:江辉 

参与单位：招就处、教务处、财

务处、质管处、合作企业、试点

专业所在学院 

1.合作企业、相关部门、5 个试点专

业关于《校企协同育人管理办法》、

《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标准》两个

文件的调研材料； 

2.文件起草研讨会材料； 

3.两个试行文件； 

4.第一年试行情况小结。 

1.两个试行文件的修改，或补充

文件； 

2.二年试行情况小结。 

1.完善后的两个文件； 

2.试行中的过程材料； 

3.试行情况总结报告。 

2.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签订

《现代学徒联合培养协议》 

牵头单位：校企合作处 

责任人:江辉 

参与单位：试点专业、合作企业 

责任人：郭沙   温振华   王海  

段林杰  艾小玲 

1.学校与企业合作协议的基本格式

文件； 

2.每个试点专业的校企合作协议； 

3.第一年试行情况小结。 

1.根据实际情况，如需要可协议

修改或补充协议； 

2.企业调研实际合作情况材料； 

3.第二年试行情况小结。 

1. 完善协议内容； 

2. 试行情况总结报告。 

 

3.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开展

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实践 

 

酒店管理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旅游学院 

责任人:郭沙 

参与单位：华住酒店集团 

1.定培养计划； 

2.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3.建立培养追踪卡片； 

4.制定培养反馈机制。 

1.联合培养效果论证； 

2.培养计划的优化； 

3.具体实施方案的筛选。 

1.成果成效的评定； 

2.成效成果的推广。 

服装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纺服学院 

责任人: 温振华 

参与单位：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

司（武汉）  

 

1.成立武汉职业技术学院都市丽人

服装学院； 

2.建立校内都市丽人服装零售实训

基地； 

3.选择 2 个班率先开展学徒制试点。 

1.学院及实训基地建设及运行情

况报告； 

2.现代学徒制学生实践记录。 

1.学院及实训基地建设及运行

情况报告； 

2.学徒毕业证； 

3.就业入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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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3.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开展

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实践 

（续） 

光电子技术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电信学院 

责任人: 王臻 王凌波  

       刘莹（企业） 

参与单位：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

司 

1.学徒选定标准； 

2.选择 1 个班率先开展学徒制； 

3.试点教学方案成册。 

1.人才培养协议书； 

2.校企共同组织评价小组； 

3.学生学习情况评定； 

4.为期六个月专业实习记录。 

1.合格学徒毕业证； 

2.就业入职合同。 

 

景观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艺术学院 

责任人:段林杰 

参与单位：湖北博克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后象设计事务所 

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制定确

立师带徒培养目标和方向，明确合

作要素，共建校企文化。 

1.企业调研，过往学生企业实践跟

踪反馈资料； 

2.社会需求和职业岗位分析调研报

告； 

3.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 

4.明确教学合作场地安排，设备购

置及使用。企业文化与教学融合模

式。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师带徒培养

方案及实施计划。 

1.在调研报告基础上，较为完善

的师带徒合作及工作开发资料； 

2.师带徒培养方案执行记录； 

3.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工

作计划及工作记录； 

4.招生计划及标准，就业上岗标

准。 

师带徒培养模式初见成效，将

师带徒培养方案复制到本设

计学院其它专业。 

1.第一批师带徒培养学生反馈

记录，企业用人反馈情况； 

2.其它专业复制师带徒培养计

划； 

3.其它师带徒培养方案执行计

划及记录。 

电子商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商学院 

责任人：艾小玲 

参与单位：武汉百捷 

1.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名单及

工作记录； 

2.制定并签署《电子商务专业现代

学徒制联合培养协议》； 

3.联合招生记录文件。 

1. 学生校内学习情况评定； 

2. 学生企业实习（师傅带徒弟培

养过程）记录。 

1.基于学徒制试行效果的相关

专业校内实训实习条件优化

方案； 

2.校企关于学生培养的交流反

馈记录以及联合培养方式、内

容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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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进招生招工一体化 

具体目标：争取通过政府引导，学校、企业协商制定《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协议》，采取单招等方式，在湖北省招生制度改革的框架下，建立招生招工一体化

制度。 

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1.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招生

招工一体化管理办法（试行）》 

 

牵头单位：武职招就处 

责任人:江辉 

参与单位：试点专业、 

合作企业、教务处、纪检

监察处 

根据教育厅省招办文件要求，初

步制定管理办法。 

1.文件要求； 

2.试行情况； 

3.监督机制； 

4.试行结果。 

制定、完善管理办法并扩大试点

工作。 

1.预期要求； 

2.完成情况； 

3.企业评价； 

4.运行结果状态。 

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现代学徒制

招生招工管理办法。 

1.环节、流程要求； 

2.生源质量分析； 

3.完成结果。 

2.采取校企协商、政府审批的招

生（招工）方式，与合作企业协商签

订《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协议》，

报请政府同意，采取单招等方式，实

现“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校企

联合培养” 

