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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试点起止年月 2015.09-2018.09 

试 

点 

单 

位 

 

单位名称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东路 76 号 

主要负责人 聂强 
办公室 

电话 
023-65928150 

手  机 13509495509 电子邮箱 56086290@qq.com 

主 

要 

参 

与 

学 

校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数 学制 

重庆和平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技术 30 3 

重庆合丰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重庆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龚小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10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计算机学院院长 最终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办公室电话 023-65926057 手机 13637716325 

传真 023-65926057 电子邮箱 10329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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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 签名 

赵鹏举 男 1978.11 讲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专业建设  

童世华 男 1980.04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制度建设  

徐宏英 女 1980.03 讲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课程建设  

佘明洪 男 1979.06 讲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考核标准  

余永洪 男 1975.08 高级讲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制度建设  

刘明 男 1985.03 讲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考核标准  

陈卫 男 1960.04 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指导协助  

王盛学 男 1970.07 副总经理 
重庆和平自动化工程有限

公司 
企业资源调配  

史光彩 男 1974.05 总经理 重庆合丰亚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企业资源调配  

刘辉成 男 1975.04 总经理 重庆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企业资源调配  



 

 

何国田 男 1968.12 研究员 
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 

企业资源 

调配  

二、试点单位基本情况：（不多于 2000字）1 

1.试点单位概况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是由重庆市政府举办、重庆市教委主管、市教委与市经信

委共建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创建于 1965 年，1999年成为重庆第一所高职学

院，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单位和重庆

市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单位。 

（1）基础条件优越 

学校占地 1365 亩，在校生 20000 余名，馆藏图书 100 万余册。学校建有应用电

子学院、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等

13 个二级学院。优越的办学条件，优美的校园环境，使得学校成为领导调研、院校

考察和企业合作的重点院校，也发展成为重庆市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品牌院校”。 

（2）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教职工 1000 余人，其中博士 61人、教授 59人（二级教授 2人），有两位教

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5位专家被聘为教育部一级行指委委员。学校高度重视

“双师”团队培育，现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 508人，校内专业带头人 49人，

来自行业企业的专业带头人 15 人。同时，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建成国

家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5个。 

（3）办学特色鲜明 

学校坚持“以电子信息为特色，培养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领域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注重应用研发与技术服务”的办学定位，通

过培育专业特色来引领办学特色，开设有与重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发展

高度契合的专业 51个，建成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 11个特色专业群。科学的办学定

位和特色化的发展路径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4）合作领域广阔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先后与澳大利亚、德国、

英国等国教育机构在专业建设、师资培训、技术移民、境外实习、合作办学等方面建

                                                        
1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下同。 



 

 

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中外合作共建有：中澳（重庆）职业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中

德（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中英重庆•威尔士职教联盟。承办了中英、中德、中

澳职教论坛等多项国际交流活动。 

（5）校企合作紧密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成立了“重庆信安校企

联盟”和“重庆地区通信行业校企联盟”，共建有华为 ICT培训认证中心、重电-中兴

NC学院、长安集团培训与技术服务中心、“中澳（移民就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德

（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开办了中兴班、华为班、长安班、广达班、京东方班

等众多订单特色班级，开展中澳、中德联合办学 5届，共招收学生 519人。承担教育

部“中德汽车机电高技能人才培养 SGAVE项目”。分段联合培养应用技术本科人才 262

人。 

（6）标志成果丰硕 

近 5年，学校狠抓教学质量工程和内涵发展，取得了一批富有内涵价值的标志性

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10 项；建

成国家级重点专业 9 个，市级重点专业 7个。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8门、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7 门、国家级实训基地 3 个、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2 个。近

五年，教师获专利 188 项（发明专利 26 项），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56 部，主持省级以

上纵向科研课题 172 项，主持横向科研课题 149项，学生获得各类科技文化和技能大

赛国家级奖 145项。 

 

 

 

 

 

 



 

 

2.合作单位概况 

主要合作单位 1 

重庆和平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6年，注册资本 800万元，是一

家专业从事实验室及生产线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机械、电气、软件、嵌入式智能控制、生产信息化管理等设计能力和系统集

成能力。2007 年通过 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4年 11 月，公司股票在

“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 831362。 

重庆和平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是重庆市工业教学机器人工程研究中心，现有员工

110人，机器人中心有专业技术人员 65人，聘请有专家教授 2人、高级工程师 3人、

博士研究生 2人、硕士研究生 3人、工程师 22人。其中 45人曾在相关专业领域长期

从事自动化测试及控制的产品开发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开发创新能

力。公司成立了高校毕业生见习培训基地，开展在读学生岗前培训，每年接收机电行

业企业和重庆大学研究生、本科生等 40人以上来公司实习锻炼。 

主要合作单位 2 

重庆合丰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司是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是以自动化流

水线生产系统:包括系统开发、设计、集成、机器人应用为主的专业技术公司。公司

拥有一批资深自动化控制工程师、机器人应用工程师、非标机械设计工程师和多名专

业技术工人和项目管理人员；现有 CNC等数台加工设备，完全具备独立设计、加工、

集成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能力，先后成为东风小康、中国兵器集团、长安福特、长安铃

木、卡斯马、海斯坦普、本特勒等企业机电一体化系统（含生产线整线、独立非标加

工装配设备以及检测测试设备）的完整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为适应市场和技术的发

展要求，加强与国内外行业知名企业和高校合作，不断引进人才及技术；公司坚持顾

客第一，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及服务。 

重庆合丰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着“自主、自立、自强，助力中国制造”的宗旨，

发挥在工业机器人本体、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和机器人控制器等核心共性技术及基

础部件的研发优势，以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为目标，通过政府引导，金融驱动，产学研

结合的创新发展模式，打造出品种齐全、产业链完整国家级机器人产业基地，走出一

条创新驱动、平台共享的发展之路。 



 

 

主要合作单位 3 

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中科院重庆研究院）。中国院重庆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与重庆市人民政府

共建，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需求为牵引，以智能化、绿色化、产品化为方向，

提升重庆创新发展能力。 

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在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持下，由中科院

重庆研究院牵头，联合重庆市质量检测研究院、重点高校、企业组建重庆市机器人检

测中心。公司主要从事机器人自动化集成系统、机器人与先进智能装备质量体系统建

设、机器人检测及培训业务，是专业进行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及设备研发，设计、制

造、安装、调试、维护，机器人标准制订、检测的实体公司。公司设计力量雄厚，聚

集机械设计、电控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及制造安装界精英，不断与国内外同行业共

同交流，互相学习，秉着“客户第一，技术第一，寻求更好”的一流经营理念，与客

户、员工创造共同财富。 

主要合作单位 4 

重庆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是重庆市政府重点引进企业，在两江新区和重

庆市科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14 年进驻重庆，是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中国最早进行

机器人认知技术与探索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是 BVL德国物流联盟成员。公司致力于

无人搬运车(AGV)领域的研发、生产、销售，凭借惯性导航、激光导航、磁导航等先

进技术，结合物联网与 AGV相融合，推出了系列便捷、高效、智能的搬运机器人。 

重庆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在 IT、汽车、家电等制造领域积累的

丰富经验，为客户提供从产品到物料的自动上下线、中途转运的区域内搬运提供无人

化、合理化方案，业务遍及全国各地。嘉腾 AGV智能便捷，性能卓越，获得了华为、

联想、美的、神龙汽车、广达电脑、江铃汽车等大客户的一致好评。为了满足客户在

搬运系统中的各种需求，公司还为客户进行降低成本、劳动改善、区域内智能搬运合

理化提供系统解决方案，通过嘉腾 AGV的应用，为客户创造价值，为智能制造、先进

制造贡献力量。 

 



 

 

三、试点项目建设目标 

1.项目建设总目标 

经过三年努力，建立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政府、行

业、学校、企业”四方联动的人才培养管理体系，探索创建“学生→学徒→员工”三

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个性化、精细化（两化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推进专

兼结合、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逐步建立高职学生培养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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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分年度建设目标（含具体实施步骤） 

以 2015 年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招生学生为试点对象，根据《学院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分阶段实施本项目：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2015.08-2015.09） 

1) 确认试点招生方式、人数和实习单位岗位数量； 

表 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招工岗位数量 

序号 企业 岗位 数量 

1 
重庆和平自动化工程有限

公司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 

机器人集成工程师 

机器人维护工程师 

机器人方案销售经理 

10 

2 
重庆合丰亚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 

机器人集成工程师 

机器人维护工程师 

机器人方案销售经理 

8 

3 
重庆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

限公司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 

机器人集成工程师 

机器人维护工程师 

机器人方案销售经理 

7 

4 
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 

机器人集成工程师 5 

合计 30 

2) 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办法》和相关规章制度； 

3) 制定现代学徒制个性化、精细化（两化融合）人才培养方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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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018.6） 

1) 按照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组织实施； 

2) 建立第三方评价考核办法并开始进行过程管理； 

3) 2017 年 9月初、2017年 11月初组织考核； 

4) 学生进入顶岗实习，使其从学徒转为准员工。 

第三阶段：总结推广（2018.01-2018.09） 

1) 总结试点工作，完成项目总结报告； 

2) 审定和完善《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 

3) 开展学术成果交流及推广； 

4) 表彰奖励先进单位、教师和个人； 

5) 确认新一轮学徒制的开展。 

3.项目预期成效及推广价值（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1) 预期成果 

1) 构建行企校“学生-学徒-员工”学徒培养机制。 

2) 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和标准。校企共同设计个性化、精细化（两化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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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 

4) 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 

(2) 预期推广 

将项目实施中的人才培养模式、管理的规章制度等成功做法，以报告会、研讨会

等方式在校内外进行宣传，针对不同专业进行改进，并首先在我校计算机学院下设的

计算机硬件与外设、嵌入式技术与应用等 5 个专业进行推广，其次再向我校的其他电

子信息大类专业和重庆市内外同类院校及企业进行推广。 

(3) 应用范围 

本项目成果可直接应用于高职院校的电子信息大类专业，可移植到高职院校理工

科专业以及文科专业，也可移植到中等职业院校各类专业；除了适用于全日制教育还

适用于成人教育、非学历教育以及企业员工培训。 

(4) 受益面 

在我校计算机学院下设专业推广中预计受益学生可达 330人，在我校其他专业推

广中预计受益学生可达 1000 余人，向重庆市机器人企业推广预计受益员工达 1500

余人。 



 

 

四、试点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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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招生再招工 工业机

器人技术专业的招生工

作后，企业根据其用人

需求以及学生的意愿，

与学校共同确定参加现

代学徒制培养计划的学

生 

招生与招工同时进行 在

2016 级工业机器人技术专

业的招生中，同时进行招

工，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将

采取“文化综合知识考试+

专业基础考试与岗位技能

测试”相结合的办法，单独

组织考试和录取。其中岗位

技能测试环节，将全部邀请

合作的行业企业代表全程

参与，具体的技能测试成绩

全部由行业企业代表认定。 

先招工后招生 在 2017

级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的招生中，在企业员工

中进行招生，或根据其

用工需求先招工，再与

学校共同确定参加现代

学徒制培养人数 

2.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逐步构建以行业（企

业）与学校二元主题、学徒

与学生二元身份、师傅与教

师二元教学、企业与学校二

元管理、企业与学校二元评

价、毕业证与职业资格证二

元证书、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二元学制为主要特征，以全

面提升学生（学员）技术技

能水平和职业素养为主要

目标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新模式。 

在学校以学习理论以

及基本的技能为主，辅以

针对每个合作企业的

用人需求，与合作企业师傅

共同制定实施每个学徒的

个性化、精细化（两化融合）

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可分为企业课程和学校课

程两大部分，学校课程针对

各企业的共性需求，企业课

程主要针对各企业的个性

需求，企业课程安排在假期

进行，分散实施，需进行多

次轮岗。 

开始以“项目实训”和

制定并实施个性化、精

细化（两化融合）的人才培

养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

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

等，完善以育人为目标的实

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多方

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

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

学质量监控机制。 

到相关的企业进行“顶

岗实习”，企业师傅全程指

导开展“顶岗实习”，对学

徒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毕业



 

 

“企业体验”,进行走岗实

习，组织参观企业和感受企

业的文化内涵，并邀请企业

的专家到学校来给学生讲

解企业的文化、产品生产过

程等内容。在假期，学生进

入过渡岗位，让学生提前感

受企业及工作岗位的相关

内容，为第二阶段作好准

备。 

“贴岗实习”的形式进行。

在学校期间学习文化课以

及专业理论课，以让学生强

化专业理论知识。在企业期

间学习专业实训课，以强化

技能为主，并感受企业各类

岗位的特点及工作内容，为

选择适合自己岗位做准备，

并为第三阶段的顶岗实习

做准备。 

时同时取得高等职业教育

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出师后颁发满师证书，成为

一定等级的技术技能工人

或初级工程师。 

3.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1) 3名教师在企业参加

顶岗实践不少于 1

个月 

2) 2名教师取得机器人

行业资格证书 

3) 行业企业教师指导

学生实践不少于 1

门课程 

4) 企业确认聘任不少

于 10人的企业师傅 

1) 2名教师在企业参加

顶岗实践不少于 2

个月，参与一项企业

工程项目 

2) 3名教师取得机器人

行业资格证书 

3) 行业企业教师指导

学生实践不少于 2

门课程 

4) 企业考核师傅，并新

增不少于 5 人的企

业师傅 

1) 2名教师在企业参加

顶岗实践不少于 2

个月，完成一项企业

工程项目 

2) 2名教师取得机器人

行业资格证书 

3) 行业企业教师指导

学生实践不少于 2

门课程 

4) 企业考核师傅，并新

增不少于 5人的企

业师傅 

4. 

教 

学 

管 

理 

与 

运 

行 

机 

制 

第一学年在学校主要注

重公共基础素质和职业基

础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在企

业要求不低于一个月的走

岗实习，并且在利用寒暑假

体验过渡岗，学习效果主要

由学校教师来评价。 

教学方式上，由行业（企

第二学年在学校主要

注重职业核心能力和职

业基础能力的培养和提

高，在企业要求不低于

两个月的贴岗实习和项

目实训，并且在利用寒

暑假体验辅助岗位。学

第三学年在学校主要

提高职业核心能力，在

企业要求不低于八个月

的顶岗实习和项目实

训，并且在利用寒暑假

体验学徒岗位。学习效

果评价以企业师傅为



 

 

业）与学校采取校企双师带

徒、工学交替培养、集中与

分时授课等模式共同培养

学徒，主干专业课合作行业

（企业）参与率达到 100%，

采取弹性学分制。专业课程

实习实训运用真实任务、真

实案例教学的覆盖率达 90%

以上。 

习效果评价以学校教师

为主，企业师傅为辅。 

主，学校教师为辅。 

5. 

其 

它 

内 

容 

1)学徒管理与权益保障制

度建设，通过学生、企业、

学校签订三方协议，确保学

生（学徒）的知情权、工作

津贴、保险等方面利益 

2）学徒培养标准与师傅选

拔标准制定 

3）校企共同开发机器人行

业企业认知资源库 

1)校企互聘共用师资双

向交流制度建设 

2)校企共同开发机器人

行业企业岗位实践资源

库 

1)校企共同开发《工业

机器人集成应用》、《工

业机器人操作与仿真》

资源库 

2)校企共同开发学徒、

师傅考核标准等 

五、责任主体与试点保障措施（含学校、主管部门及所在市制定的保障措施） 

 

 

 

 

1. 

组 

织 

机 

构 

 

 

（1）成立领导小组及项目办公室 

    学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管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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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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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立项目监察审计组 

由学院党委和纪委领导任组长，学院监察审计部门参加的项目监审机构，



 

 

负责与本项目相关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的监督和审察。 

（3）建立项目建设会议制度、信息报送等制度 

    一是领导定期检查，督办工作进度，反馈建设实施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发现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二是建立项目监控机制和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采集

信息，向合作企业、师生员工公开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4)成立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实施机构 

由计算机学院书记、院长、专业教师和企业负责人组成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由计算机学院

院长负责，日常工作由计算机学院教务科科长负责。 

 

2. 

