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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试点起止年月 2015年 9月至 2018年 12月 

试 

点 

单 

位 

 

单位名称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通讯地址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明阳工业园明阳大

道 19号 
邮政编码 530226 

主要负责人 蒋贻杰 
办公室 

电话 
0771-4212653  

传  真 0771-4212653 电子邮箱 584084520@qq.com 

试点

专业 

试点专业名称 招生数 学制 负责人 合作企业 

食品加工技术 12 3 邹文海 
广西金皇品食品有限公司、桂林吉

福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茶叶生产与加工

技术 
16 3 李汝珍 

广西金花茶叶有限公司、广西农垦

茶业集团 

物流管理 12 3 李建春 

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南宁分公

司、环众（上海）物流咨询 & 软

件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英国领事馆

文化交流处 

二、总体目标 

依托学院牵头成立的“一会二集团一联盟”（学院理事会、广西茶叶职

教集团、广西物流职教集团、边境职教联盟）等多元化合作办学平台，与

平台内成员单位合作，从 2015年起在学院食品加工技术、物流管理、茶叶

生产与加工专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到 2018 年，试点完成 3 个专业约 40

人的现代学徒制培养任务；探索出“先招生后招工、招生即招工”等适合

广西区域产业特色的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方式；初步建立起不同招生方式

下的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成本分担机制和学生学徒学习制度；创新不同

招生方式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及运行机制，构建以企业为主导的、基于企业

岗位关键能力和综合素质需求的课程体系；建立学徒标准、师傅标准、职

业资格标准及其相应的选拔制度、考核评价机制与激励机制，健全现代学

徒制的支持政策,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和合理报酬，逐步建立起行业参与、

社会支持，企业和学院校双主体育人的现代学徒制，为现代学徒制培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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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示范和经验借鉴。 

三、重点建设内容 

1.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依托学院牵头成立的“一会二集团一联盟”（学院理事会、广西茶业职

教集团、广西物流职教集团、边境职教联盟）等多元化合作办学平台，整

合资源，分别与桂林吉福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一会二集团一联盟”内

成员单位合作，签订实施现代学徒制合作协议，明确校企双方职责、分工，

推进校企紧密合作、协同育人；完善校企联合招生、分段育人、多方参与

评价的双主体育人机制；探索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整合校内实训场所和

企业实习岗位等教学资源，形成现代学徒制的长效机制。 

2.创新招生招工方式 

充分利用学院单独招生政策，根据不同生源特点，校企合作探索“先

招生后招工、招生即招工”等多种招生考试办法，采取邀请参观企业、招

生宣传咨询会、现场专场答疑、开设项目宣传专题网页（微信或微博）等

方式，校企共同制定招生宣传实施方案，全面宣传试点项目的意义，设置

学徒制试点学生（学徒）奖学金、给予准员工（学徒）一定的企业补贴，

吸引家长与考生填报相关试点专业的踊跃度；规范学校招生录取和企业用

工程序，明确学徒的学生和企业员工双重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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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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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1）推行“学训交替，螺旋提升”的人才培养模式 

按照职业认知规律和“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的人才培养路径，

试点推行“学训交替，螺旋提升”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做法是：入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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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期通过专业认知实习及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校内实训、企业技

师到校指导，企业文化讲座，让学生了解行业特点，培养较好的服务理念

及职业素养；第 4 学期带着专业综合实践项目，在校企合作单位结合真实

项目进行教学实习，达到 “做中学”的目的；第 5-6学期继续在合作企业

进行岗位实习和毕业设计，提升学生（学徒）自身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

能力；学生毕业前，经校企联合测试，达到企业用人需求的学生（学徒），

可直接在企业就业。同时，根据专业特点和企业需求，在寒暑假和企业生

产旺季，安排学生（学徒）进行跟岗实习实训。 

（2）校企共同构建课程体系 

成立由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和合作企业专家组成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工作委员会，按照“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的人才培养路径校企共

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订专业教学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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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同构建基于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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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企业班组化管理模式，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1 个师傅可带 2-4 个徒弟，组成学习小组，确保学生

熟练掌握每个轮训岗位所需的技能。 

4.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 

落实“专业双带头人”制度，进一步加强对校、企专业带头人的培养。

完善学生（学徒）双导师培养制度，建立合作企业师傅选拔标准，明确师

傅的责任和待遇，将师傅承担的教学任务纳入考核，并可按照学院教学制

度享受相应的带徒津贴；建立学院试点专业指导教师的选拔、培养、考核、

激励制度，将试点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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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

激励制度，形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以校企合作项目为纽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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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等途径，建立灵活的校企人才双向

合理流动机制及其相应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 

5.完善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 

制定和完善《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管理办法》、《广

西职业技术学院学徒制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外聘教师管理办法》、《兼

职教师聘任及管理办法》、《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管理办法》、《校外实习与顶

岗实习管理办法》、《学生企业顶岗实习成绩认定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文件，健全与现代学徒制试点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根据专业特点和教

学需要，科学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保证学徒合理诉求和利益。

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学生实习前应参加学校

指定的县级以上医疗单位的健康体检。建立学校、企业和学生家长经常性

的学生实习信息通报制度。 

6.建立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  

创新考核评价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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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中介机构对学徒轮训岗位群进行技

能达标考核。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四、具体实施步骤 

（一） 2015 年 5 月-2015 年 8 月：前期准备 

1.制定并印发《广西职业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2.落实学徒制试点经费来源及使用办法； 

3.确定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试点人数、合作企业、师傅选拔标准，

各试点专业根据与合作企业确定的学生数按照师徒 1:2-4 的比例从企业和

学校按 1:1 选拔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担任指导老师和企业师傅。 

4.制订试点专业招生录取和合作企业用工一体化的招生招工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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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5.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共同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工作实施细