牵头单位：武职招就处 

责任人:江辉 

参与单位：试点专业所在

学院、合作企业 

初步拟定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

协议。 

1.按照省教育厅文件要求招生工

作完成； 

2.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协议。 

1.完善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

协议； 

2.招生工作质量分析报告。 

1.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

协议规范； 

2.协议的鉴订、实施、分析

评价等记录。 

3.签订学徒培养协议 

按照双向选择原则，学徒、学校

和企业签订三方协议，对于年满 16

周岁未达到 18 周岁的学徒，须由学

徒、监护人、学校和企业四方签订协

议，明确各方权益及学徒在岗培养的

具体岗位、教学内容、权益保障等。 

牵头单位：武职招就处 

责任人:江辉 

参与单位： 

试点专业所在学院、合作

企业 

初步拟定学徒培养协议。 

1.按照省教育厅文件要求，完成

现代学徒制特点的招生； 

2.学徒培养协议文本和招生名

单。 

 

1.完善学徒培养协议； 

2.学徒培养工作质量分析的记

录。 

 

  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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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具体目标：制定试点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及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方案，构建并不断完善我校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的系列标准。 

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1.校企共同确定人才培

养目标 

 

服装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纺服学院 

责任人:温振华 

参与单位：都市丽人实业股份公司 

1. 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记录； 

2.服装企业岗位分析报告。 

1.“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专家论证意见。 

企业岗位分析及人才培养目标

定位报告。 

景观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艺术学院 

责任人:段林杰 

参与单位：湖北博克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后象设计事务所 

 

明确专业师带徒培养目标、招收标

准、毕业素质标准；教学与企业文

化融合。 

1.与合作企业开展专业培养论证会

的记录； 

2.尝试企业文化及职业精神融合举

措的记录。确立职业精神内涵相关

要点； 

3.明确师带徒录取要求及毕业素质

标准。 

确立专业师带徒培养目标。 

1.各阶段与企业开展专业培养论

证会的记录； 

2.明确企业文化及职业精神融合

举措实施方法； 

3.量化师带徒录取要求及毕业素

质标准。 

师带徒培养模式初见成效；将师

带徒培养方案复制到本学院其

它专业。 

1.其它复制专业师带徒培养计

划； 

2.其它师带徒培养方案执行计划

及记录。 

 

电子商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商学院 

责任人: 雷玲、陈军岗 

参与单位：武汉百捷 

1.电子商务人才需求调研过程记

录； 

2.形成电子商务专业人才需求报告

（含市场需求、人才规格、职业资

格等等）。 

1.开展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论

证活动（记录）； 

2.确定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电子商

务人才培养目标。 

1.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实施

阶段性总结报告； 

2.基于两年实践的电子商务人才

培养目标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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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校企共同设计人才

培养方案 

校企共同设计《专业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研制《专业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协议》（简称“培养

协议”），通过学校教师与企

业师傅联合传授的方式，进

行人才培养。在培养协议

中，明确规定学校、企业、

学徒（学生）三方的责、权、

利；明确学徒（学生）培养

目标、学习时限、学习时间、

学习地点、课程安排、授课

形式、结业评价标准及方

式、工作津贴、师资保障、

违约责任等内容。落实学徒

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

保人身安全。 

酒店管理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旅游学院 

责任人:郭沙 

参与单位：华住酒店集团 

1.合作方式及组织架构； 

2.学校方权利和义务； 

3.酒店方权利和义务； 

4.学徒方权利和义务； 

5.企业教师工作津贴； 

6.学徒的责任保险和工伤保险。 

1.“华住班”招生工作； 

2.教学安排； 

3.学生实习、实训条例； 

4.武职-华住学院奖学金、助学金

和奖教金制度； 

5.学生晋升和培养方案； 

6.学生及学生档案管理； 

7.学生毕业、就业。 

 

《酒店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方案》。 

服装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纺服学院 

责任人: 温振华 

参与单位：都市丽人实业股份公司 

1.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方案； 

2.服装行业及相关院校调研报告。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方案实施方案。 

1.服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

施记录； 

2.企业师傅 、学校老师、学生三

方反馈记录； 

3.本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情

况及质量分析报告。 

电子商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商学院 

责任人: 雷玲、陈军岗 

参与单位：武汉百捷 

1.制定《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方案》； 

2.拟定、签署《电子商务专业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协议》。 

1.制定《电子商务专业学分手

册》； 

2.完善学生就业优质企业资源

库，制定就业跟踪方案。 

1.《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方案》实施及反馈记录； 

2.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质量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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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校企共同设计 

人才培养方案 

（续） 

光电子技术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电信学院 

责任人:吴晓红、张雅娟 

参与单位：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人：郭威（企业） 

1.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及培养协议研

制计划； 

2.红外行业及相关院校调研报告；

3.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研讨会记录； 

4.《光电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方案》； 

5.专家论证意见； 

6.人才培养方案修改记录。 

1.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方案； 

2.人才培养协议研制研讨会记

录； 

3.《光电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协议》初稿；                 

4.学校、学生、企业三方反馈意

见； 

5.法律顾问论证意见。 

 

1.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记录； 

2.企业师傅 、学校老师、学生三

方反馈记录；      

3.完善后的人才培养方案； 

4.人才培养情况及质量分析。 

景观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湖北博克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 

参与单位：后象设计事务所、武职

艺术学院 

责任人:段林杰 

 

