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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院校

基本

信息 

单位名称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类别 □A、地市级  ■B、高职院校   □C、中职学校  □D、企业 

项目负责人 魏庆曜 职务 院长 联系电话 028-82680843 

项目联系人 杨  桦 职务 
教务处

处长 

联系电话 13980565868 

电子邮箱 250628034@qq.com 

通信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台

大道东段 208 号 
邮编 611130 

主要参与单位 

试点专业 单位名称 主要职责和任务 

汽车运用

技术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方案制订、招收学生、校内教学实施、学生校

内管理、教学质量监控 

宝马、奥迪、上海通用

等十大汽车品牌企业 

共同参与方案制订、招工带徒、师资互换共享、

学生企业管理、质量控制、共建基地 

软件技术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方案制订、招收学生、校内教学实施、学生校

内管理、教学质量监控 

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共同参与方案制订、招工带徒、师资互换共享、

学生企业管理、质量控制、共建创新基地 

二、指导思想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精神，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服务发展、就业导向，以推进

产教融合、适应需求、提高质量为目标，以创新招生制度、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

模式为突破口，以形成校企分工合作、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着力点，

以学生(学徒)的技能培养为核心，优化传统学徒制的“师承”模式，强化校企双

方在“招工-学艺-出师”的全程合作，以宝马 BEST-2 项目、上海景格等校企合

作项目为基础，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符合企业用人标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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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目标 

通过三年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建设、改革和实施，探索校企深度合作的有

效模式和路径，深入推进校企双方在招生招工、产教融合、教学团队建设、课程

体系建设、教学资源建设、教学管理机制、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模式等方面的全

方位改革和试点，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行业产业的能

力。 

通过汽车运用技术专业的试点，基本形成创建“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

四位一体的宝马 BEST-2 售后英才培养模式，实现学校与企业在“招工-学艺-出

师”的全程合作。 

通过软件技术专业的试点，将软件技术专业建设成现代学徒制改革的示范基

地，带动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四、试点专业工作任务书 
附：1.汽车运用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任务书 

    2.软件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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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用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任务书 

1 指导思想 

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学生(学

徒)的技能培养为核心，优化传统学徒制的“师承”模式，强化校企双方在“招

工-学艺-出师”的全程合作，以宝马 BEST-2项目为基础，培养宝马售后英才。 

2 组织结构 

为使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实施，建立宝马

BEST-2 项目现代学徒制建设组织体系：由院、系、项目组三级组织体系构成： 

组长：魏庆曜 

副组长：王永莲、彭谦  

组员：袁杰、李科、杨桦、陈清、周旭、王洪（宝马培训学院）、张俊（宝

马培训学院）、祝勇、罗斌、刘睿、易凯、谭勉、詹永富、宋俊良、范晓曦、杨

硕。 

3 建设目标 

经过三年努力，基本形成创建“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宝

马 BEST-2售后英才培养模式，实现学校与企业在“招工-学艺-出师”的全程合

作。  

4 建设任务 

4.1 招工阶段：明确学徒身份 

以宝马企业资格认证为主线，学生进入学校后与宝马售后服务经销商签订初

步协议，确定学徒身份。在第二学年结束后参加宝马培训学院组织的企业资格认

证（初级认证）后，基于双向选择，以协议为保障，明确学生宝马 BEST-2项目

的员工身份。 

4.2 学艺阶段：优化师承模式 

4.2.1 共担教学成本，改革培养模式 

以提高学生技能水平为目标，按照“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

的人才培养总体思路，实行三段式育人机制，学生第 1-2学年在学校完成文化课

程学习任务，同时在企业完成 6周顶岗实习（综合能力培训），掌握专业所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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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本技能，践行六个对接（学校与企业、基地与车间、专业与产业、教师与师