则》，内容包括：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标准、岗位标准、

质量监控标准，学分制管理办法、弹性学制管理办法，校内实训基地教学

实践计划、企业轮训岗位群实习计划等。 

（二）2015 年 9 月-2016 年 8 月：初步实施 

1.学院制定师带徒活动方案，10月份举行师带徒拜师仪式。签订学徒、

学校和企业三方协议落实学徒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工伤保险等； 

2.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共同组建“双导师”教学团队，制定企业师傅

标准，共同制订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

制度； 

3.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共同制订每个轮训岗位的实习考核标准，合理

设计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师傅评价、企业评价等表格，通过行业、企业

或第三方机构等对实习学生轮训岗位群进行技能达标考核，并组织学生考

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4.聘请合作企业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授课，邀请企业高管进行专题讲座

或宣讲企业文化； 

5.建立年度报告制度，由学院总结试点专业学年工作开展情况。 

（三）2016 年 9 月-2018 年 8 月：持续推进 

1.建立学生实习管理档案，安排专人定期检查实习情况，全程跟踪指

导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 

2.建立学校、企业和学生家长经常性的学生实习信息通报制度； 

3.探索校企双方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 

4.建立试点专业定期检查、合作企业及时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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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四）2018 年 9 月-2018 年 12 月：总结推广 

1.总结试点专业的经验与不足，加强现代学徒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修订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现代学徒制的运行机制、办学模式、管理

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 

3.交流推广成熟的工作经验和做法。形成具有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为行业乃至全国职业教育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 

五、责任主体及经费预算 

1.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划分一览表 

项目环节 责任主体 备注说明 

校企签订试点协议 合作企业、学院  

校企共同拟定项目实施方案 合作企业、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制定 合作企业、学院  

招生及试点项目宣传 合作企业、学院  

招生、招工多方协议签订 合作企业、学院  

双导师组成的教学团队管理 合作企业、学院  

学徒试点班级管理 合作企业、学院  

学校学生管理 学院、学院  

企业学徒管理 合作企业、学院  

试点项目课程、教材开发 合作企业、学院  

理论教学实施 学院  

企业项目教学实施 合作企业  

学徒岗位学习与实习 合作企业  

专业考证 学院  

企业考证 合作企业  

后勤保障 合作企业、学院  

毕业、就业 合作企业、学院  

2.经费预算 

现代学徒制的实施需要有充足的经费来作为保障。学院将建立现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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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制项目的管理专项资金，经费由财政投入和企业投入两部分，经费纳入

学院和企业财务进行专款管理，设单独账簿进行核算，确保专款专用、专

账管理，在资金的使用上，严格遵守相关的财经纪律。具体经费预算见下

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年度预算分担表》。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年度预算分担表》 

序号 子项目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小计 

财政 企业 财政 企业 财政 企业 财政 企业 财政 企业 

1 校企合作机制 5 1 4 1 3 1 4 1 16 4 

2 
建立校企联合招生，协同育

人的长效机制 
5 0 10 5 5 5 5 5 25 15 

3 
制定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方案 
6 0 6 2 6 2 6 2 24 6 

4 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建设 20 0 15 5 15 5 20 0 70 10 

5 
专兼结合、校企互聘互聘的

师资队伍建设 
20 5 25 5 25 5 25 5 95 20 

6 
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实训条件

建设 
500 0 480 0 0 100 0 200 980 300 

7 
建立教学运行机制，及相关

管理制度 
2 0 5 0 4 1 4 1 15 2 

8 现代学徒制信息化管理平台 0 0 10 1 5 1 8 1 23 3 

9 
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专题科研项目 
5 0 2 2 2 2 2 2 11 6 

合  计 563 6 557 21 65 122 74 217 1259 366 

总计 569 578 187 291 1625 

六、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为使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落到实处，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实施，学

校成立了学徒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黄党源  学院党委书记 

李卫东  学院院长 

唐永宁  广西农垦茶业集团董事长（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 

副组长：蒋贻杰  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务科研工作） 

覃扬彬  学院副院长（分管招生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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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平  学院党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 

梁  裕  学院副院长（分管学院理事会、实训基地建设工作） 

李  捷   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 

蓝福生   桂林吉福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  员：张  妍  院长办公室主任 

潘登斌  组织人事处处长 

杨洪元  教务科研处副处长（主持全面工作） 

李继宏  教务科研处副处长 

覃学强  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 

欧瑞宏  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李汝珍  农业技术工程系主任 

李建春  管理系主任 

邹文海  食品与生物技术系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科研处，杨洪元兼任办公室主

任，李继宏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职  责：领导学院学徒制试点工作，组织、协调试点工作所需资源，

确保工作有序推进，顺利完成学院学徒制试点工作任务；负责与上级主管

部门沟通联系，对试点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审议把关；审议试点工

作相关的基本规章制度；必要时根据领导小组的意见，决定子任务负责人

的调整。 

2.制度保障 

（1）制定《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管理办法》、《广西

职业技术学院学徒制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文件，实

施试点工作法人负责制和工作目标责任制，明确相应试点工作实施的第一

责任人，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层层落实责任，确保试点工作能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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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改革实施方案和任务要求落实到位。落实试点工作责任制，将目标与责

任分解到部门、个人，按时间、进度、效果三要素，对部门与负责人进行

绩效考核，明确奖惩措施。加强试点工作实施的全过程监控，分别建立教

学质量、教师队伍培养、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建设资金管理等一系列的

监控管理制度与系统，做到“计划周密，过程规范，督促检查有力，信息

反馈及时”，保证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 

（2）严格执行财务预决算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为保证改革试点工作

顺利进行及资金合理使用，使用项目管理制，落实   法人负责制，从资金、

时间、进度、效果等方面，依法管理，建立一整套符合项目管理规范的、

注重细节的管理制度，确保经费使用合法合理，提高投资效益。加强财务

监督与审计，进一步规范财务行为，做好增收节支工作。并依托学院质量

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开发相应的网络管理平台，对改革环节与经费使用

进行全程监控与管理。 

（3）调整管理组织结构和教学机构，完善各项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建

立起学校和企业共同管理运行机制，以期达到校企深度融合，建立稳定的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以企业需求为出发点，改革学院管理模式，全面提升

教学团队、科研团队、教改专项团队、辅导员团队、管理团队的服务能力

和执行能力。 

(4)制定和重新修订《教师进修培训制度》、《关于引进人才优惠政策的

暂行规定》、《岗位目标管理办法》、《外聘教师管理办法》、《兼职教师聘任

及管理办法》、《教师实践锻炼管理办法》、《专业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

法》、《技术创新与成果转换奖励办法》等符合高职教育有利于教师成长的

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措施，加大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激励机制，提高教