初步确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实

施方案。明确与企业融合培养的要

素（场地、设备、项目、文化共融、

标准） 

1.方案论证会议记录； 

2.学校、企业培养课程比例及教学

方式记录； 

3.初步明确培养技能能力方向及要

点、企业相关培养课程标准及要

求； 

4.初步商定场地、设备购置及使用

方案。 

建立完善的培养目标及实施方

案。建立基本合作要素规范。 

1.学校、企业培养课程完整记录

资料； 

2.建立科学、完整的项目培养模

式及计划； 

3.场地、教学设备使用记录情况

表。 

师带徒培养模式初见成效，将师

带徒培养方案复制到本学院其

它专业。 

1.师带徒改革后教学反馈情况调

查反馈意见表； 

2.复制到其它专业建立相应的培

养方案及与企业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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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3.校企共同开发 

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职业人才成长规

律以及行业（企业）对技术

技能人才实际工作能力要

求，校企共同建设基于工作

内容的专业课程和基于典

型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

系，开发基于岗位工作内

容、融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

的专业教学内容和教材。本

项目课程体系由通识课、专

业课、职业拓展课三类组

成，其中专业课包括专业理

论课和专业实践课两部分。 

酒店管理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旅游学院 

责任人:郭沙 

参与单位：华住酒店集团 

1.课程体系图设计； 

2.相关课程包建设。 

1.相关课程置换方案； 

2.形成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的

模式。 

1.《经济型饭店 PMS》校本教材； 

2.《酒店营销实战》校本教材。 

服装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纺服学院 

责任人: 温振华 

参与单位：都市丽人实业股份公司  

1.专业课程体系调研报告； 

2.专业课程标准调研报告。 

1.核心课程课程标准； 

2.核心课程教材或讲义。 

核心课程教学实施过程、教学效

果、总结报告。 

光电子技术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电信学院 

责任人:刘孟华、魏访 

参与单位：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人:郭威（企业） 

 

1.调研报告（调研原始数据、调研

问卷、访谈纪要）； 

2.教学内容分析研讨会过程资料：

包括参与人员信息表、会议纪要、

照片等； 

3.课程体系分析报告：包括专业课

程体系的构建框架； 

4.论证报告（专家论证会议纪要、

照片、专家论证意见）。 

1.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 

2.6 门核心课程教材或讲义； 

3.专业课程体系实施计划； 

4.体系运行跟踪、反馈、座谈会

会议记录； 

5.试运行情况分析报告、完善修

改意见。 

 

1.核心课程教学团队教师、学生、

企业对教学意见反馈意见； 

2.教学实施过程、教学效果、总

结报告； 

3.企业对新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效

果、实习、用人单位等对经过课

改后学生的能力与素质的书面

评价； 

4.学生获得企业岗位资格或相关

职业资格证（中高级）比例不低

于 90%。 

电子商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商学院 

责任人: 席波、雷玲、王忠元、陈

念、陈军岗等 

参与单位：武汉百捷 

1.制定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及实

施规划文件； 

2.建成《电子商务基础》慕课并应

用于教学。 

1.专业课程体系运行记录文件； 

2.建成《网络营销》、《电子商

务技术基础（图形图像处理、网

页制作网站搭建）》校企合作课

程。 

1.建成《移动商务》、《跨境电

子商务》校企合作慕课/微课； 

2. 课证融通的双证书教学体系

实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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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3.校企共同开发 

专业课程体系 

（续） 

景观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艺术学院 

责任人:梁俊 

参与单位：湖北博克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后象设计事务所 

 

初步确立师带徒课程体系，项目课

程，传统文化及企业文化植入。 

1.人才培养方案，所有项目课程大

纲； 

2.制定新的项目执行标准，初步确

立师带徒毕业标准； 

3.文化课程，企业文化的植入项目

方式及实施记录； 

4.初步确立学生学分管理及工作实

习管理标准及制度。 

建立完善的项目课程体系，突出

在文化引领下的职业人才培养

课程体系。 

1.项目课程执行手册，课程完成

反馈总结； 

2.教学信息化平台展示，制作一

个微课程； 

4.开展 1 至 2 次专业校企互动拓

展活动； 

5.学生成绩及考情管理记录。 

师带徒培养模式初见成效，将师

带徒培养方案复制到本学院其

它专业。 

1.其它人才培养方案，项目课程

大纲； 

2.其它教学信息化平台展示； 

3.建立一门对外培训项目课程。 

4.校企共同制订 

专业教学标准 

校政行企“四方联动”，

研制试点专业教学标准。 

服装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纺服学院 

责任人: 温振华 

参与单位：都市丽人实业股份公司 

专业教学实施方案。 专业教学实施方案调整记录。 专业教学实施方案工作报告。 

电子商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商学院 

责任人: 席波、陈军岗 

参与单位：武汉百捷 

 

1.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标准调研报

告； 

2.制定基于实施现代学徒制的电子

商务专业教学标准文件。 

1.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实施

过程记录文件； 

2. 校企共同设立电子商务在线

学习平台及使用记录。 

1.《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标准》实

施总结报告； 

2. 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标准修订

文件。 

5.企业制定专门的学徒管

理办法，保障学徒的基本权

益，根据教学需要，科学安

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

务，保证学徒合理报酬 

牵头单位：武职校企合作处 

责任人:江辉 

参与单位：试点专业单位、合作企

业 

1.对企业和学校进行调研的材料； 

2.学校对企业制定学徒管理办法的

基本要求文件； 

3.每个企业制定的学徒管理办法； 

4.第一年试行情况小结。 

1.管理办法执行情况调研材料； 

2.管理办法修改或补充规定文

件； 

3.第二年试行情况小结。 

1.管理办法执行情况调研材料； 

2.完善后的管理办法； 

3.管理办法执行情况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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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5.企业制定专门的学徒管

