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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总结报告

根据教育部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做好 2020 年现代学徒

制试点验收工作的通知》精神，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学校）对照备案审核的任务书和全国现代学徒制

工作专家指委会专家 2019 年度检查指导意见，认真开展自

查自评，动物医学、新能源汽车技术、物流管理三个专业现

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已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达到项目建设

的标准要求。

一、项目概述

学校高度重视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以现代学徒制

试点项目建设作为重要抓手，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职教改革

20条”“省职教改革 17条”等部署要求，加快推动职教改

革创新发展。2018年 4月起，先后与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签

订合作协议，成立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业建设

委员会，开展动物医学、新能源汽车技术、物流管理三个专

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合作办学。并校企联合申报三个专业现

代学徒制试点项目，顺利通过湖南省教育厅遴选，推荐上报

教育部。2018年 8月，通过教育部经专家论证，《教育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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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关于公布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的通知》（教职成

厅函〔2018〕41 号）予以批准立项。2019 年 6 月，新能源

汽车技术专业再新增与湖南乙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现

代学徒制合作办学。2018年和 2019年三个专业先后共同招

收 171 名学徒学生，其中，动物医学专业 59 名学徒学生，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60名学徒学生，物流管理专业 52名学

徒学生。试点以来，校企联合，积极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扎实推进招生招工一体化，逐步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共同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管理制度体系。

图 1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推进会 图 2 动物医学专业校企合作洽谈

图 3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签约仪式 图 4 物流管理专业签约仪式

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学校动物医学、新能源汽车技术、物流管理三个专业成

http://dfs.hnbemc.cn/2018/11/03/20181103133447530q2q7t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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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立项为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以来，项目建设

团队严格按照《任务书》和《实施方案》要求，规划项目年

度预算资金，对标对表落实各项建设任务，取得了较好效果。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任务书要求，本项目建设的一级指标为

6项，建设内容共 18大项，2019-2020年试点工作任务验收

要点 94 项，实际完成 164 项，各项指标平均任务完成率均

达到和超过 100%，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目标完成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一级指标 2019-2020 年项目建设内容
承诺

任务数

完成

任务数

任务

完成率

1

校企“双

主体”育

人机制

校企合作办学协议及组织机构成立文件 3 4 133%

现代学徒制试点相关制度文件 11 11 100%

校企双育人工作进程及会议记录（新闻报

道）等
4 6 150%

2
招生招工

一体化

招生招工一体化相关制度 4 4 100%

三方协议及学徒名单 2 6 300%

招生招工一体化工作进程及会议记录（新闻

报道）
4 12 300%

3

人才培养

制度和标

准

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 3 100%

试点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3 3 100%

试点专业对应岗位技能标准 3 9 300%

试点专业课程体系标准 3 3 100%

试点专业课程标准及校本教材 13 28 215%

人才培养制度 2 1 50%

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工作进程及会议记录

（新闻报道）等
2 6 300%

4

校企互聘

共用的教

师队伍

教师队伍管理制度 6 6 100%

校企互聘共用的教师队伍 7 24 342%

校企互聘共用的教师队伍工作进程及新闻

报道
3 9 300%

5 体现现代 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 4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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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特

点的管理

制度

毕业设计及技能考核标准 2 3 150%

工作进程及新闻报道 2 2 100%

6 其他

学校导师、企业导师、学徒名单 3 3 100%

试点专业技术标准、技能考核标准及培训体

系文件
3 3 100%

共建实训基地协议及学生（学徒）实践方案 2 3 150%

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管理及推广 2 2 100%

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经费使用 6 9 150%

合 计 94 164 174%

（一）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

经过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成功实践，实现了校企双方资源

共享，构建了“校企分工合作、双主体协同育人、共赢同发

展”的长效机制。

1.成立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以学校校

长为组长，分管教学和学工工作的副校长、各合作企业法人

为副组长，党政办、教务处、组织人事处、招生就业处、质

量管理处、对外交流处、动物科技学院、车辆工程学院、经

济贸易学院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各合作企业人力资源负

责人为成员，校企共同参与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主要负责项目规划、方向指引、统一协调、统筹安排等

工作，讨论和解决项目试点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学校教务处，主要承担

试点工作的日常管理，落实领导小组安排的各项任务，统筹

协调试点工作具体建设任务。校企联合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组织架构见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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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新能源汽车技术、物流管理三个试点专业还

分别成立了校企共同参与的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工作

小组，负责组织开展各试点专业建设与改革研究，提出各专

业建设发展规划，制（修）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课

程资源建设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考核评价方

式改革研究，深化校企（校校、校政）合作，探索双主体育

人、合作就业新模式，推进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三教”改

革等。

图 5 校企联合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组织架构

2.明确校企双主体育人的职责。为落实项目建设任务，

切实推动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按照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