职工参与示范建设的积极性，确保优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和各项建设工作

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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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管理办法》、《弹性学分制管理办法》、《实

践性教学管理规范》、《校外实习与顶岗实习管理办法》、《订单培养实施办

法》、《学生企业顶岗实习成绩认定办法》、《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教学质

量考核、监督、评价办法》、《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制度》、《技能比赛与创

新大赛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 

3.经费保障 

现代学徒制的实施需要有充足的经费来作为保障，试点工作实行多元

投入体制。学院将从自治区强基创优计划项目资金划拨专门经费支持，并

从办学收益中提取相应比例用于试点工作。将建立现代学徒制项目的管理

专项资金，经费由财政拨款和企业投入两部分，经费纳入学院和企业财务

进行专款管理，设单独账簿进行核算，确保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在资金

的使用上，严格遵守相关的财经纪律。 

七、各试点专业实施方案及任务书 

（一）、食品加工技术专业 

1.基本信息 

试点专业名称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 

负 

责 

人 

姓名 邹文海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年 04月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工程师/系副主任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办公室电话 0771-4212462 手机 13471157260 

传真 0771-4212462 电子邮箱 673559082@qq.com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
包
括
学
校
、
企
业

成
员
）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工作职责 

梁裕 男 1972.08 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指导 

蒋贻杰 女 1968.10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指导 

杨洪元 男 1971.04 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实施 

邹文海 男 1964.11 工程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 

组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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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飞燕 女 1976.09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

及管理 

陈恩海 男 1976.08 讲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 

组织协调 

廖  威 男 1964.11 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 

组织协调 

钟静萍 女 1987.07 助教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

及管理 

麻文胜 男 1966.01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体系开发 

梁立坚 男 1967.10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培养制度和标

准 

钟华锋 男 1970.01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教材、教学文

件编写 

卢志勤 男 1964.04 食品工程师 广西珠江啤酒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 

实践项目指导 

闫  旭 男 1982.11 助理工程师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限

公司 

校企合作 

实践项目指导 

李兴桥 男 1974.12 助理工程师 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 

实践项目指导 

谢良进 男 1977.09 助理工程师 南宁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 

实践项目指导 

唐惠民 男 1988.07 工程师 桂林吉福思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校企合作 

实践项目指导 

谭旖宁 女 1976.11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师资队伍的建

设 

杨春城 男 1962.10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开发 

黄  峰 男 1965.06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制度 

黎国庆 男 1987.08 助教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体制

机制 

 

2.合作企业情况 

（1）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是由双汇集团的上市子公司河南双汇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宁市设立的独资子公司。双汇肉类综合加工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建设总用地约 720亩，总建筑面积 36 万平方米。引进国际先进肉

类加工技术和国外先进肉类加工设备，年屠宰分割 200万头生猪，年产 6.6

万吨高温火腿肠、3.3 万吨中西式低温肉制品，建设 1 万吨冷库、区域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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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业连锁中心、研发检测中心、污水处理设施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公

司计划招聘员工 2800 人。 

（2）南宁统一企业 

南宁统一企业于 2010 年 11 月 5日注册成立，是统一企业集团（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的一家子公司，注册资本 1700 万美元，投资总额 2990 万美

元，占地面积 161 亩，职工总数约为 360 人。已于 2011 年 12 月建成投产

饮料生产线 3 条：热充线 1条，无菌线 1 条，TP 线 1条，年产量约 2800万

箱，产值超过 5 亿。主要生产统一冰红茶、统一鲜橙多、统一绿茶、阿萨

姆奶茶、麦香奶茶等深受消费者喜欢的产品。 

（3）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是内蒙古伊利集团冷饮事业部的分公司，

是广西地区最具现代化的冷饮食品生产加工厂，日产 200 吨冷冻食品。 

（4）广西金皇品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金皇品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源自于台湾味丹集团下属的

上海皇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华南区域的饮料生产销售业务。注册资本：

200 万美元，固定资产总投资 2100 万元人民币。工厂包括一间生产车间、

两间大型仓库，并有锅炉、发电机等配套设施。设罐装饮料生产线 1 条，

日产量可达 3 万箱。主要生产销售饮料（茶饮料及植物饮料等）。现有员工

180 人，工厂占地面积 28000m2，建筑面积 16850 m2。目前主要业务是承揽

加工“王老吉”凉茶饮料。 

3. 分年度建设目标及实施步骤 

（1）2015.09-2016.08：项目启动阶段 

建设目标：启动食品类专业现代学徒制的探索和实践项目，制定发展

规划。 

实施步骤：成立学徒制工作小组，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与广西-东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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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技术开发区成立校政企合作工作委员会的平台上，联合广西珠江啤酒有

限公司、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南宁统一

企业有限公司、广西金皇品食品有限公司和桂林吉福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由政府人员、企业人员、专业教师组成相应专业的学徒制工作小组。学院

与东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 6 个企业签订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协议，校企

共同制定招生招工方案，企业进行宣讲、面试招收学徒工，组建 12人的现

代学徒制教学班。学徒、监护人、学校和企业四方签订协议，明确学徒学

生的企业员工身份认定、学生身份认定、具体岗位、工资数额确定、保险

与福利金额的工作。以企业为主体，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按需顶岗、工学

结合”的“2+1”人才培养方案（“2”即在学校培养，“1”即在企业培

养），共同按照“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路径构

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组建一只符合现代学徒制模式的专兼结合的

教师团队，校企共同制定双导师制度，明确双导师的职责和待遇。初步建

立制订学徒培养管理办法、教学运行与质量监控机制、多方参与的考核评

价机制、探索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 

（2）2016.08-2017.08：项目实施阶段 

建设目标：全面实施项目建设计划，推进校企紧密合作、协同育人。 

实施步骤：全面完善和落实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学徒学生培养

管理办法、教学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多方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机制、