傅、学生与员工、培养培训与终身教育），让学生体验、模仿、尝试、感悟企业

文化，第二学年完成后，参加宝马培训学院组织的企业资格认证（初级认证），

通过认证的同学才能参加企业招聘；第 3 学年让学生真刀真枪践行企业工作和企

业文化。同时，实施企业班组化管理模式，组成学习小组，确保学生切实掌握实

习岗位所需的技能，第三学年结束之前，同学参加企业资格认证（中级认证）。

企业全程参与教学并提供专业教学车辆、技术资料及实训耗材，并根据行业技术

发展及时更新相关实训设备和资料，保障培养质量。 

4.2.2 共同评价，改革教学模式 

以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着力促进知识

传授与生产实践的紧密衔接，构建现代学徒制。推行工学结合，实施双导师制，

双方共同承担学生教学与考核评价体系建设与实践。学校确定专业教师作导师；

实习单位选派技术人员作师傅，负责实习生岗位技能教授。以现代化实习场所作

为教学的重要阵地，注重能力培养和技能训练，促进知识学习、技能实训、工作

实践的融合，推动教、学、做的统一，帮助学徒在实习中积累国家职业资格评估

所需的证明材料，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4.2.3 融入企业标准，创新教学内容 

以人才培养对接用人需求、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教材对接技能为

切入点，深化实习内容改革。将所学专业分解成若干个岗位，再将每个岗位分解

成若干个技能元素。根据专业教学计划要求，结合行业的人才需求和岗位要求，

科学、合理提炼岗位核心技能，由行业、企业、学校和有关社会组织共同研究制

定实习计划与实习大纲，编写具有鲜明职业特色的高质量培训教材，注重实践性

和可操作性。按照宝马培训学院的考核要求，制定每个岗位的实习考核标准。同

时，探索建立实习标准动态更新机制。 

4.2.4 师资互动，加强混编队伍建设 

以教师培养、评聘和考核为核心，强化“双导师制”队伍建设，建立混编教

师团队。坚持以教师全员培训、集中专题培训为主要形式，及时完善和更新相关

理论知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

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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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参

与教学与评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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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出师阶段：严格考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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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实习生岗位技能进行达标考核。理论考核与

操作考核相结合，要求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须达到初级工要求；通过企业招聘

后，第三学年须达到中级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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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主要措施 

5.1 校企共同招生 

“招工即招生”是现代学徒制的重要特质之一，对汽车运用技术专业宝马班

学生采用订单式培养途径。依托宝马品牌合作项目开设的厂家组织，面向试点的

宝马班进行招生。试点宝马班的一个特点在于，学生可以进行“双向选择”，并

签订《顶岗实习协议》、《就业意向协议》、《就业协议承诺书》，以合法的形

式保障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在订单班学期期间的职责和权利，将学习和就业有

效衔接起来，实现“招工”与“招生”的统一。 

5.2 校企共商方案 

学校与企业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相应的教学内容和合作形式，

改革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和学生考核办法，将学生工作业绩和师傅评价纳入学生学

业评价标准。在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由职教专家、企业与学校、教师与师傅

的共同参与下，按照“企业用人需求与岗位要求”来设置课程，建成“公共课程

+核心课程+教学项目”为主要特征的适合学徒制的专业课程体系。其中核心课程

可以根据企业需求适当增减，教学项目是完全按照企业需求，在课程专家、企业

技术骨干和学校专业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开发适合企业的项目课程，并由企业专家

和专业教师共同来承担教学任务，尤其是专业实训环节。 

5.3 校企共育人才 

在现代学徒制的模式下，学校和企业是学生技能培养和素质养成的共同主体，

校企双方的合作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四川交通技术学院汽车运用技术专业

实践现代学徒制的过程中，校企共育具体化为项目化的管理模式、师徒式的师生

关系、研究型的学习环境、交替式的学习方式、小型化的组织形式、全方位的教

育内容等方面。企业全程参与试点工作，并按照企业准员工管理办法制度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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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津贴，承担相关实习和实训教学成本。在教学组织上，学徒的学习是在

企业中的实训和课堂上的学习有机结合，实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形式。以三

年学制计算，学生 1/2的时间在企业和宝马成都培训基地接受培训，1/2的时间

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采用“1.5+0.5+1”的形式，一年半的时间在

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和掌握最基本的技能，半年时间在企业进行 “项目实训”或

“轮岗实训” (根据企业的实际而定)，后一年到相关的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的要求和实训的内容均由学校与企业共同确定。学生毕业时同时取得学