支 

持 

政 

策 

 

《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重庆市教育事业“十

二五”规划（落实<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五年行动计

划）》等指导性文件中，重庆将优化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布局，对现有职业

学校进行改造、升级，建构“一体两地四心三带”职教格局，构建技能人才

培养成长立交桥。推行提高全民素质的“人人教育”理念，积极探索现代学

徒制的教学模式，打造重庆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学校将逐步扩大学徒制试点专业的招生计划和经费投入，优先保障试点

专业的实训设备投入，加大学徒制试点专业教师的国内外培训工作，提升教

师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超前的教学理念。 

在学徒制试点改革过程中，校企双方全程参与学生（学院）的培养。为

了充分调动学生和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由行业企业负责的所有

实习实训环节产生的学分费用全部由学校支付，而当学生在行业具体岗位从

事真实的实习或实训时，由行业（企业）方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发放真实工

资。另外，学校根据签订的合同向行业（企业）方支付师傅工资。 

学校将结合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具体建设情况，会同机器人合作企业建

立双导师的选拔、培养、激励制度，形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构建校

企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开发、专业建设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



 

 

形成相关具体制度。 

 

3. 

经 

费 

投 

入 

学校大力支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建设，并严格落实资金配套政策，按

不低于 1：1 的要求，学校按时向项目组足额拨付配套资金。并严格执行专

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预算，对专项资金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专帐管

理，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学校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的投入建设经

费为 200-300 万，将制定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 

 

 

4. 

实 

训 

基 

地 

建 

设 

（1）新增机器人实训设备 

2015 年我校将利用重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项目资金 390 多万新建立工

业机器人技术集成应用开发中心（水切割机器人、打磨机器人、涂胶机器人、

码垛机器人和 AGV搬运机器人）、机器人气动抓手实训中心、智能机器人开

发中心及机器人仿真调试实训室。 

机器人校内实训基地一览表 

名   称 功能 

投资 

(万

元) 

面积 主要设备 

机器人集成应用实训室 

（水切割应用） 

工业机器人

集成应用 
80 

 

300M
2
 

ABB工业机器

人 4台，集成

为四个应用，

与 AGV形成完

成应用 

机器人集成应用实训室 

（涂胶应用） 

工业机器人

集成应用 
50 

机器人集成应用实训室 

（打磨抛光应用） 

工业机器人

集成应用 
50 

机器人集成应用实训室 

（堆垛应用） 

工业机器人

集成应用 
40 

机器人集成应用实训室 

（AGV搬运应用） 

工业机器人

集成应用 
20 

智能机器人开发实训室 
机器人软件

开发 
80 120M

2
 

30套 ARM控制

器、多种类型

传感器模块 

机器人气动机械手实训

室 

气动装置安

装调试 

PLC程序开发 

30 120 M
2
 

18套气动机

械手，三菱

PLC 

工业机器人仿真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

应用方案仿

真、初步调试 

40 120 M
2
 

40套，ABB 

robot studio 

合  计 390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现代学徒制试点中不断完善其他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同时按高标准，

高要求建设以下实训基地。 

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具体实训岗位 最少满足人数 

1 
重庆和平自动化工程有

限公司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 

机器人集成工程师 

机器人维护工程师 

机器人方案销售经理 

15 

2 
重庆合丰亚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 

机器人集成工程师 

机器人维护工程师 

机器人方案销售经理 

15 

3 
重庆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

公司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 

机器人集成工程师 

机器人维护工程师 

机器人方案销售经理 

8 

4 
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有

限公司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 

机器人集成工程师 8 

（3）机器人技术应用联合研发中心 

校企共同建立“机器人应用技术应用联合研发中心”，主要从事工业机

器人的技术研究、系统研发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长期而言，将建立校企

合作、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平台，面向市场需求，

合作开展工业机器人技术相关技术的理论及实验研究，以达到优势互补、合

作攻关、共同发展的目标。 

 

 

5. 

其 

它 

配 

套 

政 

策 

 

 

 

 

 

 

 

 



 

 

六、专家论证意见 

工业机器人已引爆全球制造业革命浪潮，国家制定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

二五”发展规划》等相关文件以促进该行业的快速协同发展。机器人产业是重庆

市 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到 2020年，将成为国内重要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

器人产业基地，机器人产业销售收入达到 1000亿元。 

目前，工业机器人产业人才匮乏、人才培养迫在眉睫。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规划（2014-2020）提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相关新兴专业，同时重庆市

也启动了机器人产业技能人才协同培训基地建设项目，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作

为重点建设单位，在前期机器人产业技能人才培养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现代

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方案目标明确、措施得当，保障有力，合作的企业均为重庆乃

至全国的知名企业，专家组认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与实践项目任务书切实可行。 

                           负责人：               2015年    月    日  

专 

家 

信 

息 

序

号 
姓  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 机 签 名 

1 石为人 
重庆市机器人学会秘书长 重

庆大学自动化学院博导/教授 
13908311238  

2 向才毅 
重庆市教科院职成所所长 

研究员 
15310262791  

3 郑  彬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副主任 高工  
18602319952  

4 易  谷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自动

化学院院长 教授 
13808303097  

5 杨  波 
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汽车行

业经理 工程师 
13609417177  

6 何  平 
重庆和平自动化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 高工 
13983131110  

7 唐玉林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副校长 教授 
13609418510  

8 唐继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教授 
13983394219  



 

 

七、审核意见 

试点 

单位 

审核 

意见 

 

 

 

  

 

 

 

 

 

 

 

 

 

 

 

                                        单位签章 

 

                                     2015年   月   日 

  

重庆

市教

育委

员会 

审核 

意见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签章）   

 

                                   2015年   月   日 

 

 

 



 

 

附件 2 

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任  务  书 

 

 

        试点单位（盖章）：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项目名称： 汽车装调技术人员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主管部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所在省市：        重庆市                

        填表日期：       2015.09.21             

 

       

 

 

 

 

 

2015 年 9 月 



 

 

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汽车装调技术人员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试点起止年月 2015.09－2018.08 

试 

点 

单 

位 

 

单位名称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东路 76 号 

主要负责人 聂强 办公室电话 02365928150 

手  机 13509495509 电子邮箱 56086290@qq.com 

主要 

参与 

学校 

与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数 学制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与

装配技术 
60 3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罗永前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06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

务 

副教授/汽车工程

学院院长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硕士 

办公室电话 02365926126 手机 13883392951 

传真 02365927000 电子邮箱 lyq70612@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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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 签名 

陈志军 男 1979.11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教学管理  

唐艳辉 男 1968.2 副教授 招生就业  

张俊峰 男 1980.5 副教授 师资建设  

丁  伟 男 1980.9 副教授 课程体系  

张红斌 男 1966.6 教授 制度建设  

彭  彬 男 1972.11 副教授 培养模式  

曾  川 男 1974.6 高级工程师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制度建设  

张传华 男 1974.8 一级技能师 课程体系  

魏  平   男 1971.09 高级政工师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

用车有限公司 

制度建设  

刘贵云    男 1961.09 高级工程师 课程体系  



 

 

二、试点单位基本情况：（不多于 2000字）2 

1.试点单位概况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是由重庆市政府举办、重庆市教委主管、市教委与市经信

委共建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创建于 1965 年，1999年成为重庆第一所高职学

院，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单位和重庆

市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单位。 

（1）基础条件优越 

学校占地 1365 亩，在校生 20000 余名，馆藏图书 100 万余册。学校建有应用电

子学院、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等

13 个二级学院。优越的办学条件，优美的校园环境，使得学校成为领导调研、院校

考察和企业合作的重点院校，也发展成为重庆市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品牌院校”。 

（2）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教职工 1000 余人，其中博士 61人、教授 59人（二级教授 2人），有两位教

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5位专家被聘为教育部一级行指委委员。学校高度重视

“双师”团队培育，现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 508人，校内专业带头人 49人，

来自行业企业的专业带头人 15 人。同时，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建成国

家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5个。 

（3）办学特色鲜明 

学校坚持“以电子信息为特色，培养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领域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注重应用研发与技术服务”的办学定位，通

过培育专业特色来引领办学特色，开设有与重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发展

高度契合的专业 51个，建成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 11个特色专业群。科学的办学定

位和特色化的发展路径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4）合作领域广阔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先后与澳大利亚、德国、

英国等国教育机构在专业建设、师资培训、技术移民、境外实习、合作办学等方面建

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中外合作共建有：中澳（重庆）职业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中

德（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中英重庆•威尔士职教联盟。承办了中英、中德、中

澳职教论坛等多项国际交流活动。 

（5）校企合作紧密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成立了“重庆信安校企

联盟”和“重庆地区通信行业校企联盟”，共建有华为 ICT培训认证中心、重电-中兴

NC学院、长安集团培训与技术服务中心、“中澳（移民就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德

（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开办了中兴班、华为班、长安班、广达班、京东方班

等众多订单特色班级，开展中澳、中德联合办学 5届，共招收学生 519人。承担教育

                                                        
 



 

 

部“中德汽车机电高技能人才培养 SGAVE项目”。分段联合培养应用技术本科人才 262

人。 

（6）标志成果丰硕 

近 5年，学校狠抓教学质量工程和内涵发展，取得了一批富有内涵价值的标志性

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10 项；建

成国家级重点专业 9 个，市级重点专业 7个。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8门、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7 门、国家级实训基地 3 个、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2 个。近

五年，教师获专利 188 项（发明专利 26 项），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56 部，主持省级以

上纵向科研课题 172 项，主持横向科研课题 149项，学生获得各类科技文化和技能大

赛国家级将 145项。 

2.合作单位概况 

  （1）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源自 1862 年，横跨三个世纪，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1983年进入汽

车领域，累计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 1000万辆长安品牌汽车。 

长安汽车拥有重庆、北京、江苏、河北、浙江、江西、安徽、广东、俄罗斯、伊

朗、巴西等 11大全球生产基地、30个整车及发动机工厂，年产销汽车 260万辆，现

有资产 1281 亿元，员工 8万余人。 

长安汽车秉承“美誉天下、创造价值”品牌理念，现已形成轿车、SUV、MPV、商用

车、客车、卡车等宽系列、多品种的产品谱系。 

长安汽车以全球化思维和视野，充分利用全球优势资源，形成了由长安欧洲设计

中心、长安日本设计中心、长安英国研发中心、长安美国研发中心、北京研究院、上

海研究院、重庆研究总院等构建的全球研发体系。 

未来，长安汽车将继续遵循“客户为尊、员工为本、诚信敬业、持续改善”的价

值观，努力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为员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发展空间，为

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创造更和谐、幸福的生活。 

（2）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前身为原四川汽车制造厂，

是由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与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重

型汽车生产企业。 

公司现有职工 3500 余人，18个部门，1 个技术中心，有专业技术人员 1100多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 180 多人，国家汽车专家 6 人。 

公司坚持“坚韧、人本、卓越、奉献”的价值观，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实现整

车和整车关键零部件的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50 亿元人民币的经营目标。把公司建成为

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具有良好社会形象、实现企业与员工和谐共赢的重型汽车

样板企业。最终实现“铸就商用车领域成功企业的典范“的企业愿景。 

 



 

 

三、试点项目建设目标 

1.项目建设总目标 

通过与长安集团及上依红公司的合作试点，建立校企联合招生、分段育人、多方

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机制，实现招生即招工；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才培养成本分

担机制；以典型工作任务与工作过程为起点，建立与细化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的

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方案；建

立双导师的选拔、培养、激励制度，形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构建校企双向挂

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开发、专业建设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建立健全与现代

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完善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多方参

与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2.分年度建设目标（含具体实施步骤） 

（1） 2015 年 9 月—2016 年 8 月 

1）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与长安集团及上依红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 

2）制订学徒标准和管理制度。 

3）成立校企专家组成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小组，并对人才培养方案、教学管

理制度、质量监控体系等进行深入研讨。 

4）依据企业人才需求，以典型工作任务与工作过程为起点，建立与细化课程体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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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组建学徒制试点班。 

（2） 2016 年 9 月—2017 年 8 月 

1）开发教学资源。 

2）教学开展、方案调整、学习材料开发。 

3）完善与现代学徒制相关的管理制度。 

4）第一届学生进入企业学习阶段，学生由学徒转入准员工阶段。 

（3） 2019 年 8 月—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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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果展示、交流及推广工作。 

4）表彰奖励先进单位、教师和个人。 

5）确认新一轮学徒制开展的专业及人数。 



 

 

3.项目预期成效及推广价值（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1.预期成果 

（1）构建行企校“学生-学徒-员工”一体化协同培养机制。 

（2）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和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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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汽车装调技术人才各阶段能力目标（企业人才成长通道构建）。 

（4）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 

（5）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相关管理制度 

（6）教学材料及学习材料（含任务单、企业学徒阶段成长记录等） 

2.预期推广 

第一阶段：在与长安合作的院校间以报告会、研讨会等方式进行人才培养模式、

管理的规章制度、学习材料开发、教学方法等的推广。 

第二阶段：与重庆的其它汽车制造企业开展汽车装调技术人才现代学徒制培养体

系开发。 

第三阶段：在重庆市开设有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的院校间进行推广。 

3.应用范围 

本项目成果可直接应用于高职院校的机械大类专业，可移植到高职院校理工类专

业以及文科专业，也可移植到中等职业院校相关专业；除了适用于全日制教育还适用

于成人教育、非学历教育、企业员工培训以及行业企业高技术技能人才成长。 

4.受益面 

    在我校汽车工程学院推广中预计受益学生可达 1050 人，在我校其他专业推广中

预计受益学生可达万余人，依托汽车制造与维修国家培训基地和长安汽车商用车培训

中心向重庆市汽车制造企业推广预计受益员工达 8万余人。 

 

 

 

 

 



 

 

四、试点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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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与长安、上依红

等企业沟通，根据企方

用工需求，在大一下学

期学生中通过岗位技能

测试、面试等方式选拔

学生组建“1+2”订单班

（筹建“长安班”或“红

岩班”1 个，30 人），由

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后两

年的培养计划并实施。 

校企双方进一步探索招

生与招工方案，从已录取

的新生中采取“文化综合

知识考试+专业基础考试

与岗位技能测试”相结合

的办法，再次组织考试和

面试，最终确定学生进入

“长安班”和“红岩班”

（计划各招 30 人）学习

（其中岗位技能测试及

面试环节，由合作的企业

代表全面负责）。 

 校企双方进一步优

化及细化招生与招工

方案，在春季招生环

节，按照 “文化综合

知识考试+专业基础考

试与岗位技能测试”相

结合的办法，单独组织

考试和录取（其中岗位

技能测试环节，由合作

的企业代表全面负

责），逐渐实现招生招

工一体化。 

2. 

人才 

培养 

模式 

1.逐步构建以行业

（企业）与学校二元主

题、学徒与学生二元身

份、师傅与教师二元教

学、企业与学校二元管

理、企业与学校二元评

价、毕业证与职业资格

证二元证书、全日制与

非全日制二元学制为主

要特征，以全面提升学

生（学员）技术技能水

平和职业素养为主要目

标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新模式。 

2.与合作企业共同制

订的 2015级“1+2校企

共育、工学结合”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及

课程体系、课程标准。 

1.结合企业岗位职责，

在已形成的“1+2”课程

体系的基础上，使企业文

化与院校文化互通互融，

企业培训与学校培养相

结合，以典型工作任务与

工作过程为起点，进一步

完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方案，构建基于职业岗

位群的课程体系。  

2. 编制教学标准、课

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

师傅标准，建设优质核心

课程。 

3.结合合作企业未来

岗位预期需求，从课程体

系中选取课程形成现代

学徒制实施方案。 

1.构建质量监控标

准 

2.编制特色教材及

网络教学资源。 

3.总结现代学徒制

运作过程中的经验与

不足，对课程体系及实

施方案进行调整补充。 

 



 

 

3. 

师资 

队伍 

建设 

 

学校将结合本专业

具体建设情况，会同合

作企业建立双导师的选

拔、培养、激励制度，

形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

理机制；构建校企双向

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

术开发、专业建设的激

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

度，形成相关具体制度。 

1.培养企业教师教学能

力并实施教学。 

2.选派校内教师到企业

技能提升 

1.培养企业教师教学

能力并实施教学。 

2.选派校内教师到企

业技能提升 

4. 