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学徒食品类专业教学标准、食品类岗位标准、企

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计划。校企双方共同开发和完善校

本课程和项目课程的教学文件包。对学徒的校内教师和企业师傅进行培训、

考核和评价。 

2016.08-2017.06 在学校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完成食品高级检验

工、内审员等职业资格证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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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017.08 学徒制学生在企业学习岗位工作技能。在学校和企业

教学阶段，都体现一课双师（企业教师和学校教师）、理实一体化的能力教

学。 

（3）2016.08-2017.08：项目完成阶段 

建设目标：全面落实和完成项目，为学徒制总结经验。 

实施步骤：学徒制学生进入所对应的企业进行跟岗和顶岗实习。分别

开展企业文化、生产安全、生产工艺的控制和实施等项目作为实训实习项

目，实现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的角色转变，阶梯式提升职业能力和综合

素质。在企业实践阶段，一课双师，总体负责每门课程的教学和考核工作，

并按每 2名学生配置一名企业技术骨干作为师傅，负责指导学生在“学徒”

过程中专业理论学习、实践操作和考核。课程教师和技能指导师傅由校企

双方共同认定，并兑现协议中规定的学徒学生有关待遇，在熟练阶段要求

同工同酬。最后，校企双方共同对学徒学生进行全面的考核和评价，并颁

发“优秀学徒证书”。三年的学徒制培养期结束，收集材料，总结经验，

将现代学徒制在整个东盟工业园区或者广西食品类企业进行扩展与推广。 

4.建设内容和进度 

建设 

内容 

2015 年 9月—— 

2016 年 8月 

2016 年 9月—— 

2017年 8月 

2017 年 9月—— 

2018年 8月 

1.招生

与招工

一体化 

1.面向 2015 级食品类专

业学生开展现代学徒制教育

宣传，合作企业进校开展企

业宣讲。 

2.校企双方建立职业院校

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一体化

的招生招工制度，共同研制、

实施招生招工方案。 

3.以广西-东盟经开区牵头，

组建约 12 名食品类专业学

生组成的现代学徒制教学

班，合作企业与学校签署校

1.学生以学徒身份进

入合作企业接受师傅的

技艺传授，企业为学徒

学生办理相关员工劳动

及保险合同。 

2.以合作企业师傅为

主导，以企业员工技能

考核要求为标准，对学

徒学生进行学习考评。 

1.学生与合作企业

签订为期一年的预就

业学徒培训协议，明确

学徒学员的薪酬、保险

等劳资合同。 

2.培养期满后，企业

与考评合格学生签订

用工劳动合同。 

3.学校与合作企业

交流、总结现代学徒制

中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机制经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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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合作办学协议，学生、监

护人、学校、企业四方签署

学徒关系协议，明确学生的

企业学徒和学校学生双重身

份，应享有低于成年人的学

徒工资和人身安全保障。 

2.人才

培养模 

式 

1.根据企业的岗位需求，建

立现代学徒制班，确定食品

类专业学徒制岗位，确定相

关岗位的企业导师。 

2.以企业为主体，校企双方

共同制订学徒制 “按需顶

岗、工学结合”的“2+1”人

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共

同制订食品类专业教学标

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

企业师傅标准；构建包含人

文素养、专业知识、职业技

能、职业态度和职业素养的

培养体系。 

3.校企共同建立面对多个企

业、多种岗位，分阶段学校

教育与企业实习的阶段性双

元制（2+1 模式）的学徒制

实施形式。 

4.校企共同开发基于食品加

工、食品检测等工作内容的

专业课程和基于典型工作过

程的学徒制特色的专业课程

体系；开发基于岗位工作内

容、融入食品类国家职业资

格标准的专业教学内容和教

材。学院提供校内课程标准、

教学工作标准和考核标准。

企业提供培训标准、职业标

准、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技

1.本学年的培养重点是

岗位专业知识和岗位技

能。 

2.教学工作由校内教师

和企业导师共同承担。 

3.部分专业课程采用企

业-学校工学交替的形

式进行教学。 

4.根据签约企业的生产

情况，安排学徒跟班习

岗 2 个月。 

5.鼓励学徒参加学校及

企业行业食品类技能竞

赛。 

6.学徒参加食品类职业

资格培训、鉴定，获取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7.根据《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标

准》进行人才培养模式

的监控和中期评价。 

1.本学年以在企业顶

岗实习（为期 1年）为

主要培养形式，以企业

导师为主，校内教师为

辅。学生以企业员工的

身份参与实际生产。 

2.企业导师在真实的

工作情境中对学徒进

行能力测试、技能测

试、熟练度测试和指定

作业等，给出评定成

绩。 

3.学校教师按照培养

方案的设计，结合

“工”与“学”特定

的课程教学目标，对学

徒的课业学习状况进

行考核。 

4.校企双方根据《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质量评价标准》共同评

价课程实施效果和评

估高技能人才培养绩

效，并进行人才培养模

式的修订、调整以及经

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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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核标准。 

5.本学年年度的培养重点是

基本职业素养和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主要由校内教师

承担，企业导师辅助。 

6.安排学徒跟班识岗 1～2

个月。 

7.校企共同制订《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标

准》。 

3.师资 

队伍建 

设 

 

