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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试点任务书 

 
项目名称：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试点   

试点专业：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  

牵头单位：       广东省旅游协会                  

合作院校：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负责人：          李  帆             

项目起止年限：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广东省教育厅制 

201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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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要求  
 

1．本申报书由申报现代学徒制的试点牵头院校填写。 

2．请用小四号仿宋＿GB2312填写，行间距为 20磅。 

3．请用 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一式三份连同电子

文档一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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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试点 

试点起止年月 2015 年 9 月——2018 年 8 月 

牵

头 

单 

位 

单位名称 广东省旅游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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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463号 408室 电子邮箱 lifan@gdtu.org 

联系电话 020-22386636 邮政编码 510630 

主

要

合

作

院

校

及

企 

业 

合作院校 合作企业 拟招生数 学制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

学校 
广州南沙大酒店 40 3 年 

 佛山皇冠假日酒店 40 3 年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李帆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0 年 6 月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

职务 

饭店管理中级经

济师/副秘书长 

最终学历/学

位 
国际旅游管理 MBA 

联系电话 13570096323 电子邮箱 lifan@gdtu.org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魏洪涛 男 1963.5 副局长 国家旅游局 
组长 

项目总负责 
 

韩玉灵 女 1956.3 教授 
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 
副组长 
项目指导 

 

董家彪 男 1957.7 高讲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副组长 
项目统筹 

 

李帆 女 1970.6 
中级经
济师 

广东省旅游协会 
副组长 
项目协调 

 

曾小力 男 1969．9 高讲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推进  

乐享荣  男 1964.2 高讲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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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敏 女 1973.10 高讲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教学管理  

杨  结 男 1959.5 总经理 广州南沙大酒店 企业协调  

 张宝琳 女 1972.4 
人力资
源总监 

佛山皇冠假日酒店 企业协调  

二、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广东省旅游协会 

广东省旅游协会是由广东省旅游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

按照平等自愿原则结成的全省联合性旅游综合产业协会。广东省旅游协会以推动我

省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旅游及相关企业为服务对象，以政府监督下的

自主行为为准则，以非官方机构的民间活动为方式的非营利性独立法人社会组织。 

广东省省旅游协会成立于 1994 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主导成立了 6 个专

业行业协会，分别是广东酒店行业协会、广东旅行社行业协会、广东省自驾旅游协

会、广东温泉行业协会、广东省游艇旅游协会、广东省景区行业协会，以及导游分

会、旅游文化传播分会、房车露营分会等 3 个分会，会员及当然会员覆盖全省各旅

游业态及主要旅游企业，成为一个旅游产业集群式枢纽型社会组织。 

广东省旅游协会与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牵头申报“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试点项目”，其目标是：搭建旅游

院校与旅游企业间的无缝对接平台，改革旅游人才的培养模式，为广东省旅游行业

培养实用、能干、适应社会需要、深受行业欢迎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在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中，广东省旅游协会承担的主要职责包括： 

（1）督促签订协会、学校、企业、学生（家长）四方协议，明确各自的职责，

保障各方（尤其是学生）的权益。 

（2）牵头制订高星级酒店岗位人才标准。 

（3）协助校企方共同制订“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

计划、课程标准、考核方式、评估标准等。 

（4）组织行业专家参与开发部分相关课程和编写部分相关教材，推荐行业专

家担任现代学徒制班的教学工作。 

（5）牵头成立由业内专家、酒店经营管理者、同类学校酒店专业教师组成的

第三方考核与评估机构。 

（6）牵头搭建为现代学徒制试点及推广服务和“职业发展平台”。 

（7）协调、督促和监管“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试点工

作的开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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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企业基本情况(用人需求情况) 

 

（1）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是广东省旅游局直属的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是国家

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单位及其高星

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分委员会主任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副会长单位，被

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先进集体、全国职业教育先进

单位、广东省安全文明校园、广东省高中阶段教育先进集体、广东省直精神文明单

位、广东省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等荣誉，2006—2014 年连续 9 年入选广东最具竞争

力职业院校十强。 

学校占地 230 亩，建筑面积 7 万多㎡，现有在校生 6000 余人，教职工 316 人，

设立较完善的中职旅游专业体系，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

烹饪与营养膳食、旅游外语等 4 个专业是广东省重点建设专业及国家示范校重点建

设专业。 

学校坚持“立德尚能，素质竞争”的办学理念，实施“岗学对接，四级递进”