要求，建立健全了校企双方负责人共同参与的校企“双主体”

育人、招生招工一体化、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校企互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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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师队伍等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制度机制，明确校企双

方的职责与分工，校企双方紧密合作、协同育人，三个专业

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建设、日常运行等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校企双方发挥各自优势，积极争取行业协会指导支持，共同

制定和设计宠物医护、新能源汽车制造、物流管理等岗位的

标准、技能考核标准和培训体系，共同制定学生（学徒）校

内外实践方案，每个专业完成 20个工位跟岗实训基地建设，

20个工位的课程实习基地建设，认真做好现代学徒制特色项

目研究成果推广等工作。

图 6 学校院长史明清讲话 图 7 学校副院长付爱斌讲话

图 8 企业代表发言 图 9 企业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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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分组讨论 图 11 分组讨论

3.建立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学校与新瑞鹏宠物医疗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湖南乙行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签订《现代学徒

制试点协议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经多次研讨论

证，校企双方共同编制的《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现代

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学校主要负责校企双方

共商各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一体化招生招工、

课程建设与教材开发、教学资源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企业导师授课等工作所产生的课时费、调研差旅费、专家咨

询费等费用；企业负责校企共同参与的学徒顶岗场地建设、

一体化招生招工、横向课题技术研发、企业师傅带徒等工作

所产生津贴、绩效奖励等费用，以及学徒在公司期间的食宿、

工作服、保险、工资、奖学金等费用。

（二）“双身份”招生招工一体化

校企共同制订和联合实施了招生招工方案，建立健全了

“双身份”招生招工一体化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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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建招生招工一体化办公室。组建了由学校招生办负

责人和企业招工负责人共同组成的招生招工一体化办公室，

制订了《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办

公室职责》，明确了办公室的人员和岗位职责。校企双方各

安排 1-2名工作人员负责招生招工一体化工作，为学生从入

学到入职，做好现代学徒制招生宣传发动、校企联合面试、

校企生三方协议签订等全过程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2.制订和完善招生招工一体化制度。校企共同商讨，制

订了《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招生

招工一体化办法》，明确了招生招工主要方式为单独招生和

全国统考招生，重点通过学校单独招生，与优质中职学校建

立良好的中高职衔接关系，与企业联合招生招工；学徒的企

业员工和学院学生双重身份，学生根据专业方向主动选择学

校指导教师和企业师傅，签订师徒协议，明确各方权益，校

企共同管理学徒。

2018级现代学徒制试点招生对象主要面向 2018级动物

医学、新能源汽车技术和物流管理三个专业进行招生，采用

自愿报名，经校企双面试，最终选拔了 84 名学生为现代学

徒制试点学员，其中：动物医学专业 28 名学生，新能源汽

车技术专业 30名学生，物流管理专业 26名学生。2019级最

终选拔了 86 名学生为现代学徒制试点学员，其中：动物医

学专业 30名学生，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30名学生，物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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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专业 26 名学生，学校、企业、学生（学徒）签订了三方

协议书，如图 12所示。

图 12 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协议

图 13 动物医学专业拜师仪式合影
图 14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拜师仪式现

场

图 15 动物医学专业面试现场
图 16 动物医学专业“三方”协议签约

仪式

http://dfs.hnbemc.cn/2018/10/19/20181019093616156v38nj7.jpg
http://dfs.hnbemc.cn/2018/11/02/20181102114126511rivy4v.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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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面试现场
图 18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三方”协

议签约

图 19 物流管理专业面试现场
图 20 物流管理专业“三方”协议签约

仪式

（三）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校企双方广泛深入开展调研，形成个试点专业调研报

告。根据各试点专业调研报告，共商量同谋划设计和制定了

一系列符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标准和制度。

1.制订和完善人才培养管理制度。根据现代学徒制试点

工作目标要求，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教学管理实施办法》，明确了教学组织管理、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课程体系建设、教学组织实施、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

等切实可行的办法。共同制定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弹性

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明确提出学制与学习期限，课程、

学分计算方法、学分的取得、学分绩点、学分置换、毕业等

http://dfs.hnbemc.cn/2018/11/03/20181103133428842ewgkwe.jpg
http://dfs.hnbemc.cn/2018/12/11/20181211190401967wi1gc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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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管理实施细则。制定完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双导

师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导师考核办法》，提

出了遴选导师的基本要求，确保了导师的职业素养与专业能

力，规范了导师的教学行为，确定了双导师的考核方式。制

定完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习学徒管理规定》，明确了

校企双方责任、权利与义务，保障了学徒的合法权益，规范

了学徒实习的进行模式，确保学徒实习安全有序有效。制定

完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质量监控办法》，加强对各试点

专业工作质量诊断改进与考核，加强目标管理，确保现代学

徒制校企双方协议以及校企生（徒）三方协议能照约履行，

试点工作过程规范有效，目标切实落地。

2.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针对岗位需求特点，在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各二级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小组多次组织召开校企专家研讨会，分别设计和制订了