理办法，保障学徒的基本权

益，根据教学需要，科学安

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

务，保证学徒合理报酬 

服装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纺服学院 

责任人: 温振华 

参与单位：都市丽人公司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学徒管

理办法。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学徒

管理工作记录。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学徒

管理工作报告。 

6.在研制专业教学标

准的基础上，校企共同制定

试点专业的课程标准、岗位

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

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方案 

酒店管理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旅游学院 

责任人:郭沙 

参与单位：华住酒店集团 

1．设计课程教学方案； 

2．编制岗位职责、工作内容和学

徒资质要求； 

3．制定企业师傅资格认定标准。 

1．课程教学大纲、教案、多媒

体教学课件、考核方案； 

2．岗位工作内容的操作指南； 

3．企业师傅职责。 

1.校企合作开发校本教材、实训

实习项目、教学效果评估体系； 

2.企业师傅考核； 

3．形成校企双方共同监督机制。 

景观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湖北博克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 

责任人:辜璇 

参与单位：武职艺术学院、后象设

计事务所 

 

初步建立师带徒教师能力标准、教

学过程监控标准、实习岗位标准，

及在企业培训人员带徒标准。 

1.成立教师教学建设与社会服务、

育人工作、师德师风评定委员会的

记录； 

2.楚天名师专业指导记录； 

3.明确实习岗位实践工作标准，以

企业为主导的教学委员会评价记

录； 

4.获得行业内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5.企业学校学生共同组织一次优秀

项目颁奖。 

完善专业校内及企业教学质量

评价体系，质量监控机制。保障

专业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1.提供对学生、管理人员和指导

教师，企业导师的评价考核记

录； 

2.每学期组织 1～2 次指导教师

与企业管理人与座谈会，交流评

价考核意见和建议，有座谈会记

录。 

师带徒培养管理方式初见成效，

将其执行方式及制度复制到本

学院其它专业。 

1.师带徒方式培养的毕业生就业

质量跟踪调查报告； 

2.完善教学信息员制度，有信息

反馈记录； 

3.复制专业执行情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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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6.在研制专业教学

标准的基础上，校企共同

制定试点专业的课程标

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

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

应实施方案 

（续） 

光电子技术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电信学院 

责任人:陈书剑 蔡沐希（企业）

周琦 宋露露 黄发斌 

参与单位：高德红外股份有限

公司 

1.专业课程调研计划、报告； 

2.开发活动计划及记录，开发团队名单； 

3.形成课程标准草案，包括课程目标、课

程结构、课程内容及评价标准等； 

4.课程标准专家审定文件； 

5.顶岗实习课程化改革方案； 

6.企业岗位调研计划、报告； 

7.岗位标准初稿，包括专业知识和实际技

能； 

8.企业师徒情况调研报告； 

9.企业师傅标准草案； 

10.企业师傅标准专家审定文件； 

11.师傅教学任务考核条例； 

12．学徒考核评价制度条例； 

13.学徒顶岗实习管理手册； 

14.学徒奖学金评选方案。 

1.全面实施课程标准草案，实施

反馈意见； 

2.课程标准修订稿； 

3.顶岗实习课程标准； 

4.岗位标准使用情况记录； 

5.岗位标准修订稿； 

6.岗位标准专家审定文件； 

7.企业师傅标准实施记录； 

8.企业师傅标准修订稿； 

9.学徒-教师-师傅质量监控制

度； 

10.实习档案； 

11.学徒访谈记录。 

1.课程标准实施总结，实施反馈

意见； 

2.修订后的顶岗实习课程标准； 

3.岗位标准达标记录； 

4.企业师傅标准实施总结，反馈

意见； 

5.学徒-教师-师傅质量监控制

度修订稿； 

6.实习档案（包括实习培训时间

表、实习项目、实习过程记录）； 

7.学徒奖学金评选修订条例； 

8.职业技能证书。 

服装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纺服学院 

责任人: 温振华 

参与单位：都市丽人实业股份

公司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考核测评

方案。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

考核测评记录。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

考核测评工作报告。 

电子商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商学院 

责任人: 雷玲、陈军岗 

参与单位：武汉百捷 

制定电子商务核心课程标准、岗位标准文

件、企业师傅标准和质量监控标准文件。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实施

质量监控记录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实施

实施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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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7.校企联合制定服

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

质量监控标准及实施方

案 

服装设计专业 

牵头单位：武职纺服学院 

责任人: 温振华 

参与单位：都市丽人实业股份

公司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质量监控标准

及实施方案。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质量

监控及实施记录。 

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质量

监控及实施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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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 

具体目标：制定相应的教师建设与管理制度，建设校企互聘互用、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1.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武汉职

业技术学院双导师管理办法》 

制定并不断完善双导师制，建立

健全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激

励制度。明确双导师职责和待遇，合

作企业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师

傅，明确师傅的责任和待遇，师傅承

担的教学任务应纳入考核，并可享受

相应的带徒津贴；试点专业要将指导

教师的企业实践和技术服务纳入教

师考核并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

重要依据。 

牵头单位：武职人事处 

责任人:邱文成 

参与单位：试点学院、合作

企业 

发布《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

徒制”双导师管理办法》。 

1.学校文件； 

2.学校“双师型”教师名册； 

3.企业委派的高技能师傅名册。 

 