1. 广西珠江啤酒有限公司、

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限公

司、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广

西金皇品食品有限公司、桂

林吉福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多方协商，探讨现代学

徒制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模

式； 

2.形成“学校导师+企业导师

+第三方审核员”的现代学徒

制师资队伍模式； 

3.制订学校导师、企业导师、

第三方审核员的资格标准； 

4.确定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6

名导师人选、确定广西珠江

啤酒有限公司、广西伊利冷

冻食品有限公司、南宁双汇

食品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各

1 名共 6 名企业导师人选。

对选定的现代学徒制教师在

国内进行现代学徒教育理论

培训 2次；选派 2名的现代

学徒制教师到国外进行现代

学徒教育培训 1 次；选派 3

名校内教师到合作企业进行

实践锻炼 2-3个月。 

1.由国内或国外培训机

构培训广西职业技术学

院 6 名教师，使其获得

导师资格； 

2. 广西珠江啤酒有限

公司、广西伊利冷冻食

品有限公司、南宁双汇

食品有限公司等合作企

业导师对广西职业技术

学院 6 名教师进行食品

加工、在线品控等岗位

技能培训； 

3.由广西职业级技术学

院对广西珠江啤酒有限

公司、广西伊利冷冻食

品有限公司、南宁双汇

食品有限公司等合作企

业各 1 名共 6 名企业导

师进行教育学与心理学

的专业技能培训； 

4. 选派 6-8名的现代学

徒制教师在国内进行现

代学徒教育理论培训 2

次；选派 4 名的现代学

徒制教师到国外进行现

代学徒教育培训 1 次；

选派 2-3 名校内教师到

1. 选派 6-8 名的现代

学徒制教师在国内进

行现代学徒教育理论

培训 1 次；选派 2-4

名的现代学徒制教师

到国外进行现代学徒

教育培训 1 次；选派

2-3 名校内教师到合

作企业进行实践锻炼

2-3 个月； 

2.与广西珠江啤酒有

限公司、广西伊利冷冻

食品有限公司、南宁双

汇食品有限公司等合

作企业司开展多方协

商，不断改进师资队伍

的教学与传授技术的

方法，使现代学徒制师

资队伍建设更加合理； 

3.总结“学校导师+企

业导师+第三方审核”

的现代学徒制师资队

伍模式经验，并逐步向

外推广。 

4.根据前阶段实施情

况，对《现代学徒制师

资队伍管理制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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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现代学徒制师资队

伍管理制度》，管理制度要

包括企业导师选择与管理方

法、学校导师选择与管理方

法、内审员和外审员选择和

管理方法、现代学徒制师德

考核方法等内容。 

合作企业进行实践锻炼

2-3个月；  

5.全面实施《现代学徒

制师资队伍管理制度》，

注重对现代学徒制师资

队伍的监督和管理。 

改进，并形成经验价格

推广。 

4.教学 

管理与 

运行机 

制 

1.校企双方建立教学运行与

质量监控机制； 

2.建立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

机制； 

3.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

实训考核评价标准； 

4.探索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

制，统筹利用好校内实训场

所、广西-东盟经济开发区公

共实训中心和企业实习岗位

等教学资源，形成企业与职

业院校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

的长效机制； 

5.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

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6.完善双导师制，建立健全

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

激励制度，形成校企互聘共

用的管理机制； 

7.校企双方共同明确双导师

职责和待遇； 

8.校企双方共同建立灵活的

人才流动机制，共同制订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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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制订学徒管理办法，保障

学徒权益。 

1.校企双方共同完善教

学运行与质量监控体

系； 

2.校企双方共同完善学

徒培养管理机制，推进

校企紧密合作、协同育

人； 

3.完善校企联合招生、

分段育人、多方参与评

价的双主体育人机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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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形成完整的学徒制

教学运行与质量监控

体系； 

2.形成完整的学徒培

养管理机制和多方参

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

机制。 

 

5.其它 

特色内 

 

在东盟工业区管理委员

建立校企合作资源

共享，行业企业特色的

现代学徒制度的建

立可以增添学校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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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会引导下，与东盟工业区金

皇品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建

立企业和我校双主体育人的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 

 

专门课程，特色化教学

方案，根据不同生源特

点和专业特色，探索全

日制学历教育以及成人

继续职业教育的多种实

现形式。解决企业一线

工人短缺的难题、帮助

青年就业。 

 

业的活力，实现互补双

赢，实现学校与企业共

同快速发展，可以提升

学校与企业的科研能

力，现代学徒制度的建

立不仅仅可以解决人

力资源问题，合作推进

科技研发，共同开展项

目开发、技术革新、生

产服务等，提升社会服

务能力。 

获得校企合作研发

申报的科技项目、技术

革新等；研究开发的产

品、专利、论文等成果。 

 

（二）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专业 

1.基本信息 

试点专业名称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 

负 

责 

人 

姓名 李汝珍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2年 12月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副教授/系主任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办公室电话 0771-4213061 手机 13471158758 

传真 0771-4213061 电子邮箱 550226665@qq.com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
包
学
校
、
企
业

成
员
）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工作职责 

翁荣彬 男 1966.10 董事长 
广西金花茶业有限

公司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人才培养模式 

蒋贻杰 女 1968.10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人才培养模式、核心

课程开发 

李汝珍 女 1962.12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人才培养模式、核心

课程开发 

韦全辉 男 1965.07 总经理 
广西金花茶业有限

公司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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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元 男 1971.04 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蒋雪林 男 1962.4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教学质量学管理 

崔勇 男 1981.5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教学质量学管理 

李继宏 男 1976.6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教学质量学管理 

江文 男 1979.8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核心课程开发、教学

质量学管理 

冯文珍 女 1972.4 经理 
广西金花茶业有限

公司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实践指导 

梁立会 男 1973.8 经理 
广西金花茶业有限

公司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实践指导 

古能平 男 1966.10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核心课程开发 

黄秀兰 女 1955.01 
推广研究

员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组织协调、

实践指导 

马蕊 女 1987.06 讲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核心课程开发 

潘龙波 男 1960.05 农艺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质量学管理、实

践指导 

姚明谨 男 1974.09 
高级农艺

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核心课程开发、教学

质量学管理 

曾敏 女 1990.08 助教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核心课程开发、教学

质量学管理 

梁娟娟 女 1990.07 
助理实验

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实践指导 

何才贵 男 1965.07 实验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实践指导 

 

2.合作企业情况 

（1）广西金花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金花茶业有限公司历史悠久，清朝年间著名的“宝华茶荘”为

“金花茶业”前身，1951年由横县政府接收更名为横县地方国营茶厂，1952

年由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分公司梧州支公司派员接收，更名为横县茶厂，1972

年起改为自治区供销社直属企业，2002 年改制成立“广西金花茶业有限公

司”。公司占地面积 4.3 万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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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茉莉花茶、六堡茶和绿茶为主；年加工茶叶能力 5000吨。 

“金花茶业”继承传统生产工艺的“六堡茶”多次获得各类荣誉： 

1992 年荣获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银奖；1984 年和 1990 年两次荣获自治区