《动物医学专业新瑞鹏现代学徒制班人才培养方案》、《新

能源汽车技术专业长丰猎豹学徒制班人才培养方案》《新能

源汽车技术专业润尚学徒制班人才培养方案》和《物流管理

专业顺丰速运现代学徒制班人才培养方案》。三个人才培养

方案紧密结合现代学徒制的内涵特点，确定了人才培养目

标、规格和模式，明确了校企共建现代学徒制班人才培养进

程。学校教学侧重为学徒制企业培养提供理论基础，训练可

迁移的基本技能，实现在学中做，企业培养则突出岗位实践



—12—

操作与理论知识的结合，重点强调理论与方法在岗位的实际

应用，实现在做中学。

表 2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一览表

专业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职务 委员会职务

动物

医学

刘鹤翔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动科院院长 主任

杜伟军 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主任

刘 林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书记 副主任

吴冬艳 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资主管 副主任

何德肆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动 教授/物科技学院副院长 委员

谭胜国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教研室主任 委员

王 兴 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委员

新能

源汽

车技

术

白长城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车辆工程学院院长 主任

刘彦锋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经济师 主任

何代进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车辆工程学院党支书记 副主任

黄建华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副主任

蒋瑞斌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车辆工程学院副院长 委员

熊少华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车辆工程学院副院长 委员

孙淑妹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经济师 委员

物流

管理

谭黎明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经济贸易学院院长 主任

刘晓冬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主任

刘晓锋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党支书记 副主任

孙三平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人资经理 副主任

单再成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 委员

许 可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专任教师 委员

厉 敏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委员

钟小红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物流教研室主任 委员

3.形成校企共制的岗位标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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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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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标准的专业教学内容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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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讨和调研，校企双方共同制订了《职业能力训练

教学标准》和《学徒岗位技术标准》，如：动物医学专业制

订了《宠物医师助理技能标准》、《宠物医院前台接待技能

标准》等；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制订了《冲压岗位学徒标准》、

《焊接岗位学徒标准》等；物流管理专业制订了《收派岗位

技能标准》、《仓管岗位技能标准》等。校企双方还制订了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双导师

管理办法》（含双导师遴选标准、师傅标准）、《湖南生物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人才培养质量监控

办法》（含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标准）等，形成了关于现代学

徒制的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体系，实现了“素质核心，能力

本位”的教学理念。

4.校企共建理实一体化的课程体系。校企基于岗位工作

任务确定教学内容，确定核心课程，设计教学情境，开发实

训项目，改革教学模式，校内“学中做”与企业顶岗实践“做

中学”结合开展教学，共同实施“理实一体+岗位实训+顶岗

实习”的课程体系。动物医学专业已开发了《兽医临床诊疗

技术》、《宠物内科病》、《宠物外产科》、《兽医影像学》

4门课程标准，编写了《实用宠物内科》、《实用宠物外科

手术》、《实用宠物诊疗技术》、《实用外科疾病》4种校

本教材。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发了《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

修》、《汽车行驶、转向与制动系统检修》、《电动汽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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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检修》、《整车生产技术》、《汽车车保险与理赔》、

《纯电动汽车驱动及动力系统检修》、《动力电池管理及维

护技术 》、《混合动力汽车结构与检修》、《汽车电器与

车身电控技术》、《新能源汽车底盘电控系统构造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底盘及控制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故障

诊断技术》、《新能源汽车空调系统检修》、《新能源汽车

维护》14门课程标准，编写了《汽车行驶、制动、转向系统

检修》、《汽车保险与理赔(模块式)》、《汽车电器与车身

电控技术》、《新能源汽车底盘与车身控制技术》4种校本

教材。物流管理专业开发了《仓储业务操作》、《物流基础》、

《物流综合实训》3门课程标准，编写了《物流基础》、《仓

储业务操作》、《物流综合实训》、《客服代表跟岗实训》、

《收派实务》、《收派员跟岗实训》6种校本教材。校企双

方按照“素质核心、能力本位”的理念，构建了基于工作内

容和典型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

图 21 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讨

（一）

图 22 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讨

（二）

http://dfs.hnbemc.cn/2018/11/02/20181102114250522n2liev.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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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研讨（一）

图 24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研讨（二）

图 25 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讨

（一）

图 26 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讨

（二）

（四）校企互聘共用的教师队伍

完善了双导师制，建立健全了双导师的遴选、培养、考

核、激励机制，形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打造了以“双

向双融通”引领的双导师教学团队，明确了学校导师和企业

师傅的聘用资质条件、职责与待遇，建立了校企“双导师”