健全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

激励制度。 

1.双导师选拔程序及双导师名

册； 

2.双导师培训培养情况； 

3.双导师考核情况； 

4.双导师相关待遇。 

 

建立校企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

制，推进专兼结合、校企互聘互

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1.教师企业实践情况记录； 

2.校企互聘教师名册； 

3.教师企业实践的相关文件。 

2.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双向挂职

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专业建设

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 

牵头单位：武职人事处 

责任人:曹晓斌 

参与单位：武职科研处、教

务处、各学院、合作企业 

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双向

挂职锻炼管理办法》、《武汉职业

技术学院校企技术研发管理办法》、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共建专业

管理办法》。 

 

校企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

术研发、专业建设的激励制度和

考核奖惩制度顺利实施。 

1.激励制度执行中的相关情况； 

2.考核奖惩制度执行中的相关

情况。 

建立校企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

合技术研发、专业建设的长效机

制。 

1.校企双向挂职锻炼总结报告； 

2.横向联合技术研发总结报告； 

3.校企双方专业建设情况总结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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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 

具体目标：制定并不断完善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教学管理、教学监督等系列规章制度及相关协议，构建适应现代学徒制的柔性化教学管理制度体系。 

试点任务 分工 
2016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7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8 年 

（预期目标与验收要点） 

1.制定并完善《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

代学徒制教学管理办法》 

明确现代学徒制学分制管理办法、弹

性学制管理办法、实习管理办法；建立适

应现代学徒制的柔性化教学管理机制。 

牵头单位：教务处 

责任人:吴跃平 

参与单位：试点专业所

在学院、合作企业 

1.兄弟院校学分制管理运行状

况调研报告； 

2.制定现代学徒制顶岗实习管

理办法。 

现代学徒制学分制管理管理办

法、顶岗实习管理办法运行记录。 

现代学徒制学分制管理管理办

法、顶岗实习管理办法修订、完

善。 

2.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现代学徒制考核评价与督查管理办

法》 

创新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制订以育

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建立

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经校企共同考

评合格的学徒，将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和

职业资格证书并取得企业入职资格。 

牵头单位：教务处 

责任人:吴跃平 

参与单位：试点专业所

在学院、合作企业 

联合企业调研实习实训考核评

价指标，初步建立考核评价机

制与督查办法。 

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运行与调整

记录。 

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修订与完

善记录。 

3.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

制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办法》 

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

量监控机制。 

牵头单位：武职质管处 

责任人:刘昌喜 

参与单位：合作企业、

试点专业所在学院 

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

学徒制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办

法》； 

1.相关调研资料； 

2.制度出台及试运行相关证

据。 

按制度定期检查和实施质量监控

与反馈调控； 

1.各专业的监控与反馈调控证

据； 

2.各专业制度运行情况小结； 

3.制度总体运行的分析报告。 

1.按制度定期检查和实施质量

监控与反馈调控； 

2.与上一年度实施情况对比； 

3.各专业的监控与反馈调控证

据； 

4.各专业制度运行情况与上年

度对比分析； 

5.制度总体运行情况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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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投入预算表 

试点内容 试点专业与牵头部门 

试点学校投入(万元) 企业投入(万元) 

合计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小计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小计 

合计 166 200.5 164.5 531 25 22 17 64 595 

1.探索校企 

协同育人机制 

酒店管理 5 5 5 15 
    

15 

服装设计 8.5 19.5 17 45 21 7 2 30 75 

光电子技术 7 11 8 26  3 5 8 34 

景观设计 10 5 5 20 
   

 20 

电子商务 2 2 1 5 
   

 5 

试点办公室 2 2 2 6 
   

 6 

小计 34.5 44.5 38 117 21 10 7 38 155 

2.推进招生 

招工一体化 

酒店管理 5 5 5 15 
   

 15 

服装设计 2 1  3 
   

 3 

光电子技术 2 1  3 
   

 3 

景观设计 4 3 3 10 
   

 10 

电子商务 3 1 1 5 
   

 5 

试点办公室 2 2 2 6 
   

 6 

小计 18 13 11 4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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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内容 试点专业与牵头部门 

试点学校投入(万元) 企业投入(万元) 

合计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小计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小计 

3.完善人才培养

制度和标准 

酒店管理 10 15 15 40 
   

0 40 

服装设计 5.5 10.5 9 25 2 2 2 6 31 

光电子技术 18.5 18 3.5 40 1 
  

1 41 

景观设计 10 10 10 30 
   

0 30 

电子商务 20 15 15 50 
   

0 50 

试点办公室 2 2 2 6 
   

0 6 

小计 66 70.5 54.5 191 3 2 2 7 198 

4.建设校企 

互聘共用的 

师资队伍 

酒店管理 5 10 10 25 
   

0 25 

服装设计 2 3 3 8 
 

2 2 4 12 

光电子技术 6 8 5 19 0 3 2 5 24 

景观设计 10 10 10 30 
   

0 30 

电子商务 3 16 16 35 
   

0 35 

试点办公室 2 2 2 6 
   

0 6 

小计 28 49 46 123 0 5 4 9 132 

5.建立体现 

现代学徒制特

点的管理制度 

酒店管理 1.5 1.5 2 5 
   

0 5 

服装设计 8 14 4 26 1 5 4 10 36 

光电子技术 3 1 2 6 
   

0 6 

景观设计 4 3 3 10 
   

0 10 

电子商务 1 2 2 5 
   

0 5 

试点办公室 2 2 2 6 
   

0 6 

小计 19.5 23.5 15 58 1 5 4 1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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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家论证意见 