教学 

管理 

与运 

行机 

制 

1. 建立健全与现代

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

理制度 

在培养方案中，明确

规定学生（学员）在学

校和企业修读的具体课

程和具体修读时间等。  

2、细化并出台学分制

管理实施办法，完善弹

性学制管理办法 

由行业（企业）与

学校采取校企双师带

徒、工学交替培养、集

中与分时授课等模式共

同培养学徒，主干专业

课合作行业（企业）参

与率达到 100%，专业课

程实习实训运用真实任

务、真实案例教学的覆

盖率达 90%以上。 

1. 完善以育人为目标的

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

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

制。 

2.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学

校主要负责在校期间学

生（学员）的专业理论基

础课程的学习成绩认定，

其他所有实习实训课程

全部由行业（企业）主导，

并全权负责对应课程成

绩的认定，纳入学校的学

分制管理办法。 

 

 

1.建立定期检查、反馈

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

控机制 

2.制定三方或四方协

议或合同（学徒在知情

权、工作津贴、保险等

方面的权益应做出明

确规定），并签订。 

5. 

其它 

特色 

内容 

 
1.校企协同共建教学基

地 

 

 

 



 

 

五、责任主体与试点保障措施（含学校、主管部门及所在市制定的保障措施） 

1. 

组织 

机构 

1.成立领导小组及项目办公室 

学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管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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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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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试点专业以项目组成员为基础建立试点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学

院教务科长、车辆工程系主任负责协调落实试点工作的开展，定期会商和协

调解决试点中的问题。 

2.成立项目监察审计组 

  由学院党委和纪委领导任组长，学院监察审计部门参加的项目监审机

构，负责与本项目相关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的监督和审察。 

3.建立项目建设会议制度、信息报送等制度 

  一是领导定期检查，督办工作进度，反馈建设实施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发现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二是建立项目监控机制和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采集

信息，向合作企业、师生员工公开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2. 

支持 

政策 

《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重庆市教育事业“十

二五”规划（落实<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五年行动计

划）》等指导性文件中，重庆将优化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布局，对现有职业

学校进行改造、升级，建构“一体两地四心三带”职教格局，构建技能人才

培养成长立交桥。推行提高全民素质的“人人教育”理念，积极探索现代学

徒制的教学模式，打造重庆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学校将逐步扩大学徒制试点专业的招生计划和经费投入，优先保障试点

专业的实训设备投入，加大学徒制试点专业教师的国内外培训工作，提升教

师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超前的教学理念。 

3. 

经费 

投入 

学校大力支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建设，每个试点专业拟投入建设经费

200-300 万元。学校将按时向项目组足额拨付专项资金，并将在对专项资金

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专帐管理，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的基础上，进

一步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在学徒制试点改革过程中，拟通过由校方支付行业负责的所有实习实训

环节产生的学分费用、由校企双方共同支付师傅补助（需签订合同，明确职

责）、由企方支付学生在行业具体岗位从事实习或实训时的待遇等方式，拟

通过校方为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企方将学生纳入雇主责任险等确保学生

安全并降低企方在学徒制培养中的风险，探索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才培养

成本分担机制。 

4. 

实训 

基地 

建设 

    校内建有汽车工程中心 1 个，面积 3800 余平方米，包括：汽车装调中

心、汽车部件装调实验室、汽车性能测试实验室、汽车拆装训练室等 8个。

由学校投资 200万元与长安公司（捐赠设备 150 余万元）在校内已共建长安

商用车重庆培训中心，用于企业装调工初级、中级能力目标培训；由学校与

长安公司共同投资 600余万元在长安渝北汽车制造厂已共建长安集团生产线

装调培训基地，用于高级能力目标培训。对项目的试点能提供充足的场地保



 

 

障。 

5. 

其它 

配套 

政策 

 

六、专家论证意见 

通过召开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汽车装调技术人员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育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评审会议，委员们听取了项目组对项目任务的详细介绍，通

过质询，形成如下论证意见： 

1、该项目符合现阶段教育部及重庆市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文件和政策精神。通

过该项目的实施，可在汽车装调技术人才培育中构建了一套更为科学合理的教育管理制

度与人才培育方式。 

2、该项目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建设目标准确，实施工作计划安排具体合理，

教学、实训、研发和服务等功能体现充分，建设进度安排合理，具有极强的实施性。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实施体现了高职教育服务一线的特色，对实现发展型、复合型、

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实施。 

 

 

 

                           负责人：               2015年 09 月 21日  

 

 

专 

家 

信 

息 

序号 姓  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 机 签 名 

1 陈文峰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

事业部人力资源部总监 
13983288509  

2 王武生 长安福特汽车人力资源部总监 13594298835  

3 丁德勇 
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有限位公司

人力资源部总监 
13509484396   



 

 

4 沈  红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

事业部技术中心/高工 
13996170595  

5 王  渠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渝北汽

车制造厂人力资源处/高工 
18983853678  

6 张振生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教授 18523059091  

7 张红斌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教授 13608379646  

     

七、审核意见 

试点 

单位 

审核 

意见 

 

 

 

  

 

 

 

 

 

 

 

 

                                              单位签章 

 

                                     2015年   月   日 

  

重庆市

教育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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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签章）   

 

                                   2015年   月   日 

 

 



 

 

 

附件 3 

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任  务  书 

 

 

 

 

试点单位（盖章）：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项目名称：    光电显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主管部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所在省市：              重庆市               

填表日期：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2015 年 9 月 



 

 

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光电显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试点起止年月 2015.09-2018.08 

试 

点 

单 

位 

单位名称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城东路 76号 

主要负责人 聂强 办公室电话 023-65928150 

手    机 13509495509 电子邮箱 56086290@qq.com 

主 

要 

参 

与 

学 

校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数 学制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电显示技术 80人 3年 

重庆 LED照明研发与产业联盟    

重庆宇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联光电科技公司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王正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7.09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 

分院院长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硕士 

办公室电话 023-65926012 手机 13330331962 

传真  电子邮箱 wang_it@163.com 

 

mailto:wang_it@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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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 签名 

夏西泉 男 1969.12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项目实

施方案 
 

韩德勋 男 1965.01 讲  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校企合

作洽谈 
 

刘睿强 男 1972.11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人才培

养方案 
 

林  涛 男 1977.03 讲  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教学标

准制定 
 

陈学昌 男 1979.11 讲  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考核标

准制定 
 

张  力 男 1982.02 讲  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招生学

生管理 
 

刘  浩 男 1964.03 教  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制度标

准制定 
 

王林泓 女 1974.03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项目实

施方案 
 

何  宝 男 1982.01 高  工 
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衔接 
 

池光星 男 1979.05 高  工 
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

施方案 
 

李建国 男 1970.08 工程师 
重庆宇凡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企业 

衔接 
 

陈伟民 男 1960.12 
教  授 

高  工 

重庆市 LED照明

研发与产业联盟

秘书长 

企业 

衔接 
 

毛小群 女 1982.01 讲  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核心课

程建设 
 

王宝英 女 1978.11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核心课

程建设 
 

王  君 女 1969.03 高  工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实训条

件建设 
 

李建芳 女 1973.09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实训条

件建设 
 

黄  鹏 女 1974.12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核心课

程建设 
 

赵淑平 女 1975.07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核心课

程建设 
 

雷小平 女 1984.08 讲  师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核心课

程建设 
 

 



 

 

二、试点单位基本情况：（不多于 2000字） 

1．试点单位概况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是由重庆市政府举办、重庆市教委主管、市教委与市经信委

共建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创建于 1965 年，1999 年成为重庆第一所高职学院，

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单位和重庆市高等

教育学会副会长单位。 

（1）基础条件优越 

学校占地 1365亩，在校生 20000余名，馆藏图书 127万余册。学校建有应用电子学

院、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等 13个二级

学院。优越的办学条件，优美的校园环境，使得学校成为领导调研、院校考察和企业合

作的重点院校，也发展成为重庆市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品牌院校”。 

（2）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教职工 1000 余人，其中博士 61 人、教授 66 人（二级教授 2 人），有两位教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5 位专家被聘为教育部一级行指委委员。学校高度重视“双

师”团队培育，现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 590人，校内专业带头人 41人，来自行

业企业的专业带头人 25 人。同时，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建成国家级教学团

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6个。 

（3）办学特色鲜明 

学校坚持“以电子信息为特色，培养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领

域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注重应用研发与技术服务”的办学定位，通过培

育专业特色来引领办学特色，开设有与重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发展高度契

合的专业 53 个，建成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 11 个特色专业群。科学的办学定位和特色

化的发展路径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4）合作领域广阔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先后与澳大利亚、德国、

英国等国教育机构在专业建设、师资培训、技术移民、境外实习、合作办学等方面建立

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中外合作共建有：中澳（重庆）职业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中德（重

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中英重庆•威尔士职教联盟。承办了中英、中德、中澳职教论坛

等多项国际交流活动。 



 

 

（5）校企合作紧密 

学校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成立了“重庆信

安校企联盟”和“重庆地区通信行业校企联盟”，共建有华为 ICT 培训认证中心、重电-

中兴 NC 学院、长安集团培训与技术服务中心、“中澳（移民就业）技能鉴定中心”、“中

德（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开办了长安班、京东方班等众多订单特色班级，开展中

澳、中德联合办学 5 届，共招收学生 519 人。承担教育部“中德汽车机电高技能人才培

养 SGAVE项目”。分段联合培养应用技术本科人才 262人。 

（6）标志成果丰硕 

近 5 年，学校狠抓教学质量工程和内涵发展，取得了一批富有内涵价值的标志性成

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10项；建成国家

级重点专业 9 个，市级重点专业 7 个。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8 门、省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 27门、国家级实训基地 3个、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2个。近五年，教师获

专利 188 项（发明专利 26 项），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56 部，主持省级以上纵向科研课题

172项，主持横向科研课题 149项，学生获得各类科技文化和技能大赛国家级奖 145项。  

2．合作单位概况 

⑴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OE）创立于 1993 年 4 月，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显

示技术、产品与服务提供商，核心业务包括显示器件、智慧系统和健康服务。产品广泛

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车载、数字信息显示、健康医疗、

金融应用、可穿戴设备等领域。 

2015 年，BOE（京东方）全球首发产品覆盖率 39%，年新增专利申请量 6156 件，累

计可使用专利超过 40000 件，位居全球业内前列。此外，2014、2015 年，BOE（京东方）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面板市占率连续两年全球第一，电视面板市占率增至 13.4%，升至

全球第 4位。 

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显示产业龙头京东方携手重庆合作兴建的第

8.5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是京东方完善西南地区产业布局、占据新型显

示技术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一步。项目选址两江新区，总投资 328 亿元人民币，建设用地

1035亩，形成集制造与研发于一体、面板与整机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该项目不仅

采用了京东方多年积累的自主核心技术，还采用了氧化物半导体、触控、ADSDS 宽视角



 

 

等最新前沿技术。项目设计月产能为 9 万片玻璃基板，主要产品以 TV，NB 为主， 2013

年 3季度开工建设，已于 2015年 3季度投产。 

⑵ 重庆 LED 照明研发与产业联盟 

重庆 LED 照明研发与产业联盟是为促进重庆 LED 产业的发展与繁荣，满足山城及国

内外巨大的市场需求，在重庆市科委倡议与指导下，由重庆市多家民营企业与部分科研、

生产、应用单位自愿发起成立了重庆 LED照明研发与产业联盟。 

联盟现有会员单位 75 家，其中企业 69 家，高校 4 所，科研单位 2 家。联盟的宗旨

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共赢的商业模式，促进联盟成员自身发展；推进 LED 照明的技

术进步和产业化目标，促进联盟内成员联合创新，形成产业群合力；倡导和维护有序的

市场竞争。 

三、试点项目建设目标 

1．项目建设总目标 

《光电显示技术（原光电制造技术）》专业是学院紧贴行业优势特色、办学多年且十

分成熟的专业，学院充分利用重庆和全国 LED 产业联盟，选择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宇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四联光电科技公司等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以制订校

企“双人才培养方案”、“双教学培养标准”为重点，以建设校企“双教学团队”为保证，

探索现代学徒制，实现校企联合招生、分段育人、多方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机制。 

⑴ 签署“两份协议”,实现联合招生 

学院《光电显示技术》专业将采取“文化综合知识考试+专业基础考试与岗位技能测

试”相结合的办法，单独组织考试和录取。其中岗位技能测试环节，将全部邀请合作的

行业企业代表全程参与，具体的技能测试成绩全部由行业企业代表认定。在录取后学校、

企业与学生三方签订学徒协议，明确学徒期限、应达到的要求和三方在学徒期间的权利

义务，做到招生与招工同步。学校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与要求。 

⑵ 制定“两套方案”，实施联合培养 

充分发挥企业主导作用，优化校企双方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开放式培

养模式。学校以理论教学和技能训练为主，适当吸收企业人员参与；企业以生产性实践

教学为主，适当吸收学校人员参与。学院将原来的《光电显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改变为校企分别实施、相互协同的 2个方案。培养目标定位在 LCD、LED 显示与照明行业，

培养 LCD、LED制造与测试，光电显示与半导体照明产品设计、制造、检测，室内外照明、



 

 

城市景观照明工程设计、施工等方面的技术技能人才。根据协议，学校负责传授通识教

育课程和光电显示基本理论知识，企业负责训制造、检测、工程施工技能，培养学生企

业文化和市场适应能力。利用前校后厂的优势，学生每周去企业 2-3 天，遇有企业大量

订单，学生可连续校企交替、工学交替学习。 

⑶ 实施“两套标准”，规范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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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核标准。学院在制定理论课程标准时，吸纳行业企业在光电

显示技术方面的新成果、新工艺，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动态调整。企业按照光电显示的职

业标准安排生产和培训内容。校企双方共同对学徒进行督查、指导与考核。在显示、照

明、工程设计与施工等课程中探索实施企业评价制度。经常开展督查与指导，监督评价

教学质量。考核过程中，结合企业岗位和职场要求，对学生的作业、作品、产品进行基

于企业和市场角度的评判，使学生职业岗位需要与终生职业发展相融合。 

⑷ 建设“两支队伍”，校企双师育人 

整合学院专任教师、行业专家、企业 LCD、LED制造工程师等资源共同组成课程教学

团队，校企双师授课。校企共同制定《光电显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师傅标准》，并遴选

出企业师傅(培训师）作为企业指导教师。学徒班由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担任企业培训师。企业帮助学院培训专业教师，企业师傅参加学院光电显示技术专业

委员会，每月开展一次专业研讨。根据现代学徒制实施要求，选择具有企业工作经验、

教学效果良好的教师担任校内教学。强化校内外教师队伍建设，严格选取校内专职教师，

成为教学主力。 

2．分年度建设目标（含具体实施步骤） 

⑴ 前期准备阶段（2015.09-2015.10） 

与光电显示技术行业企业签订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意向，确定具体人才培养规格及

联合招生招工方式。 

⑵ 制度标准制定阶段（2015.11-2016.01） 

① 校企双方共同制订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教学管理制度、考

核评价与督查制度、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及相应实施方案等制度体系。 

② 学徒制试点班级企业文化学习与体验。 

⑶ 教学标准制定阶段（2016.03-2016.08） 



 

 

① 由学校骨干教师与企业师傅进行课程体系开发、制订教学方案、专业教学标准、

课程标准、安排教学过程。 

② 学徒制试点班级行业企业体验与认知。 

⑷ 共同实施阶段Ⅰ（2016.09-2017.08） 

① 校企双方按照标准与制度履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职能。 

② 形成学徒制校企联盟。 

⑸ 共同实施阶段Ⅱ（2017.09-2018.06） 

① 校企双方按照标准与制度履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职能。 

② 形成学徒制校企合作开发特色教材。 

⑹ 成果总结阶段（2018.07-2018.08） 

光电显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成果推广。 

3.项目预期成效及推广价值（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⑴ 预期成果 

① 在我校光电显示技术专业建成 1-2个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级，探索现代学徒制企业

标准和企业导师标准。 

② 构建行企校“学生-学徒-员工”一体化协同培养机制：一体化协同培养机制，人

才培养模式和标准，师资培养方案（现代学徒制企业标准和企业导师标准），探索现代学

徒制企业标准和企业导师标准。 

③ 与 1-2 个可以大规模培养和吸纳光电显示技术专业学生光电显示企业建立稳定

的长期联合培养关系。 

⑵ 推广价值 

① 内部推广：在我校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等 5 个专业进行推广。 

② 学术推广：围绕光电显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公开发表 2篇及以上教改

论文。 

③ 交流推广：与其他兄弟院校的光电显示技术专业交流现代学徒制经验 3次以上，

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通过参加国内国际会议交流 3 次以上，将项目实施中的人才培养模

式、管理的规章制度等成功做法，以报告会、研讨会等方式在校内外进行宣传。 

④ 行业推广：与重庆及周边的光电显示企业建成光电显示技术产学研联盟。 

⑤ 标准化推广：校企双方制订出光电显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标准，在我校的



 