旅游人才培养模式和“双任务，双导师”实习教学管理模式，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职业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旅游人才。学校牵头成立广东旅游职教集团，合作企业

160 家，建立起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立起以珠三角为中心、辐射港澳和北京、上海

的就业网络，并开辟了赴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迪拜实习就业的途径。 

学校创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内涵发展的典型：牵头制定全国中职《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和《旅游外语》

2 个专业教学标准，参加完成酒店服务与管理和旅游服务与管理 2 个专业全国数字化

资源建设，正在制定全国中高职酒店类专业实习标准，连续 3 届（2012 年—2014 年）

成功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酒店服务赛项。 

近 5 年来，学校年均为社会、行业培养约 1800 名实用型旅游人才，年均为社

会、企业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和鉴定近 2 万人次，年均派送学生赴境外实习、就业 300

多人，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8%，专业对口率 85%，就业稳定率达 87%。学校年均接

待校外团组调研交流 3000 多人次，成为岭南现代旅游教育的窗口，《中国旅游报》、

《中国教育报》等十多家媒体先后报道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经验 60 多次。 

广东省旅游学校与广东省旅游协会共同申报“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试点项目”，并在其中承担以下工作： 

（1）建立“现代学徒制试点专项办公室”,全面协调、检查和督促项目参与各

方所负责工作的实施，研究处理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督促各参与试点单位成立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小组”，落实各自承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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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为学生办理录取和毕业手续，为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学生申请和办

理免学费、助学金等相关手续，建立学生学习期间的教学档案，协助企业建立学生

第二、三年的实践档案。 

（3）牵头制订“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工作实施方案”，牵

头制订相关管理规定和考核方案。 

（4）牵头制订“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计划、课程

标准、考核方式、评估标准等，牵头开发部分相关课程和组织编写部分相关教材。 

（5）建立“双导师“选拔、培养与激励机制，校企互聘师资，并按协商的教

学计划、在不影响企业经营的前提下科学安排教学活动。 

（6）配备专职班主任，全面负责第一学年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生活、

安全管理；选派驻店老师配合企业做好学生实践期间的思想工作及学生管理工作。 

（7）督促企业合理安排学生在企业学习与实践期间的学习、工作和休息，督

促企业为学生购买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及按协议为学生支付相应报

酬。 

（8）在试点工作进行的各阶段及完成后，牵头对试点工作进行阶段性和终结

性总结，形成对进一步推行现代学徒制有指导意义的系统文件，并在“广东省旅游

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推进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 

 

（2）广州南沙大酒店、佛山皇冠假日酒店 

广州南沙大酒店是霍英东先生继投资白天鹅宾馆后兴建的国际标准的豪华五

星级商务会议型酒店。酒店座落于风景如画的广州南沙海滨花园新城，面朝碧波浩

淼的伶仃洋，背靠苍翠欲滴的蒲洲山，距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都仅

需一小时车程。酒店拥有 318 间设计考究的酒店客房，可容纳 500 人的宴会厅及多

间风格各异的风味餐厅，员工需求人数 500 余人。 

广州南沙大酒店自开业以来，以“顾客至上，服务第一”为经营宗旨，以“真

诚、朴实、亲切、热情”为服务风格，以“市场为导向，一切服从于市场，一切服

务于市场，得消费者心者得市场”为酒店经营观，以“以人为本，关心人、理解人、

尊重人，科学与严格相统一”为酒店管理观，凭借优质的服务赢得顾客一致好评。 

广州南沙大酒店与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于 2004 年开始合作，共同为行业

培养了 700 多名旅游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培训经验，率先开发酒店工作要点库，

为 35 所院校培养实习生，协助承办全国规格最高的酒店大赛，2014 年成为全国高职

院酒店专业骨干教师培训基地。2014 年，该店承办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委会主

办的产教融合展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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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皇冠假日酒店（原佛山宾馆）坐落于佛山繁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毗邻佛山祖庙、梁园等历史名胜，距广州仅 25 公里。2004 年底，佛山宾馆完成了国