 
 

专 

家 

信 

息 

姓  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 机 签 名 姓  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 机 签 名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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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联系 

信息 

联系部门  

办公室电话  传  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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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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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获批为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校。为做好我校现代学徒

制试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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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2

号）文件精神和湖北省教育厅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 试点目标 

（一）总体目标 

构建具有武职特色的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建立并不断改进招生招工一体化制度，制定并不断完善与学徒培养配套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及相关标准，建设校企互

聘互用、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探索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社会支持、校企双主体育人的武职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二）具体目标 

1.加大校企深度融合的力度，增强我校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职业针对性、个体发展性，切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构建武职特色的校企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共同探索建立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社会支持、校企双主体育人的武职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2.争取通过政府引导，学校、企业协商制定《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协议》，采取单招等方式，在湖北省招生制度改革的框架下，建立招生招工一体化制度。 

3.改造试点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试点专业的人才培养制度；制定试点专业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以及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

方案，构建并不断完善我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系列标准。 

4.建设校企互聘互用、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5.制定并不断完善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教学管理、教学监督等系列规章制度及相关协议，构建武职特色的适应现代学徒制的柔性化教学管理制度体系。 

二、 试点范围 

我校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为酒店管理、服装设计（服装零售管理）、光电子技术、景观设计、电子商务 5 个专业。 

三、 试点内容与措施 

试点内容 试点措施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一）构建校企协 1.校企共同制定学校《校企协同育人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标准》 校企处 招就处、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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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内容 试点措施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同育人机制 

 

明确校企双方职责、分工；确定校企联合招生、分段育人、多方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过程及其管理办法；确定人才

培养成本分担方式,统筹利用校内实训场所、校外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企业实习岗位等教学资源。 

合作企业 财务处、质管处、 

试点专业所在学院 

2.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签订《现代学徒联合培养协议》 

协议明确校企双方职责、分工；明确校企联合招生、分段育人、多方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过程及其管理办法；明确

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方式,确定利用校内实训场所、校外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企业实习岗位等教学资源的方式及其管理

办法。 

校企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3.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实践 

我校首批试点专业，拟从 2016 级选择 1 个班率先开展学徒制试点，以专业学制为 1 个试点周期。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二）推进招生招

工一体化 

 

1.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招生招工一体化管理办法（试行）》 

明确校企共同研制、实施招生招工方案；根据不同生源特点，实行多种招生考试办法，为接受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学

徒提供机会；规范职业院校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程序，明确学徒的企业员工和职业院校学生双重身份。 

招就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2.采取校企协商、政府审批的招生（招工）方式 

与合作企业协商签订《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协议》，报请政府同意，采取单招等方式，实现“招生即招工、入校即

入厂、校企联合培养”。 

招就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3.签订学徒培养协议 

按照双向选择原则，学徒、学校和企业签订三方协议，对于年满 16 周岁未达到 18 周岁的学徒，须由学徒、监护人、

学校和企业四方签订协议，明确各方权益及学徒在岗培养的具体岗位、教学内容、权益保障等。 

招就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三)完善人才培

养制度和标准 

 

1.校企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联合进行专业调研论证，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职业精神培养，

增强人才培养针对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与合作企业相关岗位（群）相匹配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岗位操作技能，既有

扎实的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又有良好的职业精神，有较强社会适应性、职业针对性、个体发展性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

技能人才。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2.校企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校企共同设计《XX 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研制《XX 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协议》（简称“培养协议”），

通过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联合传授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在培养协议中，明确规定学校、企业、学徒（学生）三方的责、

权、利；明确学徒（学生）培养目标、学习时限、学习时间、学习地点、课程安排、授课形式、结业评价标准及方式、工

作津贴、师资保障、违约责任等内容。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教务处 

职教院 

3.校企共同开发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职业人才成长规律以及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实际工作能力要求，校企共同建设基于工作内容的专业课程

和基于典型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开发基于岗位工作内容、融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专业教学内容和教材。本项目课

程体系由通识课、专业课、职业拓展课三类组成，其中专业课包括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践课两部分。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教务处 

职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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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内容 试点措施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4.校企共同制订专业教学标准 

校政行企“四方联动”，研制试点专业教学标准。 

教务处 

职教院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合作企业 

5.企业制定专门的学徒管理办法，保障学徒的基本权益，根据教学需要，科学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保证学

徒合理报酬。 

校企处 

合作企业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6.在研制专业教学标准的基础上，校企共同制定试点专业的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

应实施方案。 

质管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四）建设校企互

聘共用的 

师资队伍 

1.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双导师管理办法》 

制定并不断完善双导师制，建立健全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明确双导师职责和待遇，合作企业选拔

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师傅，明确师傅的责任和待遇，师傅承担的教学任务应纳入考核，并可享受相应的带徒津贴；试点专

业要将指导教师的企业实践和技术服务纳入教师考核并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依据。 

人事处 

合作企业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2.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专业建设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 
人事处 