的互聘标准和程序，制定了企业师傅选拔、培训和考核办法，

制定了校企双向挂职锻炼、专业建设、资源开发、物流技术

研发的合作机制。

1.制订和完善双导师管理制度。校企专家多次召开研讨

会，研究制订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双导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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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导师考核办法》、《现代学徒制试点

专业导师互聘共用、双向挂职实施办法（试行）》、《校企

横向课程开发实施办法（试行）》、《校企联合技术研发实

施办法（试行）》、《优秀专业建设团队评选奖励办法（试

行）》等与教师队伍建设相关的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关

于教师队伍选聘、培养、激励、社会服务等制度体系。

2.遴选和互聘双导师。学校以校企合作为平台，根据校

企现代学徒制合作协议，建立双导师管理组织，遴选和互聘

导师，按照计划要求承担了相应的现代学徒制教学任务。动

物医学专业遴选了 15 名企业导师和 5 名学校导师。新能源

汽车技术专业遴选了 6名企业导师和 5名学校导师。物流管

理专业遴选了 4名企业导师和 4名学校导师，具体见表 3.导

师队伍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实现了人才效益的叠加，能够

胜任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要求。

表 3 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双导师一览表

专业 姓 名 工作单位 任课内容 职务/职称

动物

医学

苏敏慧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传染病诊疗技术 执业兽医师

罗 攀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内科病诊疗技术 执业兽医师

江叔芳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疾病实验室诊断技术 执业兽医师、分院院长

张飞虎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外科手术操作 执业兽医师

李大琦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兽医影像学诊疗技术 执业兽医师

尹 胜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传染病诊疗技术 执业兽医师

汤威汉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外科手术技术 执业兽医师

龚六军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皮肤病诊疗技术 执业兽医师、分院院长

张永发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兽医用药技巧 执业兽医师

马雨曦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疾病实验室诊断技术 执业兽医师

向志文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传染病诊疗技术 执业兽医师、分院院长

成亚丽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内科病诊疗技术 执业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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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姓 名 工作单位 任课内容 职务/职称

王 仲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外科手术操作技术 执业兽医师

邓丕炎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内科病诊疗技术 执业兽医师、分院院长

龙淑姮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兽医影像学诊疗技术 执业兽医师

何德肆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病理药理 教授

谭胜国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医院经营管理、宠物外产科 教授

尹小平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微生物、宠物疫病 副教授

徐平源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诊疗技术、动物普通病 讲师

马玉捷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兽医化验、影像学 讲师

新能

源汽

车技

术

左椰林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生产技术 车间调度

李宏柏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生产技术 车间调度

田德添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精益生产与质量分析 总装工艺技术员

吴振正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生产技术 车间调度

李海石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生产技术 车间调度

蔡小军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空调系统检修 车间调度

彭林林 长沙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人才经营部部长

罗小龙 长沙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班组长

向 盈 长沙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班组长

任 浪 长沙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班组长

彭 伟 长沙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班组长

王 灿 长沙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班组长

葛 兵 长沙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班组长

宁 容 湖南乙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日常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培训
高级技师/董事长兼总经

理

罗 哲 湖南乙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新能源销售技巧、车型配置相关

培训
高级技师/销售总监

袁治国 湖南乙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新能源车车型常见故障分析及

处理方案
技师/售后总监

朱永督 湖南乙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工具设备使用方法及日常养护 技师/机修部主管

黄 源 湖南乙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接待流程及售后服务

项目培训
技师/客服部经理

熊 建 湖南乙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汽车美容项目及美容项目销售

技巧培训
技师/美容部主管

蒋瑞斌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技术 副教授/副院长

熊少华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行驶、转向、制动系统检修 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左 萃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混合动力汽车检修 讲师/教研室主任

杨培刚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底盘电盘电控系统检修 教授

陈 支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动汽车构造与检修 讲师

陈 为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动力电池管理与维护 讲师

李佳佳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营销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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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姓 名 工作单位 任课内容 职务/职称

物流

管理

李 威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网点运营模式教学 分部经理

李 龙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收派岗操作教学 收派员

唐 林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收派岗操作教学 收派员

翟迎普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收派岗操作教学 收派员

祝和军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收派岗操作教学 收派员

丁子婷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客服代表跟岗实训 客服部理赔组负责人

柳 阳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企业文化、仓储作业操作 新员工培训专员

桂思雨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收派实务、收派员跟岗实训 终端作业组负责人

徐 浩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快递物流、市场营销 人才学习组负责人

夏德义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 人才组负责人

许 可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讲师

钟小红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基础、收派实务 教研室主任/讲师

王彩霞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仓储业务操作 副教授

邹小梅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运输作业实务、配送作业实务 副教授

陈泽民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快递物流、客户服务 讲师

3.加强双导师队伍的培训培养。聘任双专业带头人，开

展挂职锻炼。经校企共同研究，每个试点专业各聘任一名学

校和企业专业带头人，落实和加强试点专业建设，开展现代

学徒制试点工作，同时制定导师培养方案，互相挂职锻炼，

有效提升学校导师的实践能力和企业导师的教学能力。

依托试点项目，融合学校教务、科研、校企合作等各部

门，定期开展了项目试点研讨，强化了项目试点研究，积极

鼓励教师进行现代学徒制相关内容的课题研究，已立项 4项

市厅级及以上课题和 1项院级课题，具体见表 4，深入开展

了现代学徒制理论探索，并指导现代学徒制试点实践工作。

表 4 现代学徒制研究课题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批准单位

1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 省级 湖南省教育规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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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高职园艺科研育人路径选