有企业体制转换，并成为佛山第一批五星级酒店。2005 年 8 月，加盟洲际酒店集团

旗下“皇冠假日”品牌，更名为“佛山皇冠假日酒店”。拥有全新装修的各类客房 412

间（套），1210 平方米的国际会议中心，风格各异的中西餐厅和酒吧，员工需求 800

余人。 

佛山皇冠假日酒店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文化，在这里能感受到更多的

人文关怀。酒店收获了“全国旅游行业先进集体”、“全国百家优秀星级饭店”、“全

国外商投资先进饭店”、“全国绿色餐饮企业”、 “消费者满意单位”、“佛山市环境

保护模范企业”等多项殊荣。1993 年，佛山宾馆在“中国 500 家最大服务业及行业

企业评价”中，排名旅游业第 37 位。2000 年，在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全国旅游涉

外饭店营业收入前一百名排序”中排列第 38 名。2009 年荣获中国酒店业的最高荣誉

——首届“中国饭店金星奖”称号，并在 2011 年荣获“第 11 届中国饭店金马奖”。 

佛山皇冠假日酒店具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队伍，并且从 2003 年开始与广

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开办“定向培养班”“在职大专班”，合作时间长，经验

丰富，成效显著。 

 

广州南沙大酒店、佛山皇冠假日酒店作为“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试点项目”的参与企业，承担的主要工作和

职责是： 

（1）设立“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方工作小组”， 具体负责本项目中各方所承

担的各项工作的实施。并指定专人全面负责学生在企业专业学习与实践期间的学习、

实践、生活、安全管理，确保学生在丙方专业学习实践期间的合法权益和人身、人

格、财产安全不受侵犯。 

（2）积极参与制订“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工作实施方案”、

相关管理规定、教学计划、课程标准、考核方式、评估标准等指导性文件，负责部

分课程的开发与教材编写。 

（3）负责按协商的师资选拔条件，推荐大专学历以上的企业管理人员或资深

员工担任教学工作和师傅之职。 

（4）负责建立固定的、配备多媒体设备的企业课室，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

工作、生活环境。 

（5）保障学生的学习和休息时间，提供安全健康的专业学习与实践环境，安

排每个学生在不同的岗位进行轮岗学习与实践。 

（6）严格执行相关国家法律，保障学生在企业学习与实践期间的各项权益，

192.168.2.201/本地磁盘%20(f)/培训部/招生工作/2015/现代学徒制/新建文件夹/Users/dyy/Downloads/CPFS%E9%85%92%E5%BA%97%E4%BB%8B%E7%BB%8D.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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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协议按时为学生支付实习津贴。 

（7）在第三年专业学习与实践期间，企业方为年满 18 周岁、评估合格的学生

转为正式员工，且不再设置试用期，享受正式员工的一切待遇。 

（8）负责为学生建立第二、三年的专业学习实践档案，包括：记录工作任务、

培训内容，统计培训学习课时、评估培训效果等，每个岗位实践结束（或每学期工

作结束）时，对应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都应对学生的学习实践情况进行考核与评定；

整个专业学习实践环节结束时，企业方应对学生在此期间的学习和实践表现做出全

面的考核与评定，并按校方要求填写《实习生评估表》、《实习生鉴定表》、《实习生

质量问卷调查》等，为学生颁发《企业实践证书》。 

 

 

 

 

三、项目建设目标和内容 

1、项目建设主要目标：（主要目标、内容） 

 

探索中等旅游职业教育适合社会进步、适合行业需求、适合个人发展的教育教

学改革之路，探索企业员工队伍稳定和人才培养之路。具体如下： 

（1）深化校企合作内涵，变低端的人力资源供求合作深化为校企共同培养行

业人才的合作。 

（2）重新构建现代学徒制理念下的旅游中职学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专业课程体系，重组课程内容，编写有理论、重实践、可操作的专业教材，为我校

今后各专业全面实施现代学徒制树立典范。 

（3）改革传统的教学组织、实施、评估和管理模式，建立学校教师与企业师

傅相互揉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立以行业标准为基准的考核标准和评估体系，

真正实现从学生到员工、从学习到工作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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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联合招生招工方式、人才培养方

案制订、课程体系开发、教学过程安排、标准和制度建设、证书获取等） 

 