合作企业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五）建立体现现

代学徒制特点的

管理制度 

1.校企联合实施教学 

现代学徒制教学过程，打破传统教学时间、地点限制，灵活安排授课时间和地点，采用工学交替的模式进行教学。以

学时和工时为基础，以学分为纽带，科学设计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合理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实行弹性学制和

学分制，创新和完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由校企共同实施教学评价，将学徒岗位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纳入评价范围。 

教务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2.制定并完善《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办法》 

明确现代学徒制学分制管理办法、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实习管理办法。建立适应现代学徒制的柔性化教学管理机制。 教务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3.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考核评价与督查管理办法》 

创新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建立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经校企共同

考评合格的学徒，将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取得企业入职资格。 

教务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4.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办法》 

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质管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六）总结推广 

试点期间，组织专家对试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建立年度报告和周期总结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宣传部及时进行跟踪

宣传。试点结束后，试点专业做好试点总结。 
宣传部 

教务处 

试点专业 

所在学院 

合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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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2015.1—2016.8） 

1.成立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组织机构。 

2.对已经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广东等地、以及相关高职院校、企业进行广泛调研。 

3.制定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上，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任务书》。 

任务书拟写进度表 

时间 内容 责任单位 

8 月 15 日—24 日 确定任务书框架 教务处、相关部门试点专业 

8 月 25 日—9 月 10 日 撰写任务书 教务处、相关部门、试点专业 

9 月 11 日—25 日 集中审稿，再次修订 教务处、相关部门、试点专业 

9 月 25 日—29 日 汇总、审稿、定稿 教务处 

9 月 30 日 上交省教育厅、教育部 教务处 

4. 制定学校《校企协同育人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标准》、《XX 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等与现代学徒制配套的管理制度。 

5.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招生招工一体化管理办法（试行）》；与合作企业协商签订《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协议》，报请政府同意，采取单招等方式；制定招工

招生方案，进行招工招生宣传，完成“学徒”招收试点。 

6.学生(或家长)与企业、学校三方签订《学徒培养协议》。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2016.9—2019.6） 

1.试点专业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与本专业试点工作方案，抓住试点内容，依照试点工作任务书，根据《学徒培养协议》、《XX 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等相

关制度，制订详细的教学方案，根据实施步骤，以专业学制为一个试点周期，开展试点工作。 

2.制定并完善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学生管理制度》、《双导师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考核评价与督查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教

学质量监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并遵照执行。 

3.2018 年 6 月，校企共同组织评价小组，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评定是否具备准员工资格，开展为期 6 个月的专业实习。 

4.2019 年 6 月，毕业典礼，给测评合格学徒发放毕业证书及就业（入职）合同。 

第三阶段：总结推广（2015.9—2019.10） 

1.试点期间，学校组织专家对试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建立年度报告和周期总结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宣传部及时进行跟踪宣传。试点结束后，试点专业做好试点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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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验和修正《实施方案》及各项与现代学徒制配套的规章制度。 

3.召开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总结研讨会，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和不足。每个试点专业可结合本专业实际，在现代学徒制试点内容中突出重点、抓出特色，及时发现亮

点、改进不足，不断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五、 配套政策 

1.政府出台鼓励企业及企业员工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激励制度。 

2.政府出台有利于学校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招生招工一体化、教学管理、教师培养、资金支持的相关制度。 

3.学校设计并出台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招生招工一体化、教学管理、教师培养、资金支持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与规章制度，并研制出相关协议与人才培养方案。 

六、 保障条件 

（一）加强组织领导 

1.成立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定期会商和解决有关试点工作重大问题，统筹推进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组长：邓长青  李洪渠 

副组长：李望云 

成员：胡学知  胡象斌  何让波  吝秀云  刁元斌 

2.成立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办公室 

负责全校试点工作的谋划、组织、实施、推广。负责制定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任务书》，组织制定并实施与现代学徒制配

套的学校规章制度。 

主  任：李望云 

成  员：吴跃平  江辉  孟凡中  刘昌喜  瞿志海  叶正海  周久军  刘合强  郭沙  温振华  王海  段林杰 艾小玲  宋启峰  彭振宇  徐爱胜  龚菊明 

秘  书：王海勇  杨瑾  向丽  李书国 

3.成立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专项工作组 

负责制定试点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工作实施方案》、《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工作任务书》，组织实施试点专业现代学徒制。具体实施本专业校企联合招生、联

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专项工作组将建设年度任务分解到子项目组，各子项目又将工作任务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人员，确保试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

实施。 

酒店管理专项工作组 

组  长：郭沙  叶秀丽（企业） 

组  员：韩鹏  王英哲  任婷  钟毓华 

秘  书：肖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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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服装零售管理）专项工作组 