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5.4 校企共组队伍 

引入“现代学徒制”的基本理念，内化传统技艺传承中的师承模式，打造项

目化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构建师徒型师生关系。以校企共建品牌培训中心为依

托，按品牌组建“学校教师＋品牌企业培训师＋4S店技师”的项目教师团队，

负责实施学生选拔、教学、考核和毕业跟踪调查。校企共同对项目团队实施管理

和绩效考核。尤其是企业将通过第三方调查对教学团队进行考核，结果与团队绩

效联动，有力促进教师团队业务水平提升和对学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有效管理。同

时，该团队还要负责选派优秀的技术工人担任学生的导师(师傅)，一般 1个师傅

不宜超过 3个学生。 

5.5 校企共同管理 

校企共同制度相关管理制度，建立管理团队，落实相关管理责任，明确相关

义务。对教学过程采用项目式的管理模式，每个订单班配备一个项目组，每个项

目组由项目组负责人 1名、运行干事 1名、设备管理员 1名以及专职教师 2-3

名、企业兼职教师 1-2名组成。项目组负责对学生选拔、教学、考核到毕业跟踪

的全程管理，重点保障学生在宝马班学习期间以及顶岗实习期间学校与企业、学

生与企业师傅之间的沟通与衔接，同时负责学生的“售后服务”，即学生毕业后

学校继续为订单班学生提供技术更新培训等服务。 

5.6 校企资源共享 

包括技术力量、实训设备、实训场地等。一方面，企业为实习提供技术熟练

的师傅，指导和监督学徒的技术训练；另一方面，企业要投入大量资金以提供足

够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实际训练所需的原材料，以供学徒实践学习所用，并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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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足够的岗位让学生实践；同时学校也为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和职工培训的需求。

学生在学徒期间，企业设立各类奖学(育)金，激励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为

企业储备人才。 

5.7 共监教学质量 

学校与企业共同制订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建立了学校+宝马制造厂商+宝马

4S店三方共同评价学生的机制，三方共同实施订单班选拔、教学过程评价与学

生毕业考核。在评价内容上，凸显宝马企业特点，导入宝马技术培训体系认证资

格标准，实现学生技能资格与宝马企业技术等级的无缝对接，使学生在校即进入

了宝马企业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体系。在评价方法上，基于教考分离的模式，采

用笔试、机试、实操、口试等多种形式的考核方式。 

6 保障措施 

6.1 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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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和系里都将出台各项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学生权益，保证合理报酬，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

伤保险，确保学生安全。大力推进“双证融通”，对经过考核达到要求的毕业生，

发放相应的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6.2 运行保障 

完善就业准入制度，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规

定。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融通”制度，推进职业学校专业课

程和职业标准相衔接。 

加强教学软硬件建设、加强教学管理。由汽车系与教务处协作，将宝马企业

培训要求与学院现行教学计划进行融合，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根据宝马企业要

求规划实训场地；由汽车系与学工部协作，加强学徒制试点班级建设及管理；加

强与宝马中国培训学院协作，完成教学计划，强化宝马认证体系及学历培养体系，

实现“双证融通”。 

6.3 经费保障 

制度现代学徒制试点经费管理办法，落实招生工作及教学实训及管理专项经

费投入与使用，积极争取宝马爱心基金助学金等企业社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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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师资保障 

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是否顺利，主要取决于教师能否适应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模

式。本项目的实施将由汽车系宝马项目派资深的双师教师完成整个计划。现宝马

项目已有经过宝马全球认证通过的 4名技术培训师及 2名非技术培训师，今后将

提供优惠条件来引进优秀的人才充实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同时要加大力度，培养

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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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任务书 

1 指导思想 

以学生(学徒)的职业素养形成、专业技能提升和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

优化传统学徒制的“师承”模式，强化校企双方在“招工-培养-就业”的全程合

作，以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真实项目的开发和实施为依托，培养软件技术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2 组织结构 

为使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实施，校企联合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项目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长，分管教学、招生就

业的副院长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和系负责人任成员，具体负责顶层设计、机

制建设和组织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教务处，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项目工作小组主要由职教专家、企业技术师傅、学院教师组成，共同研制招

生与招工方案，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资源，共同落实双导师制，

共同设计实施教学，共同组织考核评价。 

组长：蒋永林 

副组长：王永莲、李全文、彭谦、权全、苏树鹏（上海景格） 

成员组成：王华、杨桦、凌晓萍、阮志刚、陈清、郑丽雄（上海景格）、龙

永平（上海景格）、汪松、时云峰、吴光成、周静、肖祥林、巫江、佘之虎、陈

红磊、杨仁怀、周春容、罗莉、遆佳。 

3 建设目标 

通过三年试点，基本形成“产、学、训、创”一体化、“悉岗-跟岗-试岗-

顶岗-上岗”逐步推进的现代学徒培养模式，实现学校与企业在“招工-学艺-出

师”的全程合作。通过现代学徒制试点，进一步促进校企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并在专业试点中持续性改进培养模式，达到学校、企业、学生、社