（1）培养目标 

为高星级酒店培养具有良好服务意识、扎实文化基础、熟练服务技能、优雅形

象气质、能吃苦耐劳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基层管理人才。 

（2）招生（招工）对象与方式 

对象：符合条件的应历届初中毕业生、合作酒店在职员工； 

方式：学校与合作酒店共同制订招生简章，共同对报考对象进行面试，综合中

考成绩和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3）人才培训方案 

以新版全国中职学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为依据，结合行

业和合作酒店的特点及对人才的要求，共同制订教学计划。实习“双导师”制、“师

带徒”制，共同承担文化基础课、专业理论课、专业技能及顶岗实习等各环节的教

学、实践和管理工作。 

实行学分制管理，采取工学交替模式，学生 1/3 学制时间（第一学年）在学校

全日制学习，2/3 学制时间（第二、三学年）在合作酒店开展技能培训与顶岗实习。

在校全日制学习期间，合作酒店送教入校，在酒店实践期间，学校送教进企。同时

由酒店各部门推荐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基层管理人员或资深员工担任师傅，按师徒

比按 1：5 配备，采取“师带徒”方式，培训和提升学生的岗位能力。 

由广东省旅游协会牵头成立由业内专家、酒店经营管理者、同类学校酒店专业

教师组成的第三方考核与评估机构对学生质量进行评估，并搭建为现代学徒制试点

及推广服务和“职业发展平台”， 优先推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毕业生

到业内高星级品牌酒店就业。 

（4）课程体系开发 

课程体系由本专业教学标准和合作酒店员工培训知识构成。实践课程将结合酒

店岗位设置，把各岗位的知识点进行分解细化，共同开发针对酒店岗位的课程体系，

建立与岗位流程相对应的教学流程。 

（5）教学过程安排 

 “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采用学分制管理，分阶段分任

务的工学交替学习模式，将教学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高度融合。 

ⅰ、学习阶段 

第一阶段（第一学年）：“文化理论学习” 阶段。主要学习场所在乙方学校，

执行乙方学习与作息制度，主要完成文化基础课和部分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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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第二、三学年）：“专业学习与实践”阶段。主要学习场所在丙方企

业，执行丙方学习、工作与作息制度，采用集中授课与研讨（每月 6 天，其中 3 天

由学校组织全班集中授课，另外 3 天由酒店分部门组织集中授课）、岗位培训（分部

门）、顶岗实习（师带徒）等方式，主要完成部分专业理论、专业技能、职业素养、

个人发展等方面课程的学习。 

ⅱ、学习时间 

第一阶段，每周 30 学时； 

第二阶段，每周学习 20 学时，时间构成为：企业每月专门空出 4 天脱产学习

时间（每周 10 学时），学生每月利用 2 天休息时间脱产学习（每周 5 学时），企业每

周岗位培训 1 学时，师傅每周带班培训 4 学时（每天 1 学时）。 

ⅲ、“专业学习与实践”阶段学习方式 

A、集中授课：主要用于完成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在每月 6 天脱产学习时间

安排； 

B、专题研讨：主要用于集中开设专题讲座、分享典型案例、讨论工作中遇到

的典型问题等，在每月 6 天的脱产学习时间安排； 

C、技能培训：分部门组织的员工岗位标准、专业技能、操作规范、职业等培

训； 

D、师傅传授：每天岗前、岗中、岗后由师傅讲授工作要点，指导操作规范，

评点工作效果； 

E、岗位实践：由师傅带领和指导、或独立地在具体岗位上进行的学习和实践。 

（6）标准和制度建设 

参与方共同讨论和制订试点项目运行与管理制度，包括： 

四方（协会、学校、酒店、学生）协议； 

教学目标、教学计划与课程标准； 

“双导师“师资选拔与培养方案； 

学生质量、办学质量评估体系； 

学生实践管理办法（包括学生实习津贴标准与发放）；  

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专项经费筹措与管理办法； 

现代学徒制学生职业发展计划。 

等…… 

（7）证书获取 

现代学徒制班学生在学制期内通过学习、培训与实践，将获得以下证书：酒店

核心岗位职业技能证书（中级餐厅服务员或中级客房服务员）、中专毕业证、企业实

践能力证书（企业核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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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建设的预期成果 

（研究的方法、思路、成果等） 

 

1、研究思路 

首先，对照我国现实旅游行业对人才发展的迫切需求，树立实事求是的实

践态度，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历史视角透视国内外实施现代学徒制经验背后

的合理性机制，重点对国内本世纪以来探索现代学徒制的实验性成果进行问题式

搜索；把旅游相关专业与企业开展的前现代学徒制的建设性尝试确立为实践研究

的典型，同时，对比中西现代学徒制实施过程中的差异，关键是找准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力求解决问题的制度性对策，并能反馈到进一步的现代学徒制实验性研