择
省级

湖南省教育厅

3
现代学徒制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合作机制

研究
省级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

果评审委员会

4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研究 厅级 湖南省教育厅

5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现代学徒制研究—以物

流专业为例
院级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图 27 研讨会议现场 图 28 动物医学专业专家合影

图 29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专家合影 图 30 物流管理专业专家合影

图 31 颁发聘书（企业导师） 图 32 颁发聘书（学校导师）

（五）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

根据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要求，制订了《现代学徒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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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弹性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教学管理实施办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习学徒管理

制度》等系列规章制度，对学生（学徒）在学校和企业的学

习、实习进行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制订了《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质量监控办法》，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了多元评

价体系，严格开展质量监控和评价工作。

图 33 动物医学专业企业文化培训 图 34 动物医学专业企业导师授课

图 35 动物医学专给优秀学员颁发证书 图 36 动物医学专团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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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学徒在给宠物猫输液 图 38 学徒们在进行手术部位剃毛

图 39 动物医学专企业实习 图 40 企业导师给学徒们演示超声洗牙

图 41 新能源汽车专业企业导师授课 图 42 新能源汽车专业企业导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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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新能源汽车专业企业导师授课 图 44 新能源汽车专业企业导师授课

图 45 新能源汽车专业企业实习 图 46 新能源汽车专业培训考核

图 47 现代物流专业跟岗实训动员大会 图 48 现代物流专业企业导师授课

图 49 物流管理专业学徒跟岗实训 图 50 物流管理专业学徒跟岗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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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物流管理专业学徒跟岗实训 图 52 物流管理专业学徒跟岗实训

三、对全国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委会专家 2019 年度

检查意见的回复

2019年 8月，全国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委会组织专家

对我校现代学徒制试点进行了年度检查，专家组精心把脉，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对于专家组提出的指导意见，

学校高度重视，认真对待，逐一拿出切实可行落实措施，扎

实有效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

（一）专家指导意见 1：校企合作协议，未明确学徒岗

位、成本分担及学生学徒双身份。三方协议更多体现学生为

毕业实习的责任。应加强学习，理解现代学徒制内涵要求，

进一步完善企合作协议内容，体现双主体育人、双身份的内

涵；明确三方协议的责、权利及成本分担，要确保学徒知情

权、保险、劳动报酬等保障权益。

整改措施与成效：针对专家指导意见，我们进一步深入

学习领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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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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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教

职成厅函〔2019〕12号）等文件精神，查阅大量近年来现代

学徒制相关优秀论文等文献资料，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方式，邀请专家到校指导，组织安排现代学徒制管理层人员、

双导师赴第一批、第二批学徒制试点单位学习调研，认真抓

好整改落实。通过广泛深入学习调研，进一步把握了现代学

徒制内涵，校企双方共同修订并完善了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校企合作协议，学徒岗位、成本分担、学生学徒双重身份、

校企双主体育人等内涵得到很好体现，校企合作育人的成本

分担机制得到健全完善。修订完善后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校企生（徒）三方协议，明确了校企生三方的责权利，明晰

了校企联合育人的成本分担问题，保障了学徒在签约、学习、

实习等全过程的知情权。学徒在企业实习期间，企业为每一

个学徒购买相关的保险，学徒在企业实习期间获得相应工资

酬劳的合法权益有保障。

（二）专家指导意见 2：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制定体

现现代学徒制工学交替、岗位培养特征的人才培养方案。加

强融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教材、课程开发。

整改措施与成效：针对专家指导意见，我们基于岗位工

作任务确定教学内容，确定核心课程，设计教学情境，开发

实训项目，改革教学模式，校内“教学做合一”与企业顶岗

实践结合开展教学，共同实施“理实一体+岗位实训+顶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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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课程体系。如：动物医学专业已开发了《兽医临床诊

疗技术》4 门课程标准，编写了《实用宠物内科》等 4种校

本教材；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发了《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

修》等 14 门课程标准，编写了《汽车行驶、制动、转向系

统检修》等 4种校本教材；物流管理专业开发了《仓储业务

操作》等 3门课程标准，编写了《物流基础》、《仓储业务

操作》等 6种校本教材。

（三）专家指导意见 3：加强双导师团队建设，积极开

展双向挂职锻炼，开展横向联合技术开发。

整改措施与成效：针对专家指导意见，我们制定完善了

图 51 职教集团平台申请书及横向联合技术开发成果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双导师管理办法》、《试点专业导师