会等多方共赢。  

4 建设任务 

4.1 招工阶段：明确职业方向 

在新生入学时基于双向选择，实施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职。通过企业宣讲、

学生职业性格测试、企业面试等流程，促使学生了解企业、行业、岗位，明确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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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方向，避免学生盲目选择岗位。选拔的学生以协议为保障，明确学生的学

徒身份。 

4.2 学艺阶段：形成职业能力 

4.2.1 就业导向，创新培养模式 

以学生职业素养形成、专业技能提升、职业能力发展为目标，按照“悉岗→

跟岗→试岗→顶岗→上岗”的人才培养流程，将岗位职业要求贯彻到整个培训过

程中。第 1学年，学生在学校完成公共基础和文化课程的学习的同时，由景格开

设为期 64学时的行业认知课程和基本职业素养训练课程，学生进入企业，体验、

模仿、尝试、感悟企业文化，初步认识、熟悉职业岗位要求，并开展初步的职业

规划。第 2学年，学校和企业按照共同制定的学徒培养方案，实施实例化、项目

化的教学，业企以师徒 1:6的比例为学徒配备师傅，由师傅和学徒组成项目小组，

师傅带领学生跟岗培训，掌握专业所需各项基本技能；同时，学校也按 1:6的比

例配备指导老师，全过程参与学习指导和管理。第 2学年完成后的暑期，学徒参

加为期两个月的暑期试岗，试岗阶段学生进入企业，在师傅的带领下参与大量企

业已交付的真实项目演练，提升专业技能以适应岗位需要。第 3 学年上学期，学

生到企业参加顶岗实习，并实施过程考核，考核通过后，学徒正式参与企业生产，

此阶段严格按企业规定要求学徒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并根据学生工作量和贡献

率给予适当补贴，学生完全按照企业规章制度管理，全面践行企业工作和企业文

化；第 3学年下学期，学生到企业参加上岗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即可办理入

职手续，正式进入企业上岗。 

4.2.2 以人为本，改革教学模式 

教学过程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着重培养学

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加强实践教学，将企业管理和文化理念融合到教学过

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施工学交替，将生产任务引入教学内容，

将生产过程对接教学过程。实施双导师制，学校确定专业教师作导师，负责专业

知识教授；企业选派优秀技术人员为师傅，负责岗位技能传授。 

4.2.3 行业接轨，创新教学内容 

以人才培养对接行业需求、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教材对接技能为

切入点。按照专业教学计划，结合行业的人才需求和岗位要求，科学、合理提炼

岗位核心技能，由行业、企业、学校和有关社会组织共同研究制定课程体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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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划，全方位融合企业实际生产任务，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节和更新内容，

建立实习标准动态更新机制，确保课程内容实效性。按照企业培训各阶段考核要

求，制定岗位的实习考核标准。 

4.2.4 混编师资，加强队伍建设 

根据人才培养要求，师资校企互评，共同组建师资混编团队。邀请行业专家

和专业建设委员会一起修订师资队伍培养制度，完善教师聘请、考核与管理制度，

制定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选拔、考核及与管理办法，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

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4.3 出师阶段：严格考核模式 

学徒评价采用教学考评、技能考评、职业素养考评、岗位考评等相结合的综

合评价方式，同时积极构建第三方评价机制，由学校、企业共同对实习生岗位技

能进行达标考核。要求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须达到扎实的专业技术技能基础；

到企业参与实习后，第三学年上学期须具备承担岗位工作能力，第三学年下学期

可完全胜任岗位能力并具备职业迁移能力，实现就业目标。 

5 主要措施 

5.1 校企共同招生 

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组织招生，学校负责组织学生参加企业的宣讲，宣传，并

协助企业对学生进行面试等工作。学生自愿选择在学校的组织下参加企业说明会，

了解培养流程及行业发展方向，学生与企业进行“双向选择”，报名参加企业面

试，通过面试学生，同企业、学校签订《现代学徒制试点三方协议书》，以合法

的形式保障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在订单班学期期间的职责和权利，将学习和就

业有效衔接起来，实现“招工”与“招生”的统一。 

5.2 校企共商方案 

学校与企业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相应的教学内容和合作形式，

改革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和学生考核办法，将学生岗位业绩和职业素养评价纳入学

生学业评价标准。在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由职教专家、企业与学校、教师与

师傅的共同参与下，按照“企业用人需求与岗位要求”来设置课程，建成“公共

课程+基础专业课+核心专业课+教学项目”为主要特征的适合学徒制的专业课程

体系。其中核心课程可以根据企业需求适当增减，教学项目是完全按照企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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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专家、企业技术骨干和学校专业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开发适合企业的项目课