组  长：温振华 

副组长：全建业  云霞（企业） 

组  员：陈汉东  汪玲  杨贤  廖斌毅（企业） 刘子翊（企业） 廉东斌（企业） 

秘  书：徐辉  王宝根  陈玲玲 

光电子技术专项工作组 

组  长：王海  熊立平（企业） 

副组长：王臻 

成  员：吴晓红  郭威（企业）刘孟华  王绍理  刘莹（企业） 蔡沐希（企业）  魏访  周琦  张雅娟  王凌波  杨诗凤  宋露露 

秘  书：陈书剑  张东飞（企业） 

景观设计专项工作组 

组  长：段林杰 

副组长：辜旋 

成  员：梁俊  杨珺  谢丽  沈晶  黄国伟  周文  王伟华（企业）  李健（企业） 

秘  书：沈晶 

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组 

组  长：艾小玲  熊光荣（企业） 

副组长：席波  陈军岗（企业） 

组  员：王忠元  雷玲  陈念  李宙星  吕忠民  张沙琦  王曦  邱利宏  张晓婕（企业） 

秘  书：石秋霞  王元凤  杜志琴 

4.成立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绩效监控小组 

成立由监察处牵头，教学督导与质量管理处、财务处参与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绩效监控小组。以现代学徒制实施方案、工作任务书为依据，以实施方案、资金使

用计划、试点进度管理和建设效果为重点，对试点工作进行全方位的绩效考核。 

（二）推进制度建设 

学校和合作企业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加强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相关制度建设。 

1.校企联合制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建立考核激励机制 

（1）执行学徒优惠政策。经学校和企业考核合格的学生（徒），可同时获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和企业颁发的“岗位资质证书”，被合作企业录用后，不需经过试用

期，直接成为正式员工，并享受相应的待遇。 

（2）企业师傅承担的教学任务纳入企业工作内容，并享受带徒津贴。 

（3）评选并奖励先进试点班、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带教师傅、优秀学徒。校企联合设立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专项奖励基金，对在试点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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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予以专门的奖励。同时，被合作企业评为优秀带教师傅的员工，在晋升高级工、技师或高级技师时作为破格条件之一，可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与企业自主评

价相结合的方法，优先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学校评出的现代学徒制优秀指导教师，在职称评定、职位晋升或评优时，予以优先考虑。 

2.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 

（1）根据学徒培养工学交替的特点，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制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指南》，《武汉职业技术学

院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办法》、《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学分制管理办法》、《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学籍管理办法》等。 

（2）根据现代学徒制的特点，校企共同建立教学运行制度，制订《现代学徒制招生（工）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含选拔、管理、培养）、《现

代学徒制带教师傅管理办法》（含选拔、管理、培养）、《现代学徒制校企定期例会制度》、《学生（徒）转为员工（毕业）制度》、《学生（徒）实习召回制度》等，共同

加强过程管理。 

（3）校企共同制订《现代学徒制学生（徒）实习管理制度》、《学生（徒）实习安全措施与违纪处理办法》，根据学徒培养需要，科学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

保证学生学徒津贴等合理权益，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 

（4）创新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学生（徒）评价考核办法》，建立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将学徒岗位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范围，

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三）保障经费到位 

1. 多渠道、多途径筹措经费，保证试点工作资金需要。 

（1）申请湖北省教育厅给予每个专业 50 万元的现代学徒制试点专项资金。 

（2）争取试点合作企业拨付专项经费，用于企业学徒培养。 

（3）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投入 500 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 5 个专业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2.加强经费管理，保证项目资金产生最大效用 

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做好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经费预算，建立严格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和监控制度，加强专项经费使用的监督和管

理，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专帐管理，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严肃性和合理性，使资金的使用发挥最大效益。 

（四）强化科研宣传 

成立现代学徒制研究中心，坚持边试点边研究，及时总结提炼，把试点工作中的好做法和好经验上升成为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同步发展。积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

系统总结相关国家（地区）开展学徒制的经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运行机制、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条件保障等。 

持续做好现代学徒制试点宣传工作，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网络、微信等新媒体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活动，将试点过程中的好

做法、好经验、研究成果及时总结、及时推广。 

七、 责任主体 

在前期准备中，学校为责任主体，联合企业共同谋划、设计、组织。在现代学徒（学生）的整个培养过程中，学校与合作企业为双责任主体，学徒（学生）在学校，

学校便为管理的责任主体；学徒（学生）在企业，企业便为管理的责任主体。并将以协议的形式明确校企双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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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风险分析和应对措施 

（一）政府尚未出台鼓励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激励政策，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直接影响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效果。 

应对措施：在学校现代学徒制的有关管理规定、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协议中，对合作企业采取激励措施，提高合作企业参与积极性。并且，校企双方可共同

争取政府支持。 

（二）政府还没有现成的招生招工一体化制度，学校探索与现代学徒制配套的招生招工一体化制度，在实施中会走弯路、会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应对措施：与合作企业协商签订《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协议》，报请政府同意，采取单招等方式。 

（三）学校制定的与现代学徒制配套的管理制度，与政府现行的政策不匹配，与企业考虑不一样。 

应对措施： 

1.实施之前充分调研，探索与现代学徒制配套的管理制度，报请省教育厅审批、备案，并争得上级相关部门的支持。 

2.深入调研企业，了解企业在现代学徒制中能够得到什么？企业最担心的是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计、制定与现代学徒制配套的管理制

度。 

九、 成果及推广价值 

（一）形成《现代学徒制专业教学标准汇编》、《现代学徒制制度汇编》、《现代学徒制案例汇编》、《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总结报告》，对首批试点专业毕业生进行跟

踪研究并形成研究报告。 

（二）系统总结相关国家（地区）开展学徒制的经验，结合国情省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系列理论成果。 

（三）总结、提炼本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并辐射到我校其他专业、影响湖北省其他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推广现代学徒制提供可资借鉴的基层探索案

例和经验，为创建世界一流高职教育体系贡献力量。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年 8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