 

其他电子信息大类专业和重庆市内外同类院校及企业进行推广。 

⑶ 应用范围 

本项目成果可直接应用于高职院校的电子信息大类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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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学校毕业生、退

伍军人等。企业员工培训、行业企业高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发展。 

⑷ 受益面 

培养光电显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学生 80 余名，院内及校内相关专业受益 1500 余

人，为众多光电显示企业量身定制亟需的光电显示技术专业技能型人才。与企业联盟联

合培养光电显示技术产业技能创新人才 5000 余人。 

 

四、试点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 

重点

建设

内容 

建设进程 

1.校

企协

同育

人机

制探

索 

⑴ 2015.09—2016.08：建立学徒培养管理机制，建立校企联合招生、分段育

人、多方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机制，明确校企双方职责、分工，推进校企紧密

合作、协同育人。逐步构建以行业（企业）与学校二元主题、学徒与学生二元身

份、师傅与教师二元教学、企业与学校二元管理、企业与学校二元评价、毕业证

与职业资格证二元证书、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二元学制为主要特征，以全面提升学

生（学员）技术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为主要目标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 

⑵ 2016.09—2017.08：完善学徒培养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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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主要负责在校期间学生（学员）的专业理论基础课程的学习成绩认定，

其他所有实习实训课程全部由行业（企业）主导，并全权负责对应课程成绩的认

定，纳入学校的学分制管理办法。 

⑶ 2017.09—2018.08：探索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统筹利用好校内实训场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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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

才培

养制

度和

⑴ 2015.09—2016.08：完成 2016 人才培养模式调研报告；结合调研结果完

成专业群课程体系的改革，并融入到 2016 年人才培养方案中。 



 

 

标准

完善 
按照“合作共赢、职责共担”原则，与合作企业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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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表现为：《光电显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光电显示技术专业教学标

准》《光电显示技术专业课程标准》《合作专业企业师傅标准》《专业质量监控标准

及实施方案》《光电显示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光电显示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校企

合作开发教材》。 

⑵ 2016.09—2017.08：完成 2017 年人才培养方案；建成“公共课程+核心专

业课程+教学项目”为主要特征的适合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教学模式，由行业（企业）与学校采取校企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集中与分

时授课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主干专业课合作行业（企业）参与率达到 100%，采

取弹性学分制。专业课程实习实训运用真实任务、真实案例教学的覆盖率达 90%

以上。 

⑶ 2017.09—2018.08：完成 2018 年人才培养方案及总结；校企共同制订电

子技术类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制订本专业网络课程的教学与评价标准。 

3.招

生与

招工

一体

化推

进 

试点专业将采取“文化综合知识考试+专业基础考试与岗位技能测试”相结合

的办法，单独组织考试和录取。其中岗位技能测试环节，将全部邀请合作的行业

企业代表全程参与，具体的技能测试成绩全部由行业企业代表认定。 

⑴ 2015.09—2016.08 

① 招生政策上争取重庆市教委的支持，允许我校现代学徒制班从应届高中

生、应届中职生招生外，还可以从相关企业在岗员工中或社会人员中直接招生。

制订招生即招工方案。 

② 由 LED 产业联盟组织调研光电显示与照明企业 2016 年度光电技术人员需

求表，确定需求企业与岗位。 

③ 由学校、LED产业联盟、需求企业组成联合招生组及招生方案，从报名应

考人员中从择优录取，构建现代学徒制 2016级班，非企业正式员工在通过自主招

生测试成为我校正式录取的学生时，即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成为企业的正式员



 

 

工。 

⑵ 2016.09—2017.08 

① 由 LED 产业联盟组织调研光电企业 2017 年度技术人员需求表，确定需求

企业与岗位。 

② 由学校、LED产业联盟、需求企业组成联合招生组及招生方案，从报名应

考人员中择优录取，构建现代学徒制 2017 级班，非企业正式员工在通过自主招生

测试成为我校正式录取的学生时，即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 

⑶ 2017.09—2018.08 

① 由 LED 产业联盟组织调研光电企业 2018 年度技术人员需求表，确定需求

企业与岗位。 

② 由学校、LED产业联盟、需求企业组成联合招生组及招生方案，从报名应

考人员中择优录取，构建现代学徒制 2018 级班，非企业正式员工在通过自主招生

测试成为我校正式录取的学生时，即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 

4.校

企互

聘共

用的

师资

队伍

建设 

学校将结合本专业具体建设情况，会同合作企业建立双导师的选拔、培养、

激励制度，形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构建校企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

术开发、专业建设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形成相关具体制度。 

另外，在 2015－2016 学年度培养企业专业带头人 1 名；在 2016－2017 学年

度培养培养骨干教师 5名，培养校外兼职教师 1名；在 2017－2018学年度培养双

师素质教师 5名，培养校外兼职教师 1 名。 

5.现

代学

徒制

特点

的管

理制

度建

设 

⑴ 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与合作企业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细化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在培养方案中，明确

规定学生（学员）在学校和企业修读的具体课程和具体修读时间，细化学分制管

理实施办法，出台相应的学分制试点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指导意见以及学分

制管理实施细则。 

制订过程与终结评价机制。在过程评价中，任课教师、企业指导教师等使用

学生学习表现记载工具对学生公共基础类、公共拓展类、专业基础类、专业技能

类、专业拓展类课程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记载；辅导员、家长、社区人员等使用

学生素质表现记载工具对学生基本素质表现、专业技能表现等情况进行评价记载；

在终结评价中，每学期末，任课教师、企业指导教师等对学生课程学习态度、学



 

 

习过程和学习效果进行学期终结评价，形成学生课程总评成绩；辅导员、家长、

社区人员等对学生参与各类活动和取得的效果进行学期终结评价，形成学生基本

素质表现、专业技能表现等成绩。 

制订学徒管理办法，保障学徒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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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

全。 

相关教学管理制度具体表现为：《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光电显示技术专业教学

管理制度》《光电显示技术专业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光电显示技术专业

创新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光电显示技术专业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光电显

示技术专业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光电显示技术专业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等。 

⑵ 在培养方案中，明确规定学生（学员）在学校和企业修读的具体课程和具

体修读时间，细化学分制管理实施办法，出台相应的学分制试点专业的人才培养

方案编制指导意见以及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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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制订学徒管理办法，保

障学徒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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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 

6.其

它特

色内

容 

⑴ 标准和制度建设：按照“合作共赢、职责共担”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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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制度、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管

理办法及相应实施方案等；制订相关具体标准。 

⑵ 实训条件建设：整合实训资源，初步形成光电技术专业实训平台框架，完

成组织管理机构；完成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光电子企业的调研，了

解主要岗位的工作职责，形成调研报告。 

制订“光电子专业实训规范”；编写实训指导书；新建多家校外实习基地，并

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书。 

⑶ 证书获取：毕业学生应取得电子产品装接工中级工、电子 CAD中级工、液

晶器件制造工、电子真空镀膜中级工资格证书之一，或取得所在学校与联合培养



 

 

企业共同制订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出的证书之一。制订证书获

取具体方案。 

五、责任主体与试点保障措施（含学校、主管部门及所在市制定的保障措施） 

1. 

组 

织 

机 

构 

⑴ 成立领导小组及项目办公室 

学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管领导、企业负责人、学校相关处室负

责人组成；下设项目工作办公室，主要由学校二级学院领导、企业技术人员、

学校专业教师等组成。领导小组定期会商和协调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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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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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负责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 

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唐玉林（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分管教学副校长） 

副组长：幸昆仑（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分管合作发展副校长） 

        何  宝（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彭  彬（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合作发展处副处长） 

成  员：王正勇、夏西泉、韩德勋、陈学昌、张力、池光星（京东方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建国（重庆宇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工作办公室： 

组  长：王正勇 

副组长：夏西泉、韩德勋、何宝 

成  员：刘睿强、林涛、刘浩、王林泓、何宝、池光星、毛小群、王宝英 

联络员：陈学昌（学校应用电子学院教务科长，与企业协调教学相关事宜） 

        张  力（学校应用电子学院学管科长，与企业协调管理相关事宜） 

⑵ 成立项目监察审计组 

由学校纪委领导任组长，学校监察审计部门参加的项目监审机构，负责与

本项目相关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的监督和审察。 

组长：陈丽（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纪委书记） 

成员：杨世民（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纪检监察处处长） 



 

 

      周  琨（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审计处副处长） 

      布玉涛（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务处副处长） 

⑶ 建立项目建设会议制度、信息报送等制度 

一是领导定期检查，督办工作进度，反馈建设实施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发现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二是建立项目监控机制和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采集信

息，向合作企业、师生员工公开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2. 

支 

持 

政 

策 

《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重庆市教育事业“十

二五”规划（落实<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五年行动计划）》

等指导性文件中，重庆将优化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布局，对现有职业学校进行

改造、升级，建构“一体两地四心三带”职教格局，构建技能人才培养成长立

交桥。推行提高全民素质的“人人教育”理念，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的教学模

式，打造重庆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学校将保障学徒制试点专业的招生计划和经费投入，优先保障试点专业的

实训设备投入，加大学徒制试点专业教师的国内外培训工作，提升教师过硬的

专业素质和超前的教学理念。 

企业将优先考虑学徒今后工作协议签订，大力扶持津贴、保险投放力度。

同时开展定期专业培训，进行一对一指导。实践设备投放及使用，实践技术的

教授。建立实用性实验室，参与校内实训实验等课程制定，以培养实用性人才

为主旨。 

 

3. 

经 

费 

投 

入 

学校大力支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建设，拟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投入建

设经费 200-300 万元，学校按时向项目组足额拨付建设资金。同时，学校将制

定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预算，对专项资金

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专帐管理，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在学徒制试点改革过程中，校企双方全程参与学生（学院）的培养。为了

充分调动学生和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由行业负责的所有实习实训

环节产生的学分费用全部由学校支付，而当学生在行业具体岗位从事真实的实

习或实训时，由行业（企业）方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发放真实工资。另外，学



 

 

校根据签订的合同向行业（企业）方支付师傅工资。 

 

4. 

实 

训 

基 

地 

建 

设 

突破体制机制瓶颈，“引企入校”共建生产型实训基地，2010年开始，先

后引进重庆宇凡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福欧科技有限公司及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校中厂”模式，企业投入一定设备，形成了实训基地

共建共享的多元投资格局，教学实验实训条件大为改善，校企合作新建、改扩

建生产型实训基地 3 个，将企业的技术标准、管理规范和企业文化等融入实训

教学过程中，真正推进了工学结合工作的开展；建立健全了校企合作开展产学

研合作机制和系列管理制度，提升了实训基地的内涵建设，实践教学条件显著

改善；构建了专业建设领军班子，聘请企业兼职专业带头人 2 名，长期聘请企

业一线的兼职教师 11名，形成了一只高水平、专兼结合的双师教学团队，师资

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现了毕业学生工艺能力强、实践技能高、协作精神好、岗位适应快，学生培

养质量显著提升。 

⑴ 校内实训设备 

光电制造技术相关校内实训基地一览表 

名称 功能 
投资 

(万元) 
面积 主要设备 

光电制造技术实训室 光电制造技术应用 75 

300M
2
 

ZZS700 型箱式真空镀

膜机，激光球面干涉

仪，光电显示应用综

合实验仪，西门子可

编程控制器开发平台 

光电显示与照明实训室 
光电显示与照明技

能培训 
60 

可编程控制器实训室 LED集成驱动 60 

大屏幕 LED 点阵显示屏

实训室 

大屏幕 LED 点阵显

示屏集成开发 
30 

120M
2
 

大屏幕 LED 点阵显示

屏实训系统（墙面型）

（THMEDZ-3） 

⑵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坚持开门办学，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宗旨，密切联系公司、单

位，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满足工业机器人专业实习实训的教学需要。建

立了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

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四联光电科技公司、重庆煌能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宇凡

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福欧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光电制造相关企业签订了校外实

训基地建设协议，共同培养光电制造高技能人才。另外，计划发展 3-5 家光电



 

 

制造行业企业校外实训基地。与德国合作利用欧元贷款项目大屏幕 LED 点阵显

示屏实训室。 

5. 

其 

它 

配 

套 

政 

策 

重点支持教科研项目，实验、实训室建设。对被列为现代学徒制的专业，

在教科研项目立项，专业经费投入，课程教学改革，实验、实训室建设，师资

培训，设备购置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确保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能够落地、开

花、结果。 

建立激励机制。建立完善现代学徒制建设各项工作考核的激励机制，充分

调动现代学徒制建设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六、专家论证意见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显示技术、产品与服务提供商。企业与学校进行校企深度合作的现

代学徒制试点，具有良好和坚实的基础，试点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具体、清晰，具有一

定的可行性和操作性，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与效果。 

 

 

负责人：                     年   月    日     

专 

家 

信 

息 

序号 姓  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 机 签 名 

1 陈伟民 重庆大学、重庆 LED产业联盟/教授、博导 18602374327  

2 陈  卫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教授 13896155091  

3 彭克发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教授 13452160561  

4 何  宝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工 13512358894  

5 池光星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工 13983696948  

七、审核意见 

试点 

单位 

审核 

意见 

 

 

 

 

 

 

 

                                              单位签章 

 

                                     2015年 9 月 25 日 

  

重庆 

市教 

育委 

员会 

审核 

意见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任  务  书 

 

 

        试点单位（盖章）：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项目名称： 软件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高等职 

          业教育试点  

主管部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所在省市： 重庆市                      

        填表日期： 2015-09-20                  

 

       

 

 

 

 

 

2015 年 9 月 



 

 

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软件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高等职业教育试点 

试点起止年月 2015.9-2018.9 

试 

点 

单 

位 

 

单位名称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通讯地址 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主要负责人 聂强 
办公室 

电话 
02365928150 

手  机 13509495509 电子邮箱 56086290@qq.com 

主 

要 

参 

与 

学 

校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

数 
学制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30 3 

中软国际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王俊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2.4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院长 最终学历/学位 硕士 

办公室电话 023-65926079 手机 18716268987 

传真 023-65926079 电子邮箱 4125387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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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 签名 

王俊峰 男 1962.4 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 
  

李林 男 1970.6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 
  

邓剑勋 男 1978.6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   

吴明元 男 1965.1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   

郑卉 女 1982.5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   

杨健 男 1978.12 总经理 中软国际重庆分公司   

江波 男 1982.7 副总经理 中软国际重庆分公司   

韩磊 男 1983.9 经理 中软国际重庆分公司   



 

 

二、试点单位基本情况：（不多于 2000字）3 

1.试点单位概况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是由重庆市政府举办、重庆市教委主管、市教委与市经信

委共建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创建于 1965 年，1999年成为重庆第一所高职学

院，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单位和重庆

市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单位。 

（1）基础条件优越 

学校占地 1365 亩，在校生 20000 余名，馆藏图书 100 万余册。学校建有应用电

子学院、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等

13 个二级学院。优越的办学条件，优美的校园环境，使得学校成为领导调研、院校

考察和企业合作的重点院校，也发展成为重庆市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品牌院校”。 

（2）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教职工 1000 余人，其中博士 61人、教授 59人（二级教授 2人），有两位教

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5位专家被聘为教育部一级行指委委员。学校高度重视

“双师”团队培育，现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 508人，校内专业带头人 49人，

来自行业企业的专业带头人 15 人。同时，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建成国

家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5个。 

（3）办学特色鲜明 

学校坚持“以电子信息为特色，培养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领域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注重应用研发与技术服务”的办学定位，通

过培育专业特色来引领办学特色，开设有与重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发展

高度契合的专业 51个，建成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 11个特色专业群。科学的办学定

位和特色化的发展路径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4）合作领域广阔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先后与澳大利亚、德国、

英国等国教育机构在专业建设、师资培训、技术移民、境外实习、合作办学等方面建

                                                        
3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下同。 



 

 

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中外合作共建有：中澳（重庆）职业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中

