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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建材行业现代学徒制系列标准研究与开发实践 

试点起止年月 2015.9-2018.9 

申 

报 

单 

位 

单位名称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甲

一号 221室 
电子邮箱 Lj4652@126.com 

联系电话 010-51164652 邮政编码 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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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150 3年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150 3年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100 3年 

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沙玻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李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1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级高工/

培训中心常务

副主任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联系电话 13501167869 电子邮箱 Lj4652@126.com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朱玉春 男 1966.4 教授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方案策划 

周美茹 女 1968.12 教授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方案制定 

实施 

肖争鸣 男 1957.6 教授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方案策划 

姜春梅 女 1962.4 
高级  

讲师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方案策划 

实施 

孙倩 女 1966.1 经济师 
国家建筑材料行业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 

职业资格 

标准 

陈国强 男 1967.7 高工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方案实施 

杨文利 男 1970.8 副教授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方案实施 

刘志海 男 1960.7 正高工 耀华玻璃集团 方案实施 

张生运 男 1972.8 高工  沙玻集团 方案实施 

陈圣武 男 1963.9 高工 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方案实施 

马永斌 男 1969.7 高工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方案实施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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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1.申请单位概况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是经民政部批准、由全国建筑材料行业的企事业

单位及相关的社会团体和个人自愿联合组成的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形

式限制的行业性组织，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社会经济团

体。本会的宗旨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遵守宪法、法律，遵

守社会道德风尚，为行业服务，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维

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协助政府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进行行业管理，推

动行业的发展。 

本会代管协会有中国水泥协会、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中国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中国建材工程建设

协会、中国砂石协会、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等 23 个协会。 

本会直属单位有建筑材料工业信息中心、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

院、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硅酸盐学会、建筑材料工业技术

监督研究中心等 10个单位。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发挥参谋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把调整结构、推

动建材行业转型升级作为联合会工作重点，把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作

为行业转变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加强对行业发展的指导，以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作为主攻方向，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加快发展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把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作为行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指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大新产品的开发，

新材料的推广，新技术的应用，促进建材行业转型升级。 

2.合作单位概况 

本项目的合作单位共有 6 家，其中学校 3 家（高职 2 家、中职 1 家），

企业 3 家。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唯一以“建材”命名的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评为“创新能力培训实验学校”，是教育

部全国建材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单位、河北省建材职业教育集

团牵头单位、河北省建材工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河北省硅酸盐学会副理事

长单位。2014年，被河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河北省文明单位”。学院

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建筑装饰材料检测实训基地，校内实训中心 8个，实训

室 57个，耀华玻璃集团、冀东发展集团、深南玻等校外实训基地 91个。

学院设有通用工种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建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站。学院承担省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 19项。 2013 年承办了教育部首次全

http://www.cbmf.org/menu/index.asp?catalog=%E5%BB%BA%E7%AD%91%E6%9D%90%E6%96%99%E5%B7%A5%E4%B8%9A%E4%BF%A1%E6%81%AF%E4%B8%AD%E5%BF%83&catalog_id=100202162625&ischild=1
http://www.cbm.com.cn/
http://www.cbm.com.cn/
http://jcyjs.cnfrp.net/
http://www.ceramsoc.com/
http://www.standardcajc.com/
http://www.standardca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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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材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对话活动，2014年协办了全国绿色建材与德国

被动房技术大会等。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隶属北京金隅集团，是一所面向现代化制造业的国

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以建材生产、房地产开发、现代服务业的产

业链为依托，构建了集生产、应用、设备维修、营销和环境检测为一体的

专业链；同时建成“教学环境企业化”的 23 个实训中心、104 个实训室，

全面实施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学改革，打造了北京市现代化标志专

业―数控技术应用、骨干特色专业―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制的专业品牌，

在北京市和全国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核准备案的全

日制普通高职院校，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截至 2014 年，学院设

有材料工程技术、复合材料加工与应用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工

程技术等 53专业。有四川省教学名师 1 人、全国高职教育水平评估专家 1

人、教育部建材职教教学指委会成员 2 人，2 名专业教师荣获全国技能人

才培育突出贡献奖。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是由原北京市建材工业

局逐步转变而来的。十多年来，金隅集团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大力进

行结构调整，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集团经济得到了稳步、持续、快速

发展，国有资产实现大幅增值。由过去传统单一的建材产品生产企业发展

成为拥有金隅新型建材制造—金隅地产—金隅现代服务业为核心产业链

的大型综合性产业集团。 

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8 年，2005 年 2月在香港联交所主

板上市，是全球玻璃产业链的主要制造商之一。信义玻璃是国际领先优质

浮法玻璃生产商，目前拥有总计日熔量 11900吨的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

信义玻璃具有国内领先的技术实力，其技术研发中心在 1997 年被评为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 

沙玻玻璃集团有限公司由沙河市 10 家玻璃重点骨干企业组成，拥有

24 条浮法玻璃生产线、产能超 6000 万重量箱，采用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技

术，是国内超大型玻璃企业集团。沙玻集团是一家居于行业龙头地位、集

玻璃深加工技术设备和深加工玻璃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具有

完整产业链和持续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http://baike.baidu.com/view/22843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49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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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项目建设目标 