优质食品奖。茉莉花茶于 1990年荣获自治区优质食品奖；1991年荣获杭州

国际茶文化节 “中国名茶奖”；1991 年荣获商业部优质产品奖；2001 年

荣获广西优质产品奖，连续三届荣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的全国花茶质

量评比金奖,也使“金花”品牌成为“广西著名商标”。此外“金花茶业”

于 2006 年获得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评选的“中国茶叶百强”企业称号，荣

获南宁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广西农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农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广西最大的茶业集团，是产供销一条龙，

初精制联合生产的综合性企业。下辖先锋茶厂、试验站茶厂、百大明山茶

厂等五个加工厂，关联企业 16个。公司拥有面积 30000亩的无公害茶园，

有一套完整的产品强化质检制度和茶叶加工仪器设备，具有开发名优茶的

技术能力，是广西茶业的龙头企业。连续八年荣获“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称号。绿茶产品连续九年（2003-2011）荣获“广西名牌产品”

称号，2008 年荣获农业部“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集团公司 2010年被广

西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评为“广西优秀企业”，并获得“建国以来广西 60

最具影响力品牌”称号。2005 年以来，集团公司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成果

显著，共获得自治区科技成果 8 项，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3 项，新研

发 10多个名优产品，在“中茶杯”、“桂茶杯”、“国饮杯”、“桂绿杯”

等各类名优茶评比中分别获得包括金奖、特等奖、一等奖、擂主在内的共

60 个奖项。 

3. 分年度建设目标及实施步骤 

（1）2015 年 9 月——2016 年 8 月：前期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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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为茶叶生产加工技术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做前提性准备。 

实施步骤：①确定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人数，并与

金花茶业（合作企业）共同选拔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担任师傅。根据 2015 级

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茶艺专业实际报名参加现代学徒制试点的人数的

1/3 确定带徒师傅人数。②制订学院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试点专业）和

金花公司（合作企业）用工一体化的招生招工工作方案。③试点专业与合

作企业共同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内容包括：试点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标准、岗位标准、质量监控标准，企业轮训

岗位群实习计划等。④签订学徒、学校和企业三方协议。落实学徒的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等。⑤茶叶生产加工技术试

点专业与金花公司合作企业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共同制订双向挂职锻炼、

横向联合技术研发的激励制度。 

（2）2016 年 9 月——2017 年 8 月：初步实施与持续推进阶段。 

建设目标：茶叶生产加工技术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初步实施，并逐步

建立各项制度。 

实施步骤：①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共同制订每个轮训岗位的实习考核

标准，合理设计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师傅评价、企业评价等表格。②聘

请合作企业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授课，邀请合作企业高管进行专题讲座或宣

讲企业文化；③建立学生实习管理档案，全程跟踪指导和管理学生实习工

作；通过行业、企业或第三方机构等对实习学生（学徒生）轮训岗位群进

行技能达标考核，并组织学生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3）2017 年 9 月——2018 年 8 月：进一步完善和总结推广阶段。 

建设目标：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总结推广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

现代学徒制试点经验和做法。 

实施步骤：①建立学校、企业和学生家长经常性的学生实习信息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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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②落实合作企业免税等优惠政策，探索校企双方人才培养成本分担

机制；③建立试点专业定期检查、合作企业及时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

控机制；④修订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现代学徒制的运行机制、办学模式、

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⑤交流推广成熟的工作经验和做法。 

4.建设内容和进度 

建设 

内容 

2015年 9月—— 

2016 年 8月 

2016 年 9月—— 

2017年 8月 

2017 年 9月—— 

2018年 8月 

1.招生

与招工

一体化 

1.启动招生与招工一体

化工作，制订学院招生录取和

合作企业用工一体化的招生

招工工作方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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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进校企双方招

生录取和企业用工一体

化的招生招工制度； 

2.明确学徒在岗培

养的具体岗位、制订岗

位标准等。 

1.完善校企双方招生

录取和企业用工一体化的

招生招工制度； 

2.完善学徒岗位标

准等。 

2.人才

培养模 

式 

1.启动“旺工淡学”的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2.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并开始实施。 

3. 行业、企业和学校共

同研究制定“学徒”实习计

划与实习大纲。 

4.学院确定专业教师作

为导师、企业选派技术人员

作师傅，共同负责学徒的理

论学习和技能传授。 

1.进一步推动“旺

工淡学”工学结合人才

培养模式的实施。 

2.实施并完善学

徒人才培养方案。 

3.校企业共同制

订岗位的实习考核标

准。 

4.对学徒轮训岗

位群进行技能达标考

核，组织学徒考取相应

的职业资格证书。 

1.完善“旺工淡学”

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 

2.交流推广成熟的

工作经验和做法。形成具

有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 

3.师资 

队伍建 

设 

 

1.校企合作共同组建

“专业教师+企业师傅双导

师制”教学团队。2.校企共

同制订双向挂职锻炼、横向

联合技术研发的激励制度和

考核奖惩制度。 

1. 完善校企双向

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

术研发的激励制度和

考核奖惩制度。 

2. 聘请合作企业

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授

继续完善校企双向

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

研发的激励制度和考核

奖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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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邀请合作企业高管

进行专题讲座或宣讲

企业文化。 

 

4.教学 

管理与 

运行机 

制 

1.建立学院、企业和学

徒家长经常性的学生岗位实

习信息通报制度。 

2. 校企共同制订学徒

教学质量监控标准。 

1.建立并完善定

期检查、及时反馈的学

徒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2.建立学徒在岗

实习管理档案。 

3.构建第三方评

价机制，由行业、企业

和中介机构对“学徒”

岗位技能进行达标考

核。 

1.进一步完善学徒

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2.完善第三方评价

机制，继续对“学徒”岗

位技能进行达标考核。 

5.其它 

特色内 

容 

根据横县茉莉花茶生产

现状，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

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选择广西

花茶生产龙头企业——广西

金花茶业有限公司为合作对

象。 

扩大校企合作面，

选择广西农垦茶业集

团等龙头企业作为合

作对象，扩大茶叶生产

加工技术“现代学徒

制”学生培养规模，使

更多学徒（尤其是中职

生）受益。 

总结经验，向区内职

业院校和茶叶企业进行

推广。 

 