德（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中英重庆•威尔士职教联盟。承办了中英、中德、中

澳职教论坛等多项国际交流活动。 

（5）校企合作紧密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成立了“重庆信安校企

联盟”和“重庆地区通信行业校企联盟”，共建有华为 ICT培训认证中心、重电-中兴

NC学院、长安集团培训与技术服务中心、“中澳（移民就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德

（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开办了中兴班、华为班、长安班、广达班、京东方班

等众多订单特色班级，开展中澳、中德联合办学 5届，共招收学生 519人。承担教育

部“中德汽车机电高技能人才培养 SGAVE项目”。分段联合培养应用技术本科人才 262

人。 

（6）标志成果丰硕 

近 5年，学校狠抓教学质量工程和内涵发展，取得了一批富有内涵价值的标志性

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10 项；建成国家级重点专业 9 个，市级重点专业 7 个。有国家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 8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7 门、国家级实训基地 3

个、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2 个。近五年，教师获专利 188 项（发明专利 26

项），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56 部，主持省级以上纵向科研课题 172 项，主

持横向科研课题 149 项，学生获得各类科技文化和技能大赛国家级将 145

项。 

 

2.合作单位概况 

中软国际成立于 2000 年，为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是中国大型综合性软件信息服

务企业，提供从 IT 咨询服务、IT 技术服务、IT 外包服务到 IT 培训服务的“端到

端”软件及信息服务。集团总部位于北京，在中国上海、深圳、南京、成都等大陆主

要城市，中国香港，美国普林斯顿和西雅图，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等 25 个城市设有

39 家分子公司，员工逾 23，000 人。 



 

 

中软国际卓越培训中心是中软国际具体负责合作实施的二级单位，支持中软国际

高速发展的人才战略组成部分，软件及外包业务快速发展的重要人才支撑平台。中软

国际 ETC由中软国际培训事业部发展而成，其前身为“中软总公司计算机培训中心”，

至今已有 28 年的 IT 培训历史，是国内第一家 IT 培训机构，也是国内第一家通过

ISO9001认证的培训机构，原信息产业部（现工信部）IT技术支撑单位，迄今为止共

培养了超过 50万名 IT专业人员。 

随着中软国际业务的飞速发展，为了满足各分公司急速增长的用人需求，中软国

际卓越培训中心投重金研发了专门针对大学生的准员工“5R”培训课程体系，并在北

京、大连、无锡、长沙、厦门、重庆等地建立了 3000平米以上的软件人才实训基地，

年培训规模达 20000 人次。中软国际卓越培训中心与国际多家知名企业合作紧密，现

在已是微软认证高级技术培训中心（ CPLS）， SUN 认证高级技术培训中心

（ASEC）， RedHat北方地区唯一授权培训中心，CISCO北京地区唯一授权培训中心，

同时也是 Prometric 和 Vue两家考试公司的认证考试中心。 2008年中软国际卓越培

训中心进一步与这些跨国公司深度合作，开发多个全新的人才培养项目：与微软公司

合作开展 SharePoint 高级人才培训项目；与 IBM 公司共建“SOA 实训基地”项目。

与 SUN公司共建“Java 高级技术实训 基地”项目（中国独家）；中软国际卓越培训

中心的人才培训业务发展为主要包括潜在员工培训、内部员工培训和企业级&行业级

培训三大范畴。 

中软国际卓越培训中心（重庆）2008 年 9 月正式入驻重庆西永微电园，是重庆

市 2008 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之一，重庆市委书记亲自观礼招商签约仪式，重庆基地

将是中软国际卓越培训中心在中国西部人才战略的重要平台。重庆基地自 2008 年 9

月成立以来，已经和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高校建立了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关系。

通过与国内高校的合作，为计算机或相关专业的在校学生提供基于岗位的项目实战训

练，实训内容由技术类项目实战训练和职业素质训练两部分组成，包括 Java 软件开

发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Net 软件开发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对欧

http://www.csst.com.cn/Class/ClassView.aspx?ParentID=76&ClassID=100&ID=277
http://www.csst.com.cn/Class/ClassView.aspx?ParentID=76&ClassID=100&ID=277
http://www.csst.com.cn/Class/ClassView.aspx?ParentID=76&ClassID=100&ID=277
http://www.5retc.com/dalian/index.htm
http://www.5retc.com/wuxetc.asp
http://www.5retc.com/chsetc.asp
http://www.5retc.com/chqetc.asp


 

 

美软件外包工程师、对日外包软件工程师等技术领域。毕业学生经过优先选拔进入中

软国际有限公司和中软集团下属大型软件企业就业，或经推荐进入国内其它知名软件

公司就业。 

 

三、试点项目建设目标 

1.项目建设总目标 

探索政府主管、行业促进、职业院校与用人企业共建的现代学徒制，是解决当前

企业用工荒用工难，高职院校学生就业难就业不对口等问题的有效手段。建立校企联

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制，完善学徒培养的教学文件、管理制度及

相关标准，推进专兼结合、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是建设现代学

徒制试点项目的几个重要目标。 

通过探索一种融合院校、企业、学生（学徒）的新培养机制，使得学生就学需求

和就业需求相结合，岗位实训与课程教学相结合，进而使得院校、企业和学徒三方共

赢。该项目面向大重庆地区乃至整个西南的软件企业，依托重庆市教委、市经信委、

市人社局等政府部门，借助软件行业协会和众多合作企业的资源优势，通过为企业提

供针对性的软件人才而服务本地信息产业。最终达成一种政府协调、行业指导、企业

参与、学校推进的四方联动体系，构建校企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地方产学合作

平台，全面提升专业建设水平、条件装备水准、服务产业发展能力，将软件技术专业

建成职业教育体系“特色鲜明、全国一流、重庆引领”的品牌专业。 

2.分年度建设目标（含具体实施步骤） 

 

一、2015.9-2016.8 

（1）与不同合作企业签署具有不同特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引入优质的软件及相关企业，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合作模式，通过签

署一系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夯实合作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框架中落实五个对接：一是实现学院与企业对接，制订深度合作的协议和规划；

二是实现学院实训基地与企业生产部门对接，制订学校实训基地和企业实训基地建设

方案；三是学院专业与企业产业对接；制订精品专业建设规划；四是学院教师与企业

师傅对接，制订“双师型”专业教师培训计划；五是学院岗前培训与企业岗位对接，

签订师徒合同。 

框架中体现三个互通：一是招生与招工互通，实现招生即招工，招工即招生；二

是上课与上岗互通，实现上课即上岗，上岗即上课；三是毕业与就业互通，实现毕业

即就业，完成学徒任务。 

（2）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 



 

 

完善软件学院与合作企业对学徒的双导师制，建立健全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

核、激励制度，双方选拔骨干，形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明确双导师职责和待

遇，合作企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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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学院要将指导教师的企业实践和技术能力纳入教师考核并作为晋升专业技

术职务的重要依据，从而引导专业教师积极拓展岗位实践，提升动手技能，进而更好

的服务学生。 

建立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校企双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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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手段、个人发展等因素激励双方项目人

员。 

（3）在 2015级新生中开展宣传，甄选意向学生。采用企业与学校共同培养的模

式开展初步试点。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初步修订，增补进入企业实训等相关内容，突

出试点班的教学特色。 

 

二、2016.9-2017.8 

（1）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秉承前期企业定制班相关工作的基础，不断完善现代学徒制

培养管理机制，从招生、培养、就业等多个环节入手，提高体系对现代学徒制项目实

施的服务能力；通过合同形式，明确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与以中软国际为代表的合作企

业的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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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双方在联

合招生过程中的责权利划分模式。构建针对不同特点和不同阶段的学徒（学生）的培

养方案。建设有效的以学校和企业为主体，以第三方机构为辅助的，面向职业能力的

质量评价体系。 

探索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统筹利用好校内实训场所、公共实训中心和企业实

习岗位等教学资源，作为校内开展企业实际项目开发的资源，形成企业与职业院校联

合开展现代学徒制的长效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措施： 

在学徒制试点改革过程中，校企双方全程参与学生的培养。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和

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由行业企业负责的所有实习实训环节产生的学分费用全

部由学校支付，而当学生在行业具体岗位从事真实的实习或实训时，由行业企业根据

本单位具体情况发放真实工资。另外，学校根据签订的合同向行业企业支付师傅工资。 

（2）推进招生招工一体化 

在项目中，完善软件学院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一体化的招生招工制度，推进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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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日后走上工作岗位能最大限度发挥潜能。 



 

 

规范职业院校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程序，通过学校、学生、企业签订三方合同，

明确学徒的企业员工和职业院校学生双重身份，保障学生在知情权、工作津贴、保险

等方面的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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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7.9-2018.8 

（1）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按照“合作共赢、职责共担”原则，软件学院与合作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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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徒培养途径更符合企业用人需求。 

共同建设基于岗位技能的专业课程和基于工作流程的专业课程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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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从理论和实践

两个角度出发，重点强调提升学徒的实践动手能力。让学徒毕业即就业，无需再经过

复杂的岗前培训。 

（2）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和修订学分制管理办

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让不同层次的学生能有不同的选择。 

创新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教学考核评价标准，建立多方参

与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确保教学过程不流于形式，防

范合作企业安排学徒做与对应岗位物管的工作。 

制订学徒管理办法，保障学徒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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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企业对学生的安全保障、薪酬福利等相关配套管理制度。 

 

四、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2015.9-2016.8） 

（1）走访市内外软件企业，与意向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2）制定《实施办法》和相关规章制度； 

（3）制定试点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和学徒手册。 

（4）确认试点专业及人数，选定实习单位，项目启动后从软件学院一年级新生

中与企业联合选拔参加人员，先签劳动合同后办理学籍手续。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2016.9-2017.8） 

（1）完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并实施； 

（2）建立第三方中介评价考核办法及开始进行过程管理； 

（3）组织考核，岗位技能考评和职业资格证书考证相结合； 



 

 

第三阶段：总结推广（2017.9-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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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奖励先进单位、教师和个人； 

（4）确认新一轮学徒制开展的专业及人数。 

 

 

3.项目预期成效及推广价值（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一、预期的成果如下： 

成果形式 成果内容 数量 备注 

重电软件学院现代学徒制

培养项目教学管理、合校企

合作以及师资建设中的规

范性文件汇编 

包括试点期间形成的各类有参考

价值的规范性文件，如： 

与企业的合作协议、教学管理文

件、学生与学校及企业签订的三

方合同范本、经费管理办法等 

1份 预计2万字 

《重电软件学院现代学徒

制培养项目》研究报告 

对试点过程中形成的师资力量建

设经验、企业导师的考核认证及

质量管理办法，企业和学校师资

的相互培训机制，以及学生在过

程中的管理模式等进行调研、分

析、归纳及总结 

1份 预计2万字 

发表项目相关论文 
针对创新的做法进行分析和总

结，形成教学教改论文 
3篇  

项目相关教材 有现代学徒制特色的教材 2本  

项目相关课件 有现代学徒制特色的教学课件 2门课  

项目教案汇编  1本  



 

 

二、预期效果 

三年项目试点下来，将有 1 批毕业生，2 批在校学徒。预计就业率将达到 97%以

上（不含专升本学生），对口企业选择后，剩下的还可以在合作企业集合中进行推荐。

在校学徒实际动手能力远超普通全日制在校学生。在全国各项软件技能大赛中频获奖

项。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软件专业应用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有利于促进行业、企

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

学习对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 

同时，现代学徒制的建立是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软件学院主动服务当前经济社

会发展要求，推动职业教育体系和劳动就业体系互动发展，打通和拓宽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和成长通道，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选择，具有深远的意义；进一步

深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了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有

效手段，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培养了学徒（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在现代学徒制的试点过程中还会形成各种先进管理模式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有益

经验的总结性材料，特别是教学过程中的管理文件、质量保证文件，师资培训经验总

结，学生在生产中的安全保障措施（保险等），这些都能从一定程度上提升高职院校

的教学管理水平，提高学生在社会实践和企业实习的学习效果，保障过程中的学生人

生安全，为下一步深入探索现代学徒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推广与应用范围 

可以推广到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其他二级学院的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并预计可推广到重庆市内其他高职院校的软件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甚至可出省，推广到全国高职院校软件专业，提供相关理论和实施经验，

以及数据依据。 

 

 



 

 

四、试点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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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项目启动，因

为没有新生，可以在一

年级新生中择优录取学

员，与多家企业进行

“现代学徒制”试点。

这些企业是以中软国际

有限公司为首的，重庆

地区的软件公司群体。

是与我校有深度合作的

优质企业，在规模、设

备、技术人员等方面均

有优势。目前已与中软

国际初步达成校企合作

培养框架。 

（1）学校软件技术专业

将采取“文化综合知识

考试+专业基础考试与

岗位技能测试”相结合

的办法，单独组织考试

和录取。其中岗位技能

测试环节，将全部邀请

合作的行业企业代表全

程参与，具体的技能测

试成绩全部由行业企业

代表认定。 

（2）与企业制定学徒实

 

待新一年招生工作

开始后，可以全流程试

点现代学徒制项目。学

校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后，可联合开展招生招

工，学生入校标准由企

业与学校共同制定，入

校学生与学校及企业签

订三方协议，明确学生

的“学徒”及“企业准

员工”双重身份，在校

期间，企业根据该学徒

实际贡献，落实其工龄

计算、学徒工资、社保

费用、奖学金（创业）

基金。从而使得现代学

徒制的这种学生在校学

习即到企业入职。具体

可采用如下措施： 

（1）根据合作企业年度

用工需求预测，采取订

单培养形式，积极合作

办学。对现代学徒制学

生的实践实训教育，要

以中软国际为龙头的若

干家软件企业为主体企

 

根据招生过程中不

同生源的特点，有针对

性的设计不同软件岗位

所需素质模版，结合专

业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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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学生能根

据自身特点进行有针对

性的职业技能教育，走

上适合自己的岗位。 

规范与企业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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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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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计划。与中软国际共

同制定“现代学徒制试

点实施方案”，在企业

充分了解学生在校学习

的相关知识和实践技能

的基础上，学校专业教

师参与，主要由企业制

定学徒实习计划。其中，

实习内容、指派师傅和

学徒过程、考核方式，

主要由企业安排。 

（3）学生自主选择企

业。允许学生在参与学

徒制试点之前自主选择

与哪个企业建立学徒制

关系，在充分了解企业

并征求家长意见的基础

上，学生、企业和学校

（必要时包括家长）签

署三方（或四方）学徒

制协议，实习期间企业

为学生购买伤害意外保

险，并在学生实习期间

根据贡献提供一定的津

补贴。 

（4）校企共同管理。学

生在企业学徒时，具体

管理由企业负责。学校

安排骨干教师到企业一

边挂职锻炼，一边以

业，结合软件学院多年

来与这些企业合作的经

验，优选业务发展好、

盈利能力强、产品质量

好的企业，建立长期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企业

选择要相对集中，便于

监督教学情况。 

（2）初期严格控制新招

入软件专业学徒制试点

班的学生数量，根据发

展形势逐年调整招生数

量，扩大合作企业数量，

增加招生招工数量，到

“十三五”末，争取学

徒制试点班学生人数达

到软件学院学生人数的

50%，进一步提高教学培

养质量，提升学生对口

就业率。 

 



 

 

“指导师傅”的身份协

助学徒管理。学生学徒

过程中每天填写包含工

作内容、工艺流程、安

全生产、师傅指点、学

徒体会等内容的学习

卡，填写包含设备安全

操作、工作质量、工具

使用、劳动纪律和劳动

态度、指导师傅意见等

内容的学徒考核卡。 

 

2.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1)充分发挥软件专

业校企合作办公室的作

用，扩大和优化专业指

导委员会，联合重庆市

软件协会、软件企业，

试点探索多学期、分段

式培养，研讨制定符合

市场的人才培养方案； 

    2）对课程体系设置

进行改革，体现以“技

术应用”为本质的人才

培养特点，增大以企业

为重要主体的培养特

征，探索软件项目引领

下的导师制实践培养和

岗位锻炼式培养； 

1）加强毕业设计和

顶岗实习阶段的顶层设

计和管理，以软件真实

项目为依托，探索科学

合理、行之有效的方法

手段。 

2）大力开展学生技

能竞赛和作品展示活

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

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

创新能力； 

3）加强学生的影子

项目训练。即仿真项目

训练，通过虚拟任务提

高学生对软件系统分

析、设计、测试和商业

部署的能力。 

 

1）引入社会评价，

采用开放多元的考核方

式实施职场鉴定。通过

企业真实的或仿真模拟

的职业岗位工作要求，

来对学生进行评价和鉴

定。在学校建立校内成

绩考核与企业实践考核

相结合、职业技能考核

与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相

结合、过程性考核与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的“三

结合”评价体系来实施

职场鉴定。 

2）根据职业教育的

特点，强化教学过程的

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



 

 