互聘共用、双向挂职实施办法（试行）》、《校企横向课程

开发实施办法（试行）》、《校企联合技术研发实施办法（试

行）》、《优秀专业建设团队评选奖励办法（试行）》等制

度，有效保障校企双导师的实施，并将导师带徒纳入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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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晋升。进一步加强双向挂职锻炼，派出 44 位企业导师到

学校担任兼职教师，提高了教学方法、课堂组织等教学相关

能力，派出 17 学校导师到企业挂职锻炼。积极开展横向联

合技术开发，企联合申报科研课题 5项，国家发明专利 2项，

实用新型专利 5项，发表科研论文 15篇。

（四）专家指导意见 4：搭建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交流

平台,为校企双方提供更多的交流合作机会,促进试点工作

的有效开展。

整改措施与成效：针对专家指导意见，我们加大了试点

专业聘请企业资深技能大师在校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工

作力度，积极邀请企业技能大师到校开展讲座、兼职上课、

师带徒等教学活动。加大了在企业建立了教师工作站的工作

力度，学校专业导师在站内，可完成企业顶岗实习，提高自

身专业技术技能水平和能力；参与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的

研究与开发，为企业的贡献学校力量，同时提升自身的科学

研究能力与水平。

动员吸纳试点专业合作企业加入学校牵头组建的中国

现代农业装备职业教育集团和湖南农业职业教育集团，构建

了多个校企交流合作平台，合作企业多次参与集团组织的会

议与活动，有效促进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五）专家指导意见 5：完善符合现代学徒制特点的教

学管理、运行、评价及质量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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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与成效：针对专家指导意见，我们制订完善了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弹性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现代

学徒制试点工作教学管理实施办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实习学徒管理制度》等系列规章制度，学生（学徒）在学

校和企业的学习、实习的教学管理进一步规范，有序运行。

制订完善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质量监控办法》，引

入第三方机构的评价机制，构建了多元评价体系，严格开展

了质量监控和评价工作。

四、工作成效及创新点

（一）工作成效

1.现代学徒制培养要求达成度高，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较好地对接相关行业需求。现代学徒制在培养中明确要求体

现六个方面的对接，包括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共同培养育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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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方机构麦克思数据有限公

司发布的《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教学评价

报告》调研数据可见，各试点专业学生及家长对现代学徒制

上述培养要求的达成情况评价均较高，均接近九成或在九成

以上，其中物流管理专业达到了 100%。

企业负责人认为，各试点专业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目

标符合专业相关行业发展的需求，反映出企业对该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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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认可，也体现了现代学徒制培养目标以及行业定位的

准确性，有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同时，企业负责人也

表示各试点专业的课程设置对接了相关行业需求，较好地体

现了课程教学培养符合“以满足学生未来的职业活动能力为

导向”这一目标，有助于学生奠定职业基础，未来能够更好

地向工作岗位过渡。

2.校企双方对培养模式的认可度较高，可从培养内容优

化入手获取学生及家长的充分认可。根据第三方机构麦克思

数据有限公司发布的《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

制教学评价报告》，各试点专业学生（学徒）及其家长均有

八成左右表示愿意推荐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模式给其他同学、

朋友或亲戚，体现了试点专业大多数学生、家长对现代学徒

制的认可。

校企双方负责人均表示，未来愿意继续合作开展现代学

徒制项目。特别是企业方面，认为校企联合的现代学徒制培

养模式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使员工的技能素

质更匹配，还能与学校共享资源，帮助企业节约入职培训成

本，同时也使企业员工的来源更有保障，反映了现代学徒制

培养模式给企业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体现了校企双方

对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的认可。

3.“双主体”育人理念得到较好体现，学生对教学工作

的满意度较高。各试点专业学生对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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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满意度较高，对现代学徒制整体培养效果反馈较好。各试

点专业学生考核方式主要是“学校和实习企业共同考核”，

其中校企共同考核的分配比重主要是“学校与企业之比为

5:5”以及“学校与企业之比为 6:4”。另外，所有学生均认

为专业考核方式合理。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各试

点专业已基本构建出“学业标准”与“学徒标准”双标准的

考核评价体系，有助于学生获得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

及职业生涯发展的要求，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对专业学生/学徒的整体满意度评

价较好。具体来看，各试点专业参与评价的 3位学校教师和

3位企业师傅对学生学习兴趣/热情、基础知识储备、沟通交

流能力等八个方面均表示满意。

4.学生对学校教师、企业兼职教师、企业学徒指导师傅

均表示满意，师资队伍建设较好。各试点专业学生对教师/

师傅的教学满意度及授课方式满意度均为 100%，学生对教

师/师傅的整体评价较高。从师生交流方面来看，各试点专业

学生与企业学徒指导师傅高频交流比例 76%，与学校教师、

企业兼职教师高频交流比例分别为 70%、69%，有助于学生

实践能力与知识素养的全面提升。

总体而言，各试点专业现代学徒制双导师制度落实情况

较好，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承担教育教学任务，校企分

别设立专职教师以及兼职教师岗位和学徒指导岗位，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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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教学过程中“工”与“学”的交替，发挥教学团