（三）物流管理专业 

1.基本信息 

试点专业名称 物流管理专业 

负 

责 

人 

姓名 李建春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4年 04月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管理系主任 最终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办公室电话 0771-4213851 手机 15994386715 

传真 0771-4213851 电子邮箱 363331127@qq.com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
包
学

校
、
企
业

成
员
）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工作职责 

覃扬彬 男 1962.01 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组织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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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贻杰 女 1968.10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指导 

吴砚峰 男 1976.12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师资管理 

杨清 男 1973.12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 

崔忠亮 男 1970.01 副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 

杨洪元 男 1972.08 教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实施 

许容良 男 1983.09 
高级工程

师 
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组织

协调 

陈海坤 男 1988.08 
高级物流

师 
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 核心课程开发 

刘文东 男 1989.02 工程师 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 实践课程指导 

李捷 男 1968.12 
高级经济

师 
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校企合作组织

协调 

刘庆龙 男 1988.08 
高级物流

师 
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 实践课时指导 

蓝仁昌 男 1956.08 教授 上海环众物流有限公司 项目评估督导 

邓其龙 男 1967.10 
高级物流

师 

防城港金桥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 

人才培养模式

修订 

李文杰 男 1972.03 
高级物流

师 
广西黑五类物流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 

吴立鸿 女 1976.08 讲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实践指导 

李飞诚 男 1971.07 
国际商务

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核心课程开发 

苏慧 女 1979．06 讲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实践指导 

李小青 女 1982.07 讲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质量监控 

余丽燕 女 1978.09 工程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核心课程开发 

盛舒蕾 女 1987.11 经济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实践指导 

沈云 女 1970.09 讲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实践指导 

农小晓 女 1982.9 讲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质量保障

监督 

 

2.合作企业情况 

（1）环众（上海）物流咨询 & 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环众（上海）物流咨询 & 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是以物流技术咨询、物流

中心规划、物流软件开发、物流人才培训、物流系统集成等服务为主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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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物流公司。该公司经历了近十五年的第三方物流实战经验，服务网络

已分布在两岸三地，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台北、东莞、福州、长春、

天津、郑州、长沙，已成为国内少数发展 快速的第四方物流公司之一。2000 

年 12 月环众物流咨询 & 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与台湾国立台北大学企业管

理研究所以及福州大学新经济知识管理研究所建立物流产学合作研发基

地。使物流理论与物流实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客户提供最前沿物

流知识服务。环众物流咨询 & 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拥有 6 位博士及十余位

硕士等组成的专业队伍，涉及自动化控制、计算机、企业管理、机械设计、

电子、产业经济等，其中有 5 位国外归来的物流专家，具有国外研究机构

和公司工作的经验，掌握国内管理思路及软件技术。企业管理层全部具有

博士学位及丰富的产业经验，凭借丰富的 科技背景，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的敬业精神。该公司一直注重与高职院校开展紧密合作，为高职院校物流

管理专业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方式诊断、物流前沿技术培训、英国现代学徒

制项目指导等项目，东莞环众物流有限公司于 2007 年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进行“订单班”项目合作，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发展指出了

较大的贡献。目前，环众与上海流通学校成功进了英国学徒制项目的实施，

取得很好的效果。 

（2）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是我国 5A 级企业，是一家集公路运输、航空货

运代理、城际配送于一体的跨区域、网络型、信息化、并具有供应链管理

能力的综合型物流企业。公司总部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旗下拥有 10家全资

子公司，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是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在全国具有 500 多家营业网点，员工近

8000 人，拥有和整合各种运输车辆 700 多台，物流设备 300 多套，仓库、

分拨场地 11 万多平方米，日吞吐能力 4500 余吨。公司建立了专门对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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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和合作院校的 “新邦培训学院”，学院定期为新进员工进行公司业务

和企业文化培训，为晋升员工开展领导技术培训，为合作院校教师开展物

流技术知识实践培训。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与全国 35所高职院校建立了

深度合作关系，自从 2012 年开始，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与广西职业技术

学院进行了多方位的校企合作，公司全程参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

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核心课程开发、专业教学与教育、毕业生就业

跟踪等工作，其中，校企合作联合培养“订单班”取得了显著成效，企业

共接受“2+1 订单班”学生 87 名，其中，11名已经提升为公司部门主管，

3 名晋升为部门经理、2 名晋升为区域经理。 

3. 分年度建设目标及实施步骤 

（1） 2015．09——2016.08 项目启动阶段 

建设目标：为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实施步骤：2015 年 9 月至 2016年 3 月，到合作企业进行广泛的市场调

查，与企业进行学徒制项目的具体内容的商谈工作，与广东新邦物流有限

公司广西分公司签订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协议，与环众物流有限公司签订

现代学徒制培训与评估体系构建及执行的项目协议，与英国培森公司、英

国瑞尔公司签订外审员评估体系构建项目协议；2016年 4月至 2016年 8月，

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环众物流有限

公司确定评估师、企业导师、内审员、外审员等人员名单。校企共同制订

招生招工计划、现代学制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标准、评估师标准、内审员

标准、外审员标准、学徒学习计划、质量监控方法等。  

（2）2016．9——2017.8 项目执行阶段 

建设目标：全面执行学徒制各项制度与规划，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实施步骤：2016 年 9 月，进行首次学徒制（招工）招生，与学徒签订

多方协议，完成首次学徒的企业员工身份认定、学生身份认定、工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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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保险与福利金额确定的工作。全面落实现代学制培养方案、人才培

养标准、评估师标准、内审员标准、外审员标准、学徒学习计划、质量监

控方法等各项制度与方案；2016年 10月，环众物流有限公司对广西职业技

术学院评估师进行培训，使其获得评估师资格；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学徒进入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进行实践技能培训；2017

年 2 月，环众物流有限公司对培训结果进行考核； 

2017年 7 月至 2017年 8 月，学徒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为期 2 个月