3）开发核心课程数

字化资源，改革教学方

法手段，探索适合高职

学生的教学模式。基于

MOOC 和微课理念，试点

建设《SQL Server数据

库应用》和《C#程序设

计》两门课程的数字化

资源，以“智慧课堂”

和“翻转课堂”的理念

为基础，转变教学方式，

改革教学方法手段，进

一步探索适应学生的学

习方法和适合高职学生

的教学模式。 

4）教学方式上，由

行业企业与学校采取校

企双师带徒、工学交替

培养、集中与分时授课

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

主干专业课合作行业企

业参与率达到 100%，采

取弹性学分制。专业课

程实习实训运用真实任

务、真实案例教学的覆

盖率达 90%以上。 

性，探索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改造传统的教学方

式；依托学校云计算和

存储平台，立项开发应

用软件，以加强教育信

息化建设。根据目前专

业和学校管理需要，由

学校和企业教师组成导

师团队，带领学生自主

研发适用的教育信息化

软件，三年内力争立项 3

个基于该平台的，能解

决师生学教互动的信息

化应用软件，并推广应

用，全面提升专业服务

能力； 

3）在教学实施过程

中，探索和实践采用任

务驱动、项目导向等灵

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尤

其是探索和实践“智慧

课堂”和“翻转课堂”

的新方法；教学互动，

提升知识的教授效果。 

 



 

 

3.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加强队伍建设。 

1) 以教师培养、评聘和

考核为核心，强化“双

导师制”队伍建设。实

施学校与企业人员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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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立学校和第三方专

家组成的团队，定期对

企业师傅的水平和质量

进行抽检，确保企业师

傅的水平保持在一个较

 

建立和完善“双师”素

质教师评聘制度，促进

“三师”素质（学校教

师、软件开发工程师、

企业培训师）教师队伍

建设。建立一套科学有

效、切实可行的“三师”

素质教师队伍的评聘制

度，从政策上保证，加

大引入企业工程师和一

线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

师的力度，推荐和鼓励

学院部分优秀教师到企

业中担任软件开发工程

师和企业培训师。三年

内，建成三师比例占专

任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50%； 

 

1）建立健全校企深层次

交流机制，促进专兼职

教师队伍深度融合。依

托校企深度融合的机

制，制定和规范兼职教

师队伍，形成稳定合理

的兼职教师队伍。建立

健全专兼职教师交流机

制，通过专兼职教师间

的相互取长补短、深度

融合，提高兼职教师教

学水平，提高专任教师

技术服务能力，促进结

构合理的专业教学团队

建设； 

2）建立健全“传、帮、

带”的机制体制，打造

一支结构合理、德高技

强的教学团队。通过建

立专业带头人、骨干教

师、“三师”素质教师、

“双师”素质教师互动

体制，学院专任教师和

企业兼职教师互动体

制，相同教学任务的任

课教师之间的互动体制

等方法，充分发挥优秀

人才的传、帮、带作用； 



 

 

高的层次，避免企业出

于各种目的选派不合格

人员充数。 

3）创新性地探索打造

“专业教学团队、软件

研发团队、导师团队”

三合一的人才培养队

伍。主要通过两方面来

实现：一方面，通过积

极参与企业的软件项目

研发，形成“企业研发

人员+专任教师+学生”

的互助型、梯队式项目

团队，不但实现了专兼

职教师的深度融合，也

完成了对学生基于真实

项目的引导学习，同时

也解决了企业人手紧缺

的困难；另一方面，通

过学校教学信息化建设

为契机，基于云计算与

存储平台应用的二次开

发，立项软件研发项目，

构建“学校专任教师+企

业兼职教师+学生”的研

发团队，实现三合一的

人才培养队伍建设。 

 



 

 

4. 

教 

学 

管 

理 

与 

运 

行 

机 

制 

 

1）制订学徒管理办法，

明确在参与企业实际项

目中学徒应获得适当报

酬，享有休息权及节假

日，以制度及法律合同

来保障学徒权益；根据

教学需要和学生个人能

力特点，科学合理安排

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

务，保证学徒在收获实

践技能的同时能做到人

岗匹配。 

2）建立定期检查、反馈

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

机制。学生在校和在企

业期间，通过带队导师、

企业师傅、第三方测评、

项目评估等多种手段构

建教学质量考核形式；

定期对学生的技能掌握

情况予以抽查，确保顶

岗实习取得效果；促进

学徒之间形成以技能优

秀为荣，以技能不达标

为耻的氛围，通过学徒

之间的互评、企业项目

管理者对学徒参与情况

的评估，构成质量监督

 

1）考虑到学徒（学生）

在企业参与实际项目

中，往返企业和学校，

以及工作过程中可能存

在相关意外可能性，因

此，在现代学徒制项目

建设过程中，还需要筹

集资金落实学徒的责任

安全保障。 

2）以制度建设为基础，

全面加强实习管理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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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立专家组，

在合作企业中选拔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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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

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

度，制订学分制管理办

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

法。改变传统的以普通

课程累计学分的学分制

管理办法，采用学校导

师传授理论知识、企业

导师传授实践技能的方

式，学生通过项目成果

进行技能达标度考核；

考核方式有效客服了传

统学分制的缺陷，更加

客观和具体，有利于引

导学生超技能达标方向

发展。同时引入弹性学

制，学习内容有一定的

选择性，学习年限有一

定的伸缩性，确保不同

潜质的学生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方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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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电

子工程职业学院对学生

的考核分为教师、辅导



 

 

手段。 

3）逐步构建以行业企业

与学校二元主题、学徒

与学生二元身份、师傅

与教师二元教学、企业

与学校二元管理、企业

与学校二元评价、毕业

证与职业资格证二元证

书、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二元学制为主要特征，

以全面提升学生（学员）

技术技能水平和职业素

养为主要目标的现代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

式。 

4）在具体建设过程中，

学校主要负责在校期间

学生（学员）的专业理

论基础课程的学习成绩

认定，其他所有实习实

训课程全部由行业（企

业）主导，并全权负责

对应课程成绩的认定，

纳入学校的学分制管理

办法。 

5）在培养方案中，明确

规定学生（学员）在学

校和企业修读的具体课

程和具体修读时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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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有序开展。 

 

 

员、第三方测评机构等

多个维度。未来将和合

作企业一起，制定学生

的实习实训达标标准和

评价机制，在原有参与

方的基础上引入合作企

业、产业协会等角色，

进一步提升考核评价及

督查制度的合理性。 



 

 

化学分制管理实施办

法，出台相应的学分制

试点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编制指导意见以及学

分制管理实施细则。 

5. 

其 

它 

特 

色 

内 

容 

 

 

要求实习生所实习岗位

须达到称职要求，其中

每人须有一核心岗位技

能达到熟练以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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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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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责任主体与试点保障措施（含学校、主管部门及所在市制定的保障措施） 

 

 

 

 

1. 

组 

织 

机 

构 

 

 

（1）成立领导小组及项目办公室 

  学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管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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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软件学院分管领导、教务

科长以及各个教研室主任和专业主任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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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立项目监察审计组 

由学院党委和纪委领导任组长，学院监察审计部门参加的项目监审机

构，负责与本项目相关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的监督和审察。 

  （3）建立项目建设会议制度、信息报送等制度 

一是领导定期检查，督办工作进度，反馈建设实施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发现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二是建立项目监控机制和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采集

信息，向合作企业、师生员工公开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2. 

支 

持 

政 

策 

 

《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重庆市教育事业“十

二五”规划（落实<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五年行动计

划）》等指导性文件中，重庆将优化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布局，对现有职业

学校进行改造、升级，建构“一体两地四心三带”职教格局，构建技能人才

培养成长立交桥。推行提高全民素质的“人人教育”理念，积极探索现代学

徒制的教学模式，打造重庆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学校将逐步扩大学徒制试点专业的招生计划和经费投入，优先保障试点

专业的实训设备投入，加大学徒制试点专业教师的国内外培训工作，提升教

师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超前的教学理念。 

 

 

3. 

经 

费 

投 

入 

严格落实资金配套政策，投入经费约 200-300 万，按时足额向项目组拨

付配套资金。并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预算，对专项资金实行单

独核算、专款专用、专帐管理，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4. 

实 

训 

基 

地 

建 

设 

在目前良好的实验实训基础上，硬件投入近 200 万元，进一步优化学生

实践环境和创业环境。具体做法为： 

实训场所新建目标一览表 

建设目标 用途 
投资 

金额 

资金来

源 

新建软件

产品研发

训练室 1

间 

用于学生的软件开发场景训

练、与企 

业的项目合作和导师制指导

实施场地等 

投资

约 50

万元 

由学校

配套资

金支持 

新建学生

创业指导

和训练室

1间 

用于学生创业的训练和老师

的指导 

投资

约 60

万元 

由学校

配套资

金支持 

新建软件

文档训练

室 1间 

用于学生创业的训练和老师

的指导 

投资

约 60

万元 

由学校

配套资

金支持 

新建创新

技术体验

中心 

用于学生感性认知和软件构

成学习，同时也是软件新技术

的体验平台和自主研发产品

的展示平台 

投资

约 30

万元 

由学校

配套资

金支持 
 

 

 

5. 

其 

它 

配 

套 

政 

策 

现代学徒制项目建设，是一项前瞻行的系统工程，为保障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需要建立项目建设工作规章制度，规范、协调各方面工作，明确各方

责任。项目建设主要制度保障措施有： 

1、严格执行国家项目管理制度和文件精神。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切实做好现代学徒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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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精神推进重点专业建设。 

2、制定配套管理制度。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

意见》精神，结合重庆实际和学院实际，制定并组织实施《重庆电子工程职

业学院现代学徒制项目实施管理办法》、《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现代学徒制

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配套完善与专业建设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实施

分阶段目标考核和绩效奖惩。 

3、建立项目建设会议制度、信息报送等制度。一是领导定期检查，督

办工作进度，反馈建设实施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发现成功经验加以推广。



 

 

二是建立项目监控机制和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采集信息，并及时向教育主管

部门上报项目进展情况，向社会各界、师生员工公开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

况。 

 

 

 

 

 

 

 

 

 

 

 

 

 

 

 

 

 

 

 

 



 

 

六、专家论证意见 

 

1．项目建设可行性 

软件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基础条件较好，项目

管理经验丰富，政策支持与保障有力，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1—2020）》、《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和政策精神。 

2.项目建设方案论证 

该现代学徒制项目建设围绕打造集教学、实训、生产、研发、培训、鉴定于

一体的综合共享平台，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建设目标准确，建设内容具

体详实，教学、实训、研发和服务等功能体现充分，建设进度安排合理，具有极

强的实施性。 

3.项目建成后教学能力预估 

软件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实行校院两级管理，

学校负责项目统筹管理、二级学院负责业务管理。构建行、企、校“学生-学徒-

员工”一体化协同培养机制，探索现代学徒制企业标准和企业导师标准，构建人

才培养模式和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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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校企互聘

共用的师资队伍,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

理制度。可充分实现优势资源共享。通过加强管理和运作，逐渐形成工学结合、

产学研结合和校企合作的体系，为培养发展型、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服

务。 

 

                           负责人：               2015年    月    日 
 

专 

家 

信 

序

号 
姓  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 机 签 名 

1 代劲 
重庆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副院

长 
  



 

 

息 2 王雷 湖南大学软件学院/教授 15111109999  

3 邹赛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副教

授 
18523687260  

4 邢永康 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13320218299  

5     

6     

7     

七、审核意见 

试点 

单位 

审核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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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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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试点起止年月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9 月 

试 

点 

单 

位 

 

单位名称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东路 76 号 

主要负责人 聂强 
办公室 

电话 
02365928150 

手  机 13509495509 电子邮箱 56086290@qq.com 

主要 

参与 

学校 

与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数 学制 

重庆鸿捷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信工程设计

与管理 
20 3 

杭州友华通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通信工程设计

与管理 
15 3 

重庆信优诺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工程设计

与管理 
10 3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陶亚雄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7.07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通信学院院

长 
最终学历/学位 研究生/工学博士 

办公室电话 023-65926039 手机 15215072936 

传真  电子邮箱 tao.yx4140@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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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 签名 

张慧敏 女 1981.12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

业学院通信工程

学院 

专业建设与

考证管理 
 

徐东 男 1981.12 讲师 同上 
顶岗规划与

师资培育 
 

邱丰 男 1981.08 讲师 同上 
课程建设与

技术支持 
 

刘之舟 男 1986.11 讲师 同上 
教学培训与

技术支持 
 

黄正伟 男 1967.09 副教授 同上 
招生就业管

理 
 

曾晓宏 女 1975.01 教授 同上 
教学管理与

制度建设 
 

杨昌黎 男 1981.08. 工程师 
重庆鸿捷通信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资源调

配 
 



 

  

张旭峰 男 1977.12 工程师 同上 
师傅队伍 

领队 
 

二、试点单位基本情况：（不多于 2000 字）4 

1.试点单位概况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是由重庆市政府举办、重庆市教委主管、市教委与市经信

委共建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创建于 1965 年，1999年成为重庆第一所高职学

院，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单位和重庆

市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单位。 

 

（1）基础条件优越 

学校占地 1365 亩，在校生 20000 余名，馆藏图书 100 万余册。学校建有应用电

子学院、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等

13 个二级学院。优越的办学条件，优美的校园环境，使得学校成为领导调研、院校

考察和企业合作的重点院校，也发展成为重庆市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品牌院校”。 

 

（2）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教职工 1000 余人，其中博士 61人、教授 59人（二级教授 2人），有两位教

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5位专家被聘为教育部一级行指委委员。学校高度重视

“双师”团队培育，现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 508人，校内专业带头人 49人，

来自行业企业的专业带头人 15 人。同时，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建成国

家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5个。 

 

（3）办学特色鲜明 

学校坚持“以电子信息为特色，培养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领域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注重应用研发与技术服务”的办学定位，通

过培育专业特色来引领办学特色，开设有与重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发展

                                                        
4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下同。 



 

  

高度契合的专业 51个，建成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 11个特色专业群。科学的办学定

位和特色化的发展路径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4）合作领域广阔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先后与澳大利亚、德国、

英国等国教育机构在专业建设、师资培训、技术移民、境外实习、合作办学等方面建

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中外合作共建有：中澳（重庆）职业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中

德（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中英重庆•威尔士职教联盟。承办了中英、中德、中

澳职教论坛等多项国际交流活动。 

 

（5）校企合作紧密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成立了“重庆信安校企

联盟”和“重庆地区通信行业校企联盟”，共建有华为 ICT培训认证中心、重电-中兴

NC学院、长安集团培训与技术服务中心、“中澳（移民就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德

（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开办了中兴班、华为班、长安班、广达班、京东方班

等众多订单特色班级，开展中澳、中德联合办学 5届，共招收学生 519人。承担教育

部“中德汽车机电高技能人才培养 SGAVE项目”。分段联合培养应用技术本科人才 262

人。 

（6）标志成果丰硕 

近 5年，学校狠抓教学质量工程和内涵发展，取得了一批富有内涵价值的标志性

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10 项；建

成国家级重点专业 9 个，市级重点专业 7个。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8门、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7 门、国家级实训基地 3 个、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2 个。近

五年，教师获专利 188 项（发明专利 26 项），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56 部，主持省级以

上纵向科研课题 172 项，主持横向科研课题 149项，学生获得各类科技文化和技能大

赛国家级奖 145项。 

 

 



 

  

2.合作单位概况 

 

(1)合作单位 1：重庆鸿捷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鸿捷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通信网络规划设计、技术咨询

服务，系统集成项目规划设计和手机司法取证的综合性开发企业，坐落于重庆北部

新区高新园黄山大道中段 5号水星科技大厦。 

公司拥有通信及网络信息技术咨询专家的支持，可从技术、通信网络和管理咨

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具有承接大规模的通信工程的规划、评估、勘察、设计、

咨询等任务能力。从成立至今，承接中国移动设计院多项大型通信工程的设计咨询

项目，项目涉及领域涵盖通信、物流、教育等。业务范围覆盖重庆 、贵州及云南

多省市、二级城市。 

重庆鸿捷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2 年中国移动设计院合作公司交流暨优秀

合作单位表彰大会------荣获 2011年度“全国优秀合作伙伴”称号，重庆分院贵

州遵义设计项目交流会------荣获 2011年度二等奖；2011年中国移动设计院合作

公司交流暨优秀合作单位表彰大会------荣获 2010年度“全国优秀合作伙伴”称

号；2010年中国移动设计院合作公司交流暨优秀合作单位表彰大会------荣获 2009

年度“全国优秀合作伙伴”称号。公司获得全国用户管线建设企业资质证书，获得

重庆市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三级资质证书，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目前有员工 124 人，其中硕士学历占总人数的 10%，本科学历占总人数的