程，并由企业专家和专业教师共同来承担教学任务，尤其是专业实训、企业顶岗

实习环节。 

5.3 校企共育人才 

在现代学徒制的模式下，学校和企业是学生技能培养和素质养成的共同主体，

校企双方的合作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四川交通技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实践

现代学徒制的过程中，校企共育具体化为师徒关系贯穿全程、企业教学贯穿全程

企业评价贯穿全程。        

 

5.4 校企共组队伍 

引入“现代学徒制”的基本理念，构建师徒型师生关系。组建“学校教师＋

企业培训师＋企业技术员”的混编师资团队，负责实施学生选拔、教学、考核和

毕业跟踪调查，其中企业技术员担任师傅，一个师傅负责带领学生不超过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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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同对项目团队实施管理和绩效考核，结果与团队绩效联动，有力促进教师

团队业务水平提升和对学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有效管理。通过协作，较好弥补校内

教师项目实践经验的不足，提高了专业能力；同时也有助于企业技术人员对教育

教学理念的理解和把握，较好弥补了企业技术人员教学能力经验的不足。 

5.5 校企共同管理 

校企共同建立校企合作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学生选拔、教学、考核到就业跟

踪的全程管理。由校企双方高层组成决策层把控合作培养战略方向，校企双方委

派相关部门人员组成执行层。重点保障学生在学徒制试点学习期间以及顶岗实习

期间学校与企业、学生与企业师傅之间的沟通与衔接。 

5.6 校企资源共享 

包括技术力量、实训设备、实训场地等。一方面，企业为学徒制试点提供技

术熟练的师傅、优秀的企业培训人员，分别指导学徒的岗位技能和职业素养；另

一方面，企业提供足够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实际训练所需的原材料，以供学徒实践

学习所用，并且能够提供足够的岗位让学生实践；同时学校也为企业场地、学生

学习电脑等相关资源。学生在学徒期间，企业设立工时补助和实习工资，学校设

立奖学金，激励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企业储备人才。 

5.7 共监教学质量 

学校与企业共同制订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建立了学校+企业共同评价学生的

机制，两方共同实施订单班选拔、教学过程评价与学生毕业考核。在评价内容上，

凸显企业特点，重点考评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以及工作效率，让学生毕业

不但具备娴熟的技能，最重要具备相当的工作能力，成熟的职业思维。在评价方

法上，基于教考分离的模式，采用笔试、机试、实操、面试、岗位述职等多种形

式的考核方式。 

6 保障措施 

6.1 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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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和系里都将出台各项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学生权益，保证合理报酬，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

伤保险，确保学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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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运行保障 

景格公司作为驻校企业，实训基地就建在学校中，对于学徒制试点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都可以最快解决。 

景格公司同学校共同完成 2012、2013 级、2届学生培养，在过去两年里校

企双方合作顺利，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 

在前期的校企合作中产生了大量的教学成果和项目价值，获得了学生、学校

企业三方的一致认可。 

前期校企合作中发现了一些不足，校企双方共同思考解决办法。在现代学徒

制试点中，预先做好规避风险的准备。 

6.3 经费保障 

试点期间，学校每年预算不少于 30万元的推进经费，用于机制制度的建设，

课程资源的开发，师资补贴等内涵建设；同时，根据试点需要，负责场地、环境

和基本设施设备建设的经费保障。企业依托项目研发和实施，负责一定的师资补

贴、学生工时补贴、实习工资；同时，企业负责主要设施设备的经费保障；设立

一定金额的奖助学基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帮助贫困学生，激励师生创新创业。 

6.4 师资保障 

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是否顺利，主要取决于教师能否适应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模

式。本项目的实施将由学校选派资深教师和企业选派优秀培训和技术人员共同实

施人才培养。为了保障培养质量，按照 30 名的学徒数量，企业配置 1名培训主

管，1名技术主管、5名技术骨干，学校配置 1名教学主管、1名学生主管、5

名专业教师、1名辅导员负责学徒制试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