队的整体优势，实现教学团队目标的集聚效应。

5.教师与师傅对教学运行管理多数方面均表示满意，教

学运行与管理机制基本完善。参与评价的 5位学校教师对教

学运行与管理基本上均表示满意。具体来看，5 位学校教师

对“教学评价合理性”、“课时安排”、“工作量”、“实训基地硬

件条件”、“教室数量及配套设备”、“技术支持”六个方面均表

示满意。且 5位企业师傅对生产教学运行与管理的各方面均

表示满意，体现了各试点专业教学运行与管理的效果较好。

学校负责人认为，企业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教学管理

与运行中的招生招工工作、双导师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实践教

学基础建设方面均参与较多，较好地体现了现代学徒制学校

与企业“双主体”共同育人的培养理念。总体而言，各试点专

业已建立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与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有

较好的适应。

6.总结现代学徒制特色项目研究成果，推广效果良好。

为了推广我校现代学徒制试点的经验与方法，2019 年我校

《“借东风”校企“双主体”育人》典型案例在《中国职业

技术教育》杂志刊登，引起全国高职院校高度关注。在省级

以上期刊发表现代学徒制研究论文 15 篇，成功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5项。立项省级以上课题 5项。

试点专业新能源汽车技术在与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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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为了进一步推广试点项目，2019年学校又与湖南乙行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现代学徒制试点协议，拓宽了我

校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尝试方向。随着现代学徒制的不断探

索，形成了切实可复制、可推广的一系列制度、标准和一种

新型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学校已向水产养殖技

术、种子生产与经营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 5个专业推广。

表 5 省级以上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表

序号 论文 作者 期刊 发表时间

1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养殖类专业

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葛玲瑞，陈

琼，李微，于

奕，邓灶福

科技风 2020-10-10

2
我国中小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对

策与建议
张丽云

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
2019-12-15

3
高职汽车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分析研究

蒋瑞斌，廉良

冲
今日财富 2019-11-25

4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实

践探索
肖玥 南方农机 2019-08-15

5
德国“双元制”对我国现代学徒制制

度建设的启示

彭兰丽，张丽

云
现代职业教育 2019-2-28

6
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软件专业现代

学徒制的实施途径探索

高建华，鲁恩

铭

电脑知识与技

术
2019-1-25

7
现代学徒制相关主体利益耦合路径

研究
陈泽民

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

2019-12

8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的思考
贾劲松

科教导刊（上旬

刊）
2018-10-5

9
高职院校种业人才“现代学徒制”培

养模式探索

徐一兰，刘唐

兴，李益锋
高教学刊 2018-9-11

10 中职农机专业现代学徒制的思考
杨丰泽，曾

琳，刁一峰
时代农机 2018-5-28

11
基于职业情境项目的高职软件专业

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探索

高建华，曾

晴，鲁恩铭

电脑知识与技

术
2018-2-15

12
现代学徒制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分

析
陈泽民 魅力中国 2020-8

13
现代学徒制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主

体合作机制研究
陈泽民 智库时代 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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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教学探索与实践--以现代学徒制物

流管理专业课程为例
陈泽民 人文之友 2020-8

15
现代学徒制发展过程中相关主体的

利益研究
陈泽民 新丝路 2020-9

图 52 学校导师通过校企合作平台获 2项国家发明专利



—33—

图 53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刊登我校典型案例

（二）创新点

1.结合专业特点，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各试点专业

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现代学体制试点工作要求，结合专业自

身特点，通过校企共商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更

明确，岗位能力更贴近企业需求，培养模式凸显校企联合的

现代学徒制特点。

动物医学专业方面，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学生、学徒、

员工三位一体，分阶段培养、双基地轮训”的人才培养方案，

构建了基于职业行动能力和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结构优

化、内容先进、紧密对接宠物医疗产业链、充分融合国家职

业资格标准要求、代表国内同类专业先进水平的“三环节递

进、岗证课融合”的课程体系。采取“师带徒”一对一模式

进行技能强化训练，并将定期对跟岗实践效果进行考核。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方面，制订了“易于推广、行之有

效”的专业人才培养制度，校企共同制订新能源汽车技术“三

元四段”（学校+基地+企业、职业技能培育+职业素养养成+

职业技能强化+企业顶岗实践）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符合现

代学徒制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明确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