 

1.项目建设总目标 

本着“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指导思想，协同企

业与学校准确定位建材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目标，助力企业全程参与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各环节，开发科学的标准体系，实现职业教育与产

业、岗位的顺利对接，建立建材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的特色现

代学徒制。 

 

 

 

 

2.项目预期成效及推广价值  

本项具体成果和效果如下： 

（1）成立全国建材职业教育集团，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提供工学

结合人才培养平台。 

（2）建立促进企业积极参与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的校企合作机制，

保证企业参与职业培养计划的顺利实施。 

（3）开发现代学徒制系列标准，建立现代学徒制的行业评估制度，

使现代学徒制有规可循，有道可走，有标可达。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将在全国建材行业企业和全国建材类职业院校中

进行推广和应用。试点项目实施后，政、企、校、生四方均可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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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点项目重点建设内容及实施步骤 

1. 试点项目重点建设内容 

（1）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新兴建材职业标准及职业资格标准  

开发建筑材料工程技术专业（玻璃深加工、混凝土）职业标准和职业

资格标准，制定多方参与的职业资格鉴定考评标准；推进现代学徒制背景

下的职业资格证书准入制度，为现代学徒制的开展提供职业依据。 

此部分任务由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绵阳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建

筑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承担。 

（2）开发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及实习实训考核评

价标准 

我国建材工业正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

岗位工作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必须开发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并融入

职业资格标准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及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 

此部分任务由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北京金隅科技学校、北京金隅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沙玻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担。 

（3）校企联合招工招生机制                                                    

携手行业企业、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及高职院校，以为企业培养留得住

的本土化技能人才、服务地方经济为联合招生招工的切入点，利用职业学

校的单独招生政策，搭建招工与招生对接平台，通过学徒、企业、学校签

订三方协议，实现学徒双身份，建立对话沟通交流机制，制定《联合招生

招工实施方案》，出台现代学徒制企业招工与学校招生的互惠相融政策，

调动参与联合招工招生企业的积极性和生源报考积极性，建立联合招工招

生的保障机制。 

（4）加强现代学徒制相关制度建设，约束、规范、激励校企合作行为 

根据企业和职业学校的发展需求，制定规范的制度措施和合作机制，

促进深度合作。制定《企业实施现代学徒制管理办法》，对开展现代学徒

制的企业资格条件、认定程序、学徒报酬、协议签订、优惠和奖励制度作

出明确说明，明确符合资格的企业的责任权力，例如，企业承担的学徒教

育培训责任，提供学习教师企业实践岗位的责任和拥有对学生培训和实习

进行考核的权力等。支持试点院校的学生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学校与企

业签订联合办学合同，学徒、学校和企业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学徒的企业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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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和职业院校学生双重身份，确保学生的合法权益。 

此部分任务由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沙玻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

担。 

（4）校企合作模式下企业高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建设 

在对建材高职教育成本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基于成本分担与补偿的“利

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立足于建材行业职业教育成本及现状，

在校企合作的背景下分析企业分担成本，让企业了解高职教育成本水平、

成本分担对象、分担比率等，促使企业在高职教育中发挥成本分担功能，

引导企业正确认识在培养成本中承担的成本补充责任，明确企业在高职教

育成本分担中的角色和地位。 

研究使企业主动积极分担高职教育成本的有效措施与政策，探索有效

的企业受益方式和分担教育成本的途径，例如，通过直接捐赠、共建实训

基地、设立企业奖学金和助学金、积极参与高职教学过程及在企业建立双

师培训基地等途径分担学校的办学运行、实训、学生管理和就业、教学管

理及师资培训等人才培养成本。 

通过共建二级学院、共建科技实体、共建工程技术中心、共建培训中

心等方式为企业解决在发展中的技术与创新问题和人力资本问题，为企业

提供教育与科研资源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好主动性。 

此部分任务由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建材工业学校、绵阳职业

技术学院联合承担。 

（5）建立健全双导师的选拔、培养、激励制度，形成校企“互陪共用”

长效机制 

以“专业教师下企业，能工巧匠进课堂”为基本途径，引导支持学校

和企业通过人员互聘共用、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和专业建设

等形式，加强校企互通、专兼结合的“校企二元”双导师团队建设。制定

《现代学徒制双导师管理办法》，明确双导师职责和待遇。制定《双导师

选拔办法和考核奖惩办法》，明确导师任职标准和选拔程序，建立导师岗

前培养制度和达标上岗的选拔制度，并对导师的表现给与考核和奖励。制

定双导师培养方案，充分体现“校企双主体”，落实“校企二元双导师”

培养方案。制定建材行业学徒制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双师型教师标

准和质量监控体系，保证教学过程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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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任务由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沙玻玻璃集团有限公司、信义

玻璃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承担。 

（6）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建设 

为了双导师制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顺利实施，建立健全与现代

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建立“双导师”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机构。