55%，专科学历占总人数的 32%，专科以下学历占总人数的 3%；30岁以下占总人数 56%，

31 至 40 岁占总人数 40%，41 岁至 50 岁占总人数 2%。企业员工理想的年龄分配，应

呈三角形金字塔为宜，由此可见，现有员工在年龄的分布情况是比较合理的。持中级

职称证占总人数的 4%，持初级职称证占总人数的 14%，持概预算证占总人数的 58%。 

 

（2）合作单位 2：杭州友华通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杭州友华通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始创于 2003年，是国家乙级咨询勘察设计单位、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设计施工专委会设计工作部委员单位。专业从事通信网络规划、通

信网络设计、通信建设项目评估、可行性研究、网络优化、通信房屋建筑、通信铁塔

设计、信息通信工程监理等技术咨询服务。杭州友华通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现有专业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8.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8.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7.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7.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7.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6.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6.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6.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5.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10-35.html
http://www.cqhjtx.com/about/show/?t=20-42.html


 

  

技术人员 1200余名，其中 80%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技术人员实践经验丰富、专业结

构完善。是国内领先的移动网络专业服务供应商，长期以来一直为移动通信运营商提

供 GSM网络和 3G、4G 网络规划、工程设计、网络优化和运维支持等移动通信专业服

务，为移动通信运营商网络运行指标、移动网络设备资源利用率、移动通信网络服务

质量等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杭州友华通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凭借专业的技术人员、精湛的技术、丰富的工程

经验以及科学规范的项目管理流程，相继参与并完成国内多个省市移动网络工程设

计、网络优化服务等。服务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涉及广东、浙江、江苏、上海、

北京、河南、广西、四川、重庆、陕西、山东等各大省市的 GSM网络与 3G、4G网络

建设以及通信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3）合作单位 3：重庆信优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信优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通信行业的高科技企业，注册资金 200

万元。公司主要致力于通信网络设计、通信信息系统网络集成、通信网络规划、优化

业务。公司的主创及核心人员均多年从事通信行业工作，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通信

设计，系统集成，网络规划优化经验，熟悉国内外各大厂商设备。公司是一个具有责

任感和使命感的团队，大家拥有共同的愿景：将重庆信优诺科技有限公司建设成为友

爱和谐，创新的高技术服务企业。 

公司依托“态度第一，勤奋做事”的基本理念，通过不懈的追求，在一种公平公

正的、开放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中，塑造一个能够让每个员工实现伟大理想的优

秀平台。 

公司依托“贴近客户、诚信服务”及“技术创新、领先未来”的服务理念，坚持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严谨的项目管理机制和先进的设备，真诚的为客户提供最前沿、

最贴切的服务。 

 

 

 

 

 



 

  

三、试点项目建设目标 

1.项目建设总目标 

探索建立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制，探索和完善学徒制人才培养体

系、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的分工和职责、学徒制管理制度及相

关标准等一系列教学资料的制定和开发，探索符合学徒制人才培养方式的评价体系和

方法。 

推进专兼结合、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学校培养、行业

培训相互融合的职业人才培养机制，扩大职业人才培养的空间和时间，力求能服务于

地方，适应于通信行业发展需要，培养掌握通信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管理、监理

及优化等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从事通信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管理、监理及优化

等相关工作的“发展型、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推进校内外实训基地、培训基地的设施建设，促进优质资源共建与共享。推进“行、

企、校”三方联动，建设职业认证的培训鉴定及职业准入制度。 

  逐步构建以行业（企业）与学校二元主题、学徒与学生二元身份、师傅与教师二

元教学、企业与学校二元管理、企业与学校二元评价、毕业证与职业资格证二元证书、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二元学制为主要特征，以全面提升学生（学员）技术技能水平和职

业素养为主要目标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 

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建立行业参与、社会支持、校企深度融合共同育人的中国

特色现代学徒制度，将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建设成具有行业特色、职业特色、地

方特色的品牌专业。 

 

2.分年度建设目标（含具体实施步骤） 

该学徒制试点项目以 2015 级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招生学生为试点对象，分

四个阶段实施本项目：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2015年 7月至 2015 年 10月） 

5)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明确校企现代学徒制的分工和职责； 

6) 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组织实施方案；  



 

  

7) 聘请现代学徒制校内外导师，并制定导师工作制度和职责。 

8) 制定现代学徒制学分评价制度，建立第三方评价考核办法。 

9) 制定招生招工方案。 

第二阶段：职业素养和基础知识学习阶段（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6月） 

1) 学生在校学习基础知识； 

2) 企业导师进校开展专题讲座，指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理论学习和技能学

习； 

3) 企业进行招工面试，安排一对一导师，企业与学校、学生签订学徒制合

同，并完善各种薪资、补贴、保险手续； 

4) 组织考核，对学生基本技能进行考核。 

第三阶段：学徒制实施阶段（2016年 7月至 2017年 12月） 

1) 按照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组织实施；  

2) 建立第三方评价考核办法并开始进行过程管理；  

3) 2017 年 5 月初、2017 年 11 月初组织考核；  

4) 学生进入顶岗实习，使其从学徒转为准员工。 

第四阶段：总结推广阶段（2018年 1月至 2018 年 6月） 

1) 总结试点工作，完成项目总结报告；  

2)修订完善《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  

3) 开展学术成果交流及推广；  

4) 表彰奖励先进单位、教师和个人；  

5) 扩大学徒制试点专业和人数。 

3.项目预期成效及推广价值（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1）成果形式 

1）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1套； 

2）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岗位标准、课程标准 1套； 

3）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校企联合人才培养管理制度 1套；  

4）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质量控制制度 1套；  

5）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报告 1份；  



 

  

6）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项目研究报告 1份； 

7）校企各方自主和分工方案 1份。 

8）发表论文 2篇； 

 

（2）预期推广 

扩大现代学徒制培养学生数量，除在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推行外，并扩大至

通信技术、计算机通信专业专业，每个专业 1 个班的学生参与现代学徒制实习，学徒

数 135 人左右，合作企业将扩大至 4-8 个。具体推广计划如表 1 所示。 

表 1 预期推广专业和人数 

专业名称 学徒数量 合作企业 

通信工程设计与

管理 
45 人 

重庆鸿捷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信优诺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友华通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 45 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环联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准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通信技术 45 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永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3）应用范围 

本项目成果可直接应用于高职院校的电子信息大类专业，可移植到高职院校理

工类专业以及文科专业，也可移植到中等职业院校相关专业；除了适用于全日制教育

还适用于成人教育、非学历教育、企业员工培训以及行业企业高技术技能人才成长。 

（4）受益面 

现代学徒制推动了校企深度合作，针对学校、企业、学生都受益面广。 

首先，学徒是企业员工或准员工，企业对其培养自然会尽心尽力。学徒过程中，

学生可以较快提高对企业的认知，包括产品、工艺特点、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等。 

其次，学徒实习内容就是企业当下岗位生产任务，学生在学校学习相关专业理论

知识和技能之后做学徒，更能融会贯通。 



 

  

再次，学徒过程的反馈信息可作为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修改的可靠依据。教学计

划因而可被设计成“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学徒项目课程”的结构。由此推及的教学和培

训的运作环节，将会更好地体现了学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深度融合。 

最后，能够大力提高学生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学徒 “就地就业”后对培训企

业有感情，有在企业长期工作的意愿，有较强的专业兴趣和职业责任感。 

 

四、试点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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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招生即招工、招工即

招生”的双向联合机制，在每

年新生招生期间，采取“文化

综合知识考试+专业基础考试

与岗位技能测试”相结合的办

法，单独组织考试和录取。其

中岗位技能测试环节，将全部

邀请合作的行业企业代表全

程参与，具体的技能测试成绩

全部由行业企业代表认定。被

录取的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既

是学生，又是学徒，相当于企

业的“预备员工”，学生与企业

签订三年的学徒合同。首期招

生 1 个班，45 人。 

在第一年的基础上，

将学徒制项目招生专业

扩大到计算机通信专

业，联合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等企业，招收计算

机通信专业的新生与企

业签订学徒合同，预计

45 人，参与学徒制的学

生共计 90 人。 

在第二年基础上，联合

中兴通讯以及重庆本地

的相关通信行业，招收通

信技术专业的新生与企

业签订学徒合同，预计

45 人，参与学徒制的学

生共计 135 人。 



 

  

2.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在学徒制试点改革过程

中，校企双方全程参与学生的

培养。 教学实行学校和企业

交替式培训和学习，一年级学

生 2/3 的时间用于在学校完成

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

由学校老师和企业派驻的技

术人员交替式完成。约 1/3 的

时间前往企业进行行业认知

参观实习、企业入职培训、生

产技能培训。学徒工与企业签

订一份学徒合同；企业指派一

名师傅指导和监督学徒工在

企业接受生产技能的培训；学

徒工在学徒期间享受公司提

供的部分待遇和免费培训的

机会。 

 

  一年级新学徒按照

第一年的方式实施，二

年级的学徒 1/3 的时间

在学校学习专业理论，

在实训室完成实践训

练，由老师和企业技术

人员交替配合完成；约

2/3 的时间用于在企业

接受培训，享受学徒工

资，企业和学校共同制

定实训内容和培训合

同；培训结束后经考试

合格授予国家承认的职

业资格。 

  三年级的学生约 1/4

的时间在学校完成学校

和企业交替式培训和学

习，约 3/4 的时间用于在

企业顶岗实践，与企业签

订实习合同，完成实习要

求，享受实习工资；实习

合格毕业后直接签订正

式的劳动合同，成为企业

的正式员工。为了充分调

动学生和行业（企业）的

积极性和能动性，由行业

负责的所有实习实训环

节产生的学分费用全部

由学校支付，而当学生在

行业具体岗位从事真实

的实习或实训时，由行业

（企业）方根据本单位具

体情况发放真实工资。学

校根据签订的合同向行

业（企业）方支付师傅工

资。 

3.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派骨干教师参加企业的顶

岗实践，一般作为带队教师对

一年级学生的参观实践进行

管理，一边虚心学习新技术新

知识，参与企业工程项目的实

施，重点提升教师的工程实践

派骨干教师参加企

业的顶岗实践，参与企

业工程项目计划拟定，

提升教师的工程实践能

力，并参加行业的认证

考试。引进企业人员来

派骨干教师参加企业

的顶岗实践，参与企业工

程项目设计工作，参与企

业员工的培训工作，深度

融入企业，成为能为企业

完成研发、培训等综合工



 

  

能力以及工程背景知识。引进

企业人员来校参与新生的专

业教育等工作。 

 

校参与专业核心课程的

教学工作，给予他们教

学技能的训练，在教学

中实施双导师制度。 

作的技术人才。 

稳定校外的师傅队

伍，结合本专业具体建设

情况，会同合作企业建立

双导师的选拔、培养、激

励制度，形成校企互聘共

用的管理机制；构建校企

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

技术开发、专业建设的激

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

形成相关具体制度。 

4. 

教 

学 

管 

理 

与 

运 

行 

机 

制 

结合学徒制的特征、工作

岗位能力标准、职业成长规律

等特性，由行业（企业）与学

校采取校企双师带徒、工学交

替培养、集中与分时授课等模

式共同培养学徒，企业和学校

共同参与制定学徒制人才培

养的计划、实施标准，以及完

善对应的课程体系。 

在培养方案中，明确规定

学生（学员）在学校和企业修

读的具体课程和具体修读时

间。 

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贯

穿于学生的三个方面的

能力培养，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结合工作实际

和行业发展变化，实时

动态调整和完善课程体

系结构，使之培养的人

才真正达到“师带徒”的

效果。主干专业课合作

行业（企业）参与率达

到 100%。专业课程实习

实训运用真实任务、真

实案例教学的覆盖率达

90%以上。 

完善实践、实习的管理

制度建设，注重学徒校外

实习的效果和管理考核

力度，确保最后阶段的学

习能有效地促进学生专

业水平的提升，使之适应

工作岗位的需求。 

采取弹性学分制。学

校主要负责在校期间学

生（学员）的专业理论基

础课程的学习成绩认定，

其他所有实习实训课程

全部由行业（企业）主导，

并全权负责对应课程成

绩的认定，纳入学校的学

分制管理办法。 

 



 

  

5. 

其 

它 

特 

色 

内 

容 

制订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

学制管理办法，创新考核评价

与督查制度。 

 

以育人为目标，把人

才的评价与企业的标准

与需求相结合，调整专

业课程的考核评价标

准，建立多方参与的考

核评价机制。 

完善政策措施，加强总

结提炼，促进理论与实践

同步发展，既完成项目的

结题总结工作，也使之形

成系列成果，力争成为中

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的

典型案例。 



 

  

五、责任主体与试点保障措施（含学校、主管部门及所在市制定的保障措施） 

 

1. 

组 

织 

机 

构 

 （1）成立领导小组及项目办公室 

    学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管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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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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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立项目监察审计组 

    由学院党委和纪委领导任组长，学院监察审计部门参加的项目监审机

构，负责与本项目相关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的监督和审察。 

 （3）建立项目建设会议制度、信息报送等制度 

    一是领导定期检查，督办工作进度，反馈建设实施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发现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二是建立项目监控机制和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采集

信息，向合作企业、师生员工公开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2. 

支 

持 

政 

策 

 《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重庆市教育事业“十

二五”规划（落实<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五年行动计

划）》等指导性文件中，重庆将优化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布局，对现有职业

学校进行改造、升级，建构“一体两地四心三带”职教格局，构建技能人才

培养成长立交桥。推行提高全民素质的“人人教育”理念，积极探索现代学

徒制的教学模式，打造重庆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3. 

经 

费 

投 

入 

学校大力支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建设，并严格落实资金配套政策，按

不低于 1：1 的要求，学校按时向项目组足额拨付配套资金，拟投入建设经

费为 200-300 万。并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预算，对专项资金实

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专帐管理，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4. 

实 

训 

基 

地 

建 

设 

充分利用德贷项目加快实训室的建设和完善；联合合作行业共建校内、

校外实训基地；合理利用学校办学资金，对现有的实训环节进行优化，增加

台套数，从各个方面完善实训环节，保障学徒培养制度的实施。 

5. 