的专业技能学习后，第二次进入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进行实

践技能培训，为获取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协会的“现代学徒证书”和“英

国皇家物流资格证书”作前期准备工作。同时，教师进入英国培森公司或

英国瑞尔公司学习。 

（3）2017．9——2018.8.项目评估与推广阶段 

建设目标：为学徒制总结经验，为更好执行学徒制打下基础。 

实施步骤：2017 年 9 月至 2018年 2 月，学徒参加“英国皇家物流资格

证书”考试，英国培森公司、英国瑞尔公司对学徒实行全面考核，学徒获

取“现代学徒证书”；2018 月 2月至 2018 年 12月，学徒全部进入广东新邦

物流有限公司进行实践技能培训，环众物流有限公司对学徒进行全面考核

与评估，2018 月 8 月，将现代学徒制项目在合作企业广西防城港金桥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和圆通速递物流有限公司进行扩展与推广。 

4.建设内容和进度 

建设 

内容 

2015年 9月—— 

2016年 8月 

2016 年 9月—— 

2017 年 8月 

2017年 9月—— 

2018年 8月 

1.招

生与

招工

一体

化 

1.考察广东新邦物流

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等企

业，搜集上述企业岗位技能

需求的资料； 

2.与广东新邦物流有

限公司协商签订双方招生

1.完成首次 12 名学徒

的招生（招工）工作及身份

的认定工作； 

2.校企合作完成 12 名

学徒保险金以及相关福利

的缴纳； 

1.12名学徒定期进

入企业跟随企业导师进

行技能培训； 

2.校企合作完善双

方招生与招工机制； 

3.总结有利于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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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协议； 

3.校企合作出台《现代

学徒制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保障制度》、《现代学徒制招

生与招工一体化双方权利

与义务》等系列文件。 

3.签订多方学徒培养

与就业合同； 

4.全面实施《现代学徒

制招生与招工一体化保障

制度》、《现代学徒制招生与

招工一体化双方权利与义

务》等各种保障招生与招工

一体化的制度与文件。 

双方和有利于学生培养

的学徒制招生与招工一

体化机制，并形成经验。 

2.人

才培

养模 

式 

1.与广东新邦物流有

限公司广西分公司、环众物

流有限公司协商现代学徒

制培养模式； 

2.初步形成“评估师

（学院）+导师（广东新邦

物流有限公司）+内审员（环

众物流有限公司）+外审员

（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 

3. 联合制订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标准、评估标准、

资格证书标准等。 

4.多方协商制订保障

现代学徒制培养质量的《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质

量保障措施》。 

1.全面实施“评估师+

导师+内审员+外审员”的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2.按照课程标准严格

进行人才培养； 

3.在实施过程中环众

物流有限公司、广西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进行人才培养

模式的监控； 

4.全面实施《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障

措施》。 

 

1.与环众物流有限

公司、上海英国领事馆

文化交流处、广东新邦

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

司多方合作进行人才培

养模式的修订与调整； 

2.形成“评估师+

导师+内审员+外审员”

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经验并不断推广。 

3.根据前段时间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质量保障措施》执

行情况对该文件进行修

改和完善，并形成经验

加以推广。 

 

3.师

资 

队伍

建 

设 

 

1.与广东新邦物流有

限公司广西分公司、环众物

流有限公司开展多方协商，

探讨现代学徒制师资队伍

建设的有效模式； 

2.形成“学校评估师+

企业导师+第三方内审员+

第四方外审员”的现代学徒

制师资队伍模式； 

3.制订学校评估师、企

业导师、第三方内审员、第

1.由上海英国领事馆

文化交流处、英国学徒制认

证机构 Pearson、英国培森

公司、英国瑞尔公司和环众

物流有限公司培训广西职

业技术学院 6名教师，使其

获得评估师资格； 

2.由广东新邦物流有

限公司对广西职业技术学

院 6名教师进行物流技能培

训，使其掌握现代化物流技

1. 与广东新邦物

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

司、环众物流有限公司

开展多方协商，不断改

进师资队伍的教学与传

授技术的方法，使现代

学徒制师资队伍建设更

加合理； 

2.总结“学校评估

师+企业导师+第三方内

审员+第四方外审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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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外审员的资格标准； 

4.确定学院 6名评估师

人选、确定广东新邦物流有

限公司 6名导师人选、确定

环众物流有限公司内审员

人选、与上海英国领事馆文

化交流处合作交流并进入

英国培森公司或英国瑞尔

公司学习；了解英国学徒制

认证机构 Pearson； 

5.建立《现代学徒制师

资队伍管理制度》，管理制

度要包括企业导师选择与

管理方法、学校评估师选择

与管理方法、内审员和外审

员选择和管理方法、现代学

徒制师德考核方法、现代学

徒制教师退出机制等内容。 

能； 

3.由广西职业级技术

学院对广东新邦物流有限

公司 6名导师进行教育学与

心理学的专业技能培训； 

4.全面实施《现代学徒

制师资队伍管理制度》，注

重对现代学徒制师资队伍

的监督和管理。 

英国现代学徒制师资队

伍模式经验，并逐步向

外推广。 

3.根据前阶段实施

情况，对《现代学徒制

师资队伍管理制度》进

行改进，并形成经验价

格推广。 

4.教

学 

管理

与 

运行

机 

制 

1.与新邦物流有限公

司广西分公司、环众物流有

限公司开展多方协商，出台

关于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

徒制教学管理的制度和文

件； 

2.校企合作出台内审

员监控教学标准、外审员监

控教学标准。 

3.建立由学院对学徒

在校学习进行管理、由广东

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对学徒

在企业技能培训进行管理、

由环众物流有限公司对学

徒的学习水平进行全程监

控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 

1.全面执行学院对学

徒在校学习进行管理、由广

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对学

徒在企业技能培训进行管

理、由环众物流有限公司对

学徒的学习水平进行全程

监控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

制。 

2.内审员与外审员不

断反馈监控结果。 

1. 与广东新邦物

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

司、环众物流有限公司

开展多方协商，根据监

控结果不断修订现代学

徒制的教学管理与运行

机制； 

2.形成“学校+企业

+行业”的现代学徒制教

学管理与运行机制的成

熟经验，并向外推广。 

5.其

它 

特色

根据广西物流行业发

展水平较低的特点，现代学

徒制先选择广东先进的物

全面实施物流管理专

业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获

取成熟经验 

向广西区内高职院

校和物流企业进行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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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流企业作为合作对象，选择

上海环众物流企业作为监

控机构培养水平进行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