学校与企业共同成立由学校领导和企业领导承担主任，学校和企业的专业

技术人员参与的教学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统筹、协调、监督人才培养

模式的正常运行，负责制定人才培养质量考核标准，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

考核和建管，负责监督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保障学生权益，

保证合理报酬，确保学生（学徒）的人身安全。 

制定《现代学徒制学分管理办法》包括通用知识体系学分、专项拓展

学分和综合素质测评学分三个方面，互相衔接、相互辅助。制定《现代学

徒制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在高职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学生提前或

延迟毕业、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学生跨校选课、学分互认、转专业、休学

等诸方面进行规范，同时，制定与之配套的管理文件，例如，《学分制与

弹性学制实施细则》、《学生重修、选课管理办法》、《学分制学籍管理

规定》等相关教学运行管理文件，使学分制的实施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

据可依。 

完善教学质量监督机制，积极引入激励和竞争机制。健全教学质量管

理监督机制，将课堂教学、企业教学、顶岗实习等作为评估教学质量的重

要依据。积极调动企业师傅和专业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制定竞争上课制度、

选拔制度，并不断完善各项政策，如课时津贴、工作量计算、教学科研成

果奖励等，鼓励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进行双向交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

学中去。 

此部分任务由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建材工业学校、绵阳职业

技术学院联合承担。 

（5）现代学徒制质量评估体系研究 

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建立多方参与的考

核评价机制，制定现代学徒制教学质量评估标准，建立建材行业现代学徒

制质量评估制度， 

此部分任务由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建材工业学校、信义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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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承担。 

2. 具体实施步骤 

（1）编写项目任务书。（2015.9-2015.10） 

（2）成立建材行业现代学徒制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2015.11-2015.12） 

（3）建立促进企业积极参与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的校企合作机制。出

台相关政策，建立相关制度，并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过程中实施。

（2016.1-2016.4） 

（4）制定编制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

质量监控标准等实施方案，编制现代学徒制系列标准及有关管理办法。

（2016.5-2016.8） 

（5）编制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

监控标准。(2016.9-2017.8) 

（6）边研究边总结，结合人才培养过程不断完善现代学徒制的系列标

准。(2017.9-2018.6) 

（7）归纳汇总一个培养周期的相关资料，完成专家审核验收工作，完

成项目总研究报告。（2018.7-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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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点保障 

（1）工作机制保障 

成立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秘书长任组长，全国建材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秘书长任副组长，企业负责人和试点院校负责人参与的试点项目

领导小组，负责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指导、协调、监督与检查，及时研究

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工作领导小组围绕《2030 年中国建材工业“创新提升、超越引领”发

展战略》和《中国建筑材料工业新兴发展纲要》的要求，结合建材行业发

展的实际需要，确定试点专业，制定实施方案。发挥统筹作用，统筹行业

内试点职业院校和企业建立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统筹利用好政府、行

业、企业、学校及科研机构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协调好人社、发改等相关

部门的关系，形成合力。 

领导小组下设由专业教师、企业人员组成的学徒制工作小组具体负责

劳动合同、联合办学合同及三方协议的审核与管理，负责双导师的选拔、

培养、双向挂职锻炼、横向技术开发、专业建设、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

责任保险与工商保险及各项现代学徒制工作的落实等。 

（2）资金保障 

资金是试点工作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本着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原

则，主要通过试点合作企业投资试点实训基地的方式进行，由沙玻玻璃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 500 万元建设探索混合所有制的试点实训基地，制定试点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行业、学校、企业等各参与方在资金使用方面的

责任和权益，保障试点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探索其他筹措资金途径，

一是通过注资和合股等有效的方式进行资金筹措，二是通过校企联合的方

式对高职教育进行间接投资实现成本分担，首先是企业可以对专业对口的

高职院校直接捐赠相关科研设备和提供科研经费，分担高职教育的办学成

本；其次是可以工学结合共建实训实习基地，分担高职教育的教学成本；

最后是设立专业奖学金等，降低高职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个人成本。 

（3）政策保障 

支持试点院校的学生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学校与企业签订联合办学

合同；学徒、学校和企业签订三方协议，特别是学徒的权益保障，尤其是

知情权、工作津贴、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等具体的合同或协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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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关试点工作的扶持政策，制定师资配备等方面的具体倾斜政策。 

    （4）平台保障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作为中国建材联合会的直属单位，拥有

国家建筑材料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这将为现代学徒制的职业资格

认证制度提供研究实施平台。 

作为主要合作单位--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不仅具有水泥与玻璃模拟

生产线，还是河北省建材职业教育集团的牵头单位。河北建材职教集团现

成员单位 120 家，其中包括“北京金晶智慧太阳能材料有限公司”等新型

建筑材料企业单位 52 家，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等玻璃企业单位 34 家，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水泥企业 29家，秦皇岛市政混凝土有限公

司等混凝土企业 20家，河北建材工业协会等行业主管部门 8 家，秦皇岛

玻璃研究设计院等科研院所 29家。成员单位已遍布全国，集团资源优势

明显，校企合作充满活力。      

本项目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主持申报，联合会将充分发挥行业平台

优势，大力协调各省建材协会的力量，在人力、物力、时间、政策、配套

经费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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