其 

它 

配 

套 

政 

策 

在现有的双师型师资的基础上，安排教师参与行业实践，并考取职业资

格证书和行业培训师证书；逐渐加大外派教师参与行业人员的培训教学工作

的力度，培养一批既是教师也是师傅的职业教育队伍，作为在学徒制教育中，

当行业技术人员派出不足或者企业项目紧张急需技术人员时的有益补充。 

 



 

  

六、专家论证意见 

 

通过召开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工程设计与管理专业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项目评审会议，委员们听取了项目组对项

目任务的详细介绍，通过质询，形成如下论证意见： 

1、该项目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职业教育实践。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实施，

在职业院校的人才培育中构建了一套更为科学合理的教育管理制度与人才培育

方式。 

2、该项目任务明确，实施工作计划安排具体合理，通过项目的实施，使得

学校在学生培育、教师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全面的提升。 

综上所述，项目的实施体现了高职教育的特色，对实现技能型应用人才的培

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实施。 

                           负责人：               2015 年 9 月 17 日 

  

专 

家 

信 

息 

序

号 

姓  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 机 签 名 

1 黄扬帆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电

子系系主任/教授 
13708349371  

2 刘海涛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高级工程师 
13368146281  

3 邓巍 
重庆联通网络优化中心组

长/工程师 
186023422335  

4 谭奇文 
重庆金美通信有限公司系

统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13206081760  

5 张进春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教

务处处长/教授 
13594694595  



 

  

6 叶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教

务处副处长/副教授 
18680710770  

7 刘良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教

研室主任/教授 
13012305862  

七、审核意见 

试点 

单位 

审核 

意见 

 

 

 

  

 

 

 

 

 

                                              单位签章 

 

                                     2015年   月   日 

  

重庆市

教育委

员会 

审核 

意见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签章）   

 

                                   2015年   月   日 

 

 



 

  

附件 6 

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任  务  书 

 

 

        试点单位（盖章）：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项目名称：图形图像制作（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主管部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所在省市：          重庆市            

        填表日期：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2015 年 9 月 



 

 

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试点起止年月 2015 年 9月至 2018年 9月 

试 

点 

单 

位 

 

单位名称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东路 76 号 

主要负责人 聂强 
办公室 

电话 
02365928150 

手  机 13509495509 电子邮箱 56086290@qq.com 

主 

要 

参 

与 

学 

校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

数 
学制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110 3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德瓦科技有限公司    

重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盛世永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刘晓东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1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副教授/副院长 最终学历/学位 硕士 

办公室电话 023-65926199 手机 13436152836 

传真 023-65926199 电子邮箱 347436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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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 签名 

范永富 男 1970.09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专业建设  

尹敬齐 男 1958.01 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制度建设  

罗  坚 男 1984.11 讲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考核标准  

肖  昶 男 1969.05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课程建设  

都永昌 男 1984.01 讲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校企协调  

袁  勇 男 1971.03 副教授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课程建设  

汪星忠 男 1982.01 工程师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

技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企业资

源调配 
 



 

 

罗  俊 男 1982.12 
高级录音

师 
重庆德瓦科技公司 

企业资

源调配 
 

 胡  建 男 1985.05 经理 
重视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 

企业资

源调配 
 

 周秀花 女 1991、6 经理 
重庆盛世永昌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资

源调配 
 

二、试点单位基本情况：（不多于 2000字）5 

1.试点单位概况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是由重庆市政府举办、重庆市教委主管、市教委与市经信

委共建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创建于 1965 年，1999年成为重庆第一所高职学

院，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单位和重庆

市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单位。 

（1）基础条件优越 

学校占地 1365 亩，在校生 20000 余名，馆藏图书 100 万余册。学校建有应用电

子学院、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等

13 个二级学院。优越的办学条件，优美的校园环境，使得学校成为领导调研、院校

考察和企业合作的重点院校，也发展成为重庆市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品牌院校”。 

（2）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教职工 1000 余人，其中博士 61人、教授 59人（二级教授 2人），有两位教

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5位专家被聘为教育部一级行指委委员。学校高度重视

“双师”团队培育，现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 508 人，校内专业带头人 49 人，来

自行业企业的专业带头人 15 人。同时，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建成国家

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5个。 

（3）办学特色鲜明 

学校坚持“以电子信息为特色，培养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领域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注重应用研发与技术服务”的办学定位，通 

过培育专业特色来引领办学特色，开设有与重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发展

高度契合的专业 51个，建成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 11个特色专业群。科学的办学定

                                                        
 



 

 

位和特色化的发展路径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4）合作领域广阔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先后与澳大利亚、德国、

英国等国教育机构在专业建设、师资培训、技术移民、境外实习、合作办学等方面建

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中外合作共建有：中澳（重庆）职业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中

德（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中英重庆•威尔士职教联盟。承办了中英、中德、中

澳职教论坛等多项国际交流活动。 

（5）校企合作紧密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合作发展，不断集聚优质教育资源。成立了“重庆信安校企

联盟”和“重庆地区通信行业校企联盟”，共建有华为 ICT培训认证中心、重电-中兴

NC学院、长安集团培训与技术服务中心、“中澳（移民就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德

（重庆）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开办了中兴班、华为班、长安班、广达班、京东方班

等众多订单特色班级，开展中澳、中德联合办学 5届，共招收学生 519人。承担教育

部“中德汽车机电高技能人才培养 SGAVE项目”。分段联合培养应用技术本科人才 262

人。 

（6）标志成果丰硕 

近 5年，学校狠抓教学质量工程和内涵发展，取得了一批富有内涵价值的标志性

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10项；建

成国家级重点专业 9 个，市级重点专业 7个。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8门、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7门、国家级实训基地 3个、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2个。近

五年，教师获专利 188 项（发明专利 26项），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56 部，主持省级以

上纵向科研课题 172 项，主持横向科研课题 149项，学生获得各类科技文化和技能大

赛国家级将 145项。 

 

三、试点项目建设目标 



 

 

1.项目建设总目标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采用现代学徒制方式，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

强的岗位工作能力、良好职业素养、职业技能和自我学习能力，在互联网、互动媒体、

数字媒体制作等领域，主要从事影视编辑、影视作品创作或新媒体内容制作工作相关工

作的发展型、复合型、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本试点提供的主要学徒岗位如下表： 

图形图像制作人才学徒岗位 

企业 阶段 岗位 岗位

数量 

备注 

试点企业：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重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盛世永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重庆德瓦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企业： 

重庆漫想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天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首班车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金朝阳文化产业集团 

重庆和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 

内勤、库管 

文案策划员 

网页美工员 

动画绘制员 

视频编辑员 

150 

过渡岗位，感受
企业文化，了解
行业现状 

二 

数字音视频制作
操作员 

图形图像制作操
作员 

影视动画制作员 

网页制作操作员 

120 

辅助岗位，定期
轮岗，了解岗位
要求，结合自身
情况，确定后一
阶段岗位 

三 

数字视频制作师 

数字音频制作师 

网页制作师 

动画制作师 

动画特效师 

100 

学徒职业岗位，
开展为期一年
的学徒制培养 

 

2.分年度建设目标（含具体实施步骤） 

以 2015 年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招生学生为试点对象，分阶段实施本项目：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2015.01-2015.05） 

5) 拟定《学院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6) 确认试点招生方式、人数和实习单位岗位数量； 

7) 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办法》和相关规章制度； 

8) 制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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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018.6） 

10) 按照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组织实施； 

11) 建立第三方评价考核办法并开始进行过程管理； 

12) 2017 年 9 月初、2017 年 11 月初组织考核； 

13) 学生进入顶岗实习，使其从学徒转为准员工。 

第三阶段：总结推广（2018.01-2018.09） 

6) 总结试点工作，完成项目总结报告； 

7) 审定和完善《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 

8) 开展学术成果交流及推广； 



 

 

9) 表彰奖励先进单位、教师和个人；确认新一轮学徒制的开展。 

3.项目预期成效及推广价值（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3.1 预期成果 

5) 构建行、企、校“学生-学徒-员工”一体化协同培养机制。 

6) 探索现代学徒制企业标准和企业导师标准 

7) 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和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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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 

9) 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 

3.2 预期推广 

将项目实施中的人才培养模式、管理的规章制度等成功做法，以报告会、研讨会等

方式在校内外进行宣传，针对不同专业进行改进，并首先在我校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广告设计与制作等 6 个专业进行推广，其次，向我校的其他电子信息大类专业和重庆市

内外同类院校及企业进行推广。 

3.3 应用范围 

本项目成果可直接应用于高职院校的电子信息大类专业，也可移植到中等职业院校

相关专业；除了适用于全日制教育还适用于成人教育、非学历教育、企业员工培训以及

行业企业高技术技能人才成长。 

3.4 受益面 

在我校传媒艺术学院推广中预计受益学生可达 1805 人，在我校其他专业推广中预计

受益学生可达万余人，向重庆市文化传媒企业推广，预计受益员工达 2 万余人。 

 

 

 

 



 

 

四、试点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 

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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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将采取“文化综合知识考试+专业基础考试与岗位技能测试”相

结合的办法，单独组织考试和录取。其中岗位技能测试环节，将全部邀请合作的行业企业代表

全程参与，具体的技能测试成绩全部由行业企业代表认定。 

招生即招工   

通过高考选拔和单独招生

方式，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

职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学生入

学时与企业签订就业协议； 

先招生再招工   

通过高考选拔和单独招生

的方式，从应届高中毕业生、

中职毕业生中招收学生； 

先招工再招生   

通过行、企、校合作，从

企业实习员工、在岗员工和社

会青年中招收学徒。 

2.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制定行之有效的多方协议，保障学徒相关权

益；加大课程的整合与改革力度，建立相应的实施方案；完善以育人为目标的教学质量监控机

制；建立全面提升学生（学员）技术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 

1、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才

培养成本分担机制。 

    在学徒制试点改革过程

中，校企双方全程参与学生（学

院）的培养。为了充分调动学

生和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和

能动性，由行业负责的所有实

习实训环节产生的学分费用全

部由学校支付，而当学生在行

业具体岗位从事真实的实习或

实训时，由行业（企业）方根

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发放真实工

资。另外，学校根据签订的合

同向行业（企业）方支付师傅

工资。 

2、制定行之有效的多方协议，

保障学徒相关权益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

将在签订校企合同的基础上，

合理引入人才管理机构或专业

3、加大课程的整合与改革力

度，建立相应的实施方案； 

以典型工作任务与工作过

程为起点，在具体建设过程中，

学校主要负责在校期间学生

（学员）的专业理论基础课程

的学习成绩认定，其他所有实

习实训课程全部由行业（企业）

主导，并全权负责对应课程成

绩的认定，纳入学校的学分制

管理办法。 

    教学方式上，由行业（企

业）与学校采取校企双师带徒、

工学交替培养、集中与分时授

课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主干

专业课合作行业（企业）参与

率达到 100%，采取弹性学分

制。专业课程实习实训运用真

4、完善以育人为目标的教学

质量监控机制 

   完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

准、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

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

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5、建立全面提升学生（学员）

技术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的

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

式。 

    逐步构建以行业（企业）

与学校二元主题、学徒与学生

二元身份、师傅与教师二元教

学、企业与学校二元管理、企

业与学校二元评价、毕业证与

职业资格证二元证书、全日制

与非全日制二元学制为主要特

征，以全面提升学生（学员）

技术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为主

要目标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新模式。 



 

 

公司，实现三方或四方协议或

合同的签订，尤其对学徒在知

情权、工作津贴、保险等方面

的权益做出明确规定，确保学

徒权益。 

实任务、真实案例教学的覆盖

率达 90%以上。 
 

3.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结合本专业师资具体建设情况，会同合作企业构建双导师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建设

面向未来，适用于校企合作双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1、整合本专业师资建设情况 

1）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养； 

2）加大专业带头人的培养和引

进力度； 

3）强化骨干教师的培养和引

进； 

4）提升“双师”素质教师培养

力度 

2、构建双导师校企互聘共用

管理机制 

校企双方基于深入合作，

共同培养的目的，构建双导师

选拔、培养、激励制度，形成

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 

3、建设面向未来，适用于校

企合作双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构建双导师双向挂职锻

炼、横向联合技术开发、专业

建设等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

度，并形成相关具体制度方案。 

 
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建立现代学徒制的协调组织或机构；应制

定试点工作的扶持政策；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4. 

教 

学 

管 

理 

与 

运 

行 

机 

制 

1、 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

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 

在培养方案中，明确规定

学生（学员）在学校和企业修

读的具体课程和具体修读时

间，细化学分制管理实施办法，

出台相应的学分制试点专业的

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指导意见以

及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 

2、 建立现代学徒制的协调组 

织或机构 

   建立校企之间及学校内部

跨部门的试点工作小组，落实

专人负责，定期会商和协调解

决试点中的问题；认真落实学

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

保人身安全。 构建起学院主要

领导分工协调机制，有效的保

障现代学徒制专业的深入开

展，及有序推进。 

3、 制定试点工作的扶持政策 

学校将逐步扩大学徒制试

点专业的招生计划和经费投

入，优先保障试点专业的实训

设备投入，加大学徒制试点专

业教师的国内外培训工作，提

升教师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超前

的教学理念。 

 

4、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 

    应资金投入力度，并进一

步制定现代学徒制试点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加强绩效考核，

明确学校、企业等各方在资金

使用方面的责任和权益。 

    学校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

业的提供建设经费为 200-300

万。同时，学校将制定专门的

资金管理办法，学校和企业在

资金使用方面制定适宜的双方

责任和权益保障方案。 

 



 

 

5. 

其 

它 

特 

色 

内 

容 

借鉴我校第六届高等教育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成果

“能力标准、模块课程、工学

交替、职场鉴定”的“四环相

扣”教学模式，在广播影视节

目制作专业试点、在传媒专业

中推广，在 5年教学改革和探

索的基础上，创建了“团队专

业化、课程项目化、教产一体

化、作品商品化”的“项目市

场化”教学模式。该模式得到

了学生、行业企业和社会的认

同，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为

重庆市乃至全国具有普遍借鉴

意义和推广价值。 

  

 

五、责任主体与试点保障措施（含学校、主管部门及所在市制定的保障措施） 

 

 

 

 

1. 

组 

织 

机 

构 

 

 

（1）成立领导小组及项目办公室 

    学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管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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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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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立项目监察审计组 

    由学院党委和纪委领导任组长，学院监察审计部门参加的项目监审机

构，负责与本项目相关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的监督和审察。 

  （3）建立项目建设会议制度、信息报送等制度 

    一是领导定期检查，督办工作进度，反馈建设实施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发现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二是建立项目监控机制和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采集

信息，向合作企业、师生员工公开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2. 

支 

持 

政 

策 

《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重庆市教育事业“十

二五”规划（落实<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五年行动计

划）》等指导性文件中，重庆将优化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布局，对现有职业

学校进行改造、升级，建构“一体两地四心三带”职教格局，构建技能人才

培养成长立交桥。推行提高全民素质的“人人教育”理念，积极探索现代学

徒制的教学模式，打造重庆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3. 

经 

费 

投 

入 

    学校大力支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建设，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的投入建设

经费为 200-300 万，学校按时向项目组足额拨付配套资金。并严格执行专项资

金管理、专项资金预算，对专项资金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专帐管理，

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4. 

实 

训 

基 

地 

建 

设 

（1）校内实训设备 

2013 年投入 460 万建成市级财政支持图形图像实训基地；2014 年投入

500 万建成德促贷款项目。学院拥有集群渲染中心、媒体资源管理中心、数

位屏实训室、摄影棚、摄像实训室、演播厅、模型制作实训室、装修实训室、

数字视频编辑实训室、展示实训室、数码输出实训室、动画梦工厂实训室、

图形工作站等实训场地，学院教学、实习实训体系完善，设备先进。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坚持开门办学，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宗旨，密切联系公司、单位，

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满足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实习实训的教学需

要。与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德瓦科技有限公司、

重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重庆盛世永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多家文化传媒企

业签订了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协议,共同培养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的高技能人

才。 

 

5. 

其 

它 

配 

套 

政 

策 

 

 

 

 

 

 



 

 

六、专家论证意见 

1．项目建设可行性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基础条件较好，

项目管理经验丰富，政策支持与保障有力，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1—2020）》、《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重

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等文件和政策精神。 

2.项目建设方案论证 

该现代学徒制项目建设围绕打造集教学、实训、生产、研发、培训、鉴定于一体

的综合共享平台，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建设目标准确，建设内容具体详实，

教学、实训、研发和服务等功能体现充分，建设进度安排合理，具有极强的实施性。 

3.项目建成后教学能力预估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实行校院两级管

理，学校负责项目统筹管理、二级学院负责业务管理。构建行、企、校“学生-学徒-

员工”一体化协同培养机制，探索现代学徒制企业标准和企业导师标准，构建人才培

养模式和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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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

伍,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可充分实现

优势资源共享。通过加强管理和运作，逐渐形成工学结合、产学研结合和校企合作的

体系，为培养发展型、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服务。 

 

                           负责人：               2015年    月    日 

  

专 

家 

信 

息 

序

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 机 签 名 

1 唐玉林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副校长/教授 13436152836  

2 龚小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计算机学院院长/教授 13637716325  

3 何光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工部部长/教授 13509495828  

4 胡  建 重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3908324639  

5 马及人 重庆电视台《雾都夜话》制片人/一级导演 13908384287  

6 李明海 重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18008363737  

7 易坚 重庆贝思动画有限公司/总经理 13908384287  

七、审核意见 



 

 

试点 

单位 

审核 

意见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基础

条件较好，该现代学徒制项目建设围绕打造集教学、实训、生产、研发、培

训、鉴定于一体的综合共享平台，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建设目标准

确，建设内容具体详实，教学、实训、研发和服务等功能体现充分，建设进

度安排合理，具有极强的实施性。该项目构建行、企、校“学生-学徒-员工”

一体化协同培养机制，探索现代学徒制企业标准和企业导师标准，构建人才

培养模式和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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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校

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

特点的管理制度。可充分实现优势资源共享。通过加强管理和运作，逐渐形

成工学结合、产学研结合和校企合作的体系，为培养发展型、复合型、创新

型技术技能人才服务。 

 

                                              单位签章 

 

                                     2015年   月   日 

  

重庆市

教育委

员会 

审核 

意见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签章）   

 

                                   2015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