究之中，不断进行修正和补充； 

其次，该项目建设要始终以《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

和《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旅游职业教育的指导意见》为指导纲领，在实践探究的历

史经验之上，结合现今旅游职业教育和旅游行业的新态势，对国内外当下主流的

学徒制理论进行论证性研究，以此开拓出新的现代学徒制研究理论，为现代学徒

制的实验性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思想，包括其现代学徒制的确切内涵、特点、价

值标的、实施路径、运作机制、评价体系等； 

最后，整合上述实践和理论层面的努力成果，以开创性的精神建立与我国

旅游行业和人才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2、研究方法 

本建设项目属于教改类的实验性研究，主要从实际需要出发，通过调查研

究、案例研究、文献研究、经验总结等方法对遭遇问题的进行尝试性解决，期许

在行动过程中获得可行性成果，并能反思提炼为一套科学适用的现代学徒运作机

制。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研究：对中西研究现代学徒制的文献进行阅读、整理、归纳和分

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存在的缺陷，确立本项目建设可能要解决的问题和采用

的方法。通过对理论成果的缜密剖析，探讨现代学徒制的当下理念和应有属性。 

（2）调查和实验研究：对国内外现代学徒制成功典型进行调查研究，在本

校选取发展较为成熟的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重点专业开展实验性研究，以该专

业为突破，选择 1-2 个校企融合深入、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实验，

并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3）经验总结：在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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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的实施步骤 

（项目实施的过程与步骤） 
 

工作阶段 时间 工作内容 

启动阶段 2015.9-2016.2 

1、与合作酒店签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合作办学框架协议； 

2、成立“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工作领导小组”，由全国旅游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广东省旅游协会、学校、合作酒店相
关人员构成，设立现代学徒制项目办公室； 

3、校企双方协商和制订“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
学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工作实施方案”，制订
相关管理规定和考核方案； 

4、讨论和拟定协会、学校、酒店、学生四方协
议，确定各方权益和职责； 

5、校企双方讨论和制订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
选拔配备双导制师资，确定教材或组织编写讲义； 

6、在 2015 级新生中进行现代学徒制班招生宣
传，组织报名，校企共同面试，组建《高星级饭店
运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班，并签订四方协议。 

实施阶段 2016.3-2018.8 

1、按工作方案和教学计划开展教学，第一学年
在学校全日制学习，企业送教到学校；第二、三学
年在酒店顶岗实习，每周安排 20 课时上课和培训，
学校送教到酒店，酒店组织岗位技能培训和顶岗实
习； 

2、学校配备专职班主任驻酒店，酒店指定专人
负责，双方齐抓共管学生工作。 

3、建立学生档案，包括学习档案和实习档案，
全程记录学生在各个阶段的表现。 

4、针对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修改和
完善工作方案和管理方法； 

5、第三学年期间组织完成职业资格证考证工作； 
6、对学生每门课程或每个岗位实践的完成情况

给予考核，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评价体系； 

总结和推

广阶段 
2018.8- 

1、每学年工作完成后及整个项目工作完成后，
由第三方机构对项目成效进行评估； 

2、学校与合作酒店对项目开展情况分阶段总结，
及时修订和完善工作方案和管理制度，对优秀学员
和老师进行表彰； 

3、在总结完善的基础上，向其它专业或职教集
团中的其它企业推广现代学徒制，每年现代学徒制

班级 4-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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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计划进度安排 

起止年月 工作内容 阶段性成果 主要负责人 

2015.9-2016.2 项目准备与启动 

成立“广东省旅游学校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工作领导
小组”，在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
学校设立项目办公室和项目工
作小组 

李帆 
董家彪 

拟定协会、学校、酒店、学
生四方协议，明确各自职责与权
益 

李帆、曾小力 
乐享荣、杨结 

张宝琳 

拟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工作实施方案” 

曾小力、乐享荣 

招生宣传、面试，组建“2015
级〈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
业现代学徒制班” 

曾小力、乐享荣 

2016.3-2016.8 
校内学习与入企

前准备 

制定学生实践环节教学方案
及管理方法 

乐享荣、杨结 
张宝琳 

制定企业师傅选拔方案、工
作制度，并进行培训 

乐享荣、杨结 
张宝琳 

设计考勤、教学安排、工作
任务、业绩、考核方法、考核标
准等相关管理表格 

李帆、乐享荣 
杨结、张宝琳 

入企前专项职业能力训练 邓敏、乐享荣 

2016.3-2018.8 企业实践与学习 

建立学生实践学习档案 
乐享荣、杨结 

张宝琳 

组织编写实践环节部分课程
的培训教材 

邓敏、杨结 
张宝琳 

制定实践各环节的考核标准
与考核方法 

李帆、乐享荣 
杨结、张宝琳 

组织学生参加酒店相关工种
的职业技能考证 

乐享荣、邓敏 

对我校现代学徒制试点进行
全面总结，形成我校现代学徒制
实践的规范性文件 

曾小力、乐享荣
杨结、张宝琳 

在其它专业逐步推广和实施
现代学徒制 

董家彪 
曾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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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建设的保障措施  

（项目建设的组织保障、师资保障、设施条件保障、资金保障、体制机制方面的

制度保障等） 

 

全国旅游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省旅游协会拟委托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

校牵头负责具体工作的开展，将定期开展项目检查验收，督促学校按照政策和申

报内容开展工作，协调并引导相关院校、企业推进项目工作，指导相关单位按照

行业标准配套实训基地及设施设备，并积极发挥专家库作用，为研究提供“智库”

支持。 

1．组织保障 

在国家旅游行指委和省旅游协会的领导下，成立由广东省旅游协会、广东

省旅游学校、南沙大酒店、佛山皇冠假日酒店等参与方构成的“广东省旅游行业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学校和企业分别设立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小组，试点工作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各工作小组具体实施。 

（1）“现代学徒制试点”领导小组 

组  长：魏洪涛（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副组长：韩玉灵（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秘书长） 

李  帆（广东省旅游协会秘书长） 

组  员：董家彪（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杨  结（广州南沙大酒店总经理） 

李穗深（佛山皇冠假日酒店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2）“现代学徒制试点”专项办公室  

在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设立“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专项办公室”，专项

办公室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研究和制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相关政

策、教学计划、管理制度等，督促和检查“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实施。 

主  任：曾小力 

副主任：乐享荣、许洁超、张宝琳 

成  员：邓  敏、熊  耀、文黎晖 

（3）“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小组 

在各参与单位设立“现代学徒制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包括：参

与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的制订、参编相关教材和培训资料、提供相关师资和教学

场地、组织实施教学过程和岗位实践、学生思想工作和日常行为管理等。  

A、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小组”构成如下： 

组  长：邓  敏 

副组长：朱小彤、熊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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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员：酒店专业相关教师 

B、南沙大酒店“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小组”构成如下： 

组  长：许洁超 

副组长：朱靓、冯盼盼 

组  员：相关部门总监 

C、佛山皇冠假日酒店“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小组”构成如下： 

组  长：张宝琳 

副组长：王萍 

组  员：相关部门总监 

2．经费投入 

本次试点，预计招生 80 人，分两年招生，在两家酒店实施。计划投入经费

100 万元。由于目前国家尚未对本项目下达专项资金，“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试点项目“运作资金由各参与方（企业、学校、企业）及广东

省旅游职教集团承担。经费的使用包括：招生宣传、学生奖学金、学生住宿费交

通费、学生实践期间保险、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校企方教师课酬、企业师傅津贴、

学校教师的人身意外保险及交通费用、建立企业课堂、设备投入和学生自主学习

平台、开发与行业和合作酒店相适应的教材讲义和课件开发费用、“现代学徒制

学生职业发展平台”的建立、邀请第三家机构评估等。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办公室”将制订“广东省旅游行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专项资金筹措与管理办法”，严格管理专项资金的使用。 

3．师资队伍建设 

（1）55 名旅游行指委委员所在单位拥有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专业教师队伍。 

（2）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通道，学校酒店专业教师定期下酒店实践，

学习和了解行业的新动态新技术，更新和丰富专业知识。 

（3）从合作酒店中甄选一批既有丰富的酒店管理经验和娴熟的服务技能，

双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培训能力的资深人员担任企业培训师和岗位师傅，岗位

师傅按师徒比 1：5 匹配。 

（4）建立一支适应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管理人员队伍。 

4．实训基地建设 

（1）校企双方共同投资在两家合作酒店各建立一间多媒体企业课堂，并建

立学生远程自主学习平台，共享校内教学资源； 

（2）在已开发的南沙大酒店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企业实践岗位技能知识要

点库（客房岗位）基础上，扩大岗位应用范围，使学生的岗位能力学习变得自主

化、流程化和可视化。 

（3）建立实训基地校企共建机制，共同投入，共同开发，定期沟通与交流。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