准、岗位技术标准，企业师傅聘用标准、教学培养质量监控

标准等。

物流管理专业方面，构建了“双核引领、四段培养、交

替轮岗”人才培养模式，以“职业核心素养、职业核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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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才培养目标为引领，通过“职业素养培育、职业基础

技能形成、职业岗位技能形成、职业综合技能形成”四个人

才培养期，校企交替实施课程教学和工作岗位轮训。在企业

实践教学过程中，由一名企业导师带领两三名学生（学徒）

服务服务于一个网点，做到导师“一对一”指导学生。

2.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构建多元评价机制体制。校企

联合制定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质量监控办法》、《现代

学徒制试点工作导师考核办法》、《优秀专业建设团队评选

奖励办法（试行）》等质量管理制度，结合学校现行的质量

管理办法，形成了良好的试点项目工作质量诊断与改进的长

效管理机制，从学徒制试点开始至今，进行了优质课堂评选、

双导师考核、优秀团队评选等活动，有效把控我校现代学徒

制试点工作的人才培养质量与教学过程质量。

根据教育部 2014 年发布《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的意见》要求：“现代学徒制有利于促进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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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10月，我们引入了

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克思数据有限公司，采用多方共同参

与的综合评价机制，将学生评价、家长/监护人评价、教师/

师傅评价、学校评价与企业评价相结合，构建完善且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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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控评价机制。完成了指标详尽的现代学徒制教学评价

报告。

图 54 麦可思——三个试点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质量评价报告

内部质量诊断与管理体系和第三方评价机制相结合的

评价体系，更能体现评价体系公平公正的原则，更客观的反

映了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实际情况，为以后改进和完善提

供了完全可靠的数据，为我校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探索保驾护

航。

表 6 第三方评价主要评价指标说明表

需求指标 指标说明

学生评价

主要从认知情况、教学评价、学习成效及满意度等数据进行分析。

帮助我校了解学生对现代学徒制各项工作的认知与认可度以及对学

生的培养效果。

教师与师傅评价
帮助我校了解教师与师傅对现代学徒制下的学生以及教学管理等活

动的评价。

学校评价
重点分析学校对培养过程的评价、改进建议以及希望企业能够的工

作支持。

企业评价
重点分析企业对培养过程的评价，现代学徒制培养为企业带来的影

响，以及对教学培养的改进建议与期待。

五、资金到位和执行情况

本项目预算经费 711 万元，其中学院预算投入 361 万元，争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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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财政投入 155 万元，企业预算投入 195 万元，具体见表 7。试点以

来，实际投入 728 万元，其中学院投入 374.5 万元，用于课程开发、

教学资源建设、企业兼职教师聘任、下企业教师差旅、教师外出培训

学习等；争取省级重点项目资金（双一流经费统筹）155 万元，主要

用于实训耗材、标准开发、团队培养等；企业投入 198.5 万元，用于

企业师傅的带徒津贴、学徒在厂期间的食宿、工作服、保险、工资、

助学金及企业现场实训基地建设等。具体见表 8。

表 7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统计表（单位：万元）

建设资金组成 预算金额 实际到位或投入 到位率

一、省级财政资金 155 155 100%%

二、行业企业投入资金 195 198.5 101.79%

三、学院自筹资金 361 374.5 103.66%

合计 711 728 102.35%

表 8项目经费预算与实际支出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号 支出项目 预算

实际支出

小 计 到位率
2018 2019 2020

1
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

机制
46 7 23 13 43 93.48%

2
“双身份”招生招工一体

化
18 5 10 12 27 150.00%

3 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306 30 185 110 325 106.21%

4
校企互聘共用“双导师”

教学团队
116 14.5 67 50 131.5 113.36%

5
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

“双模式”运行管理制度
61 7.5 33 23 63.5 104.10%

6 基地、资源建设研讨 90 10 45 36 91 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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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住宿、差旅、培训费 42 8 26 8 42 100.00%

8 其 他 32 0 3 2 5 15.63%

合 计 711 82 392 254 728 102.39%

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双导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在试点过程中，实施校企双主体育人，双环境共同培养。

学校导师不仅有学徒制班级的教学任务，也承担了非学徒制

班级的教学任务，同时要求学校导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势必存在学校导师师资力量不足问题。企业导师不仅有学徒

培养的教学任务，也承担着繁重的生产或管理工作任务，企

业导师的时间精力有限，二者不能兼顾。如何保障双主体协

同育人，确保完成相关的教学任务，是探索现代学徒试点项

目面临的一个问题。

解决措施：一是建立基于移动互联的教学管理平台，比

如开发或者借助现有的相关手机 APP，就可以随时随地提供

教学指导和服务；二是建立现代学徒制培养资源库，根据岗

位要求，制作知识和技能操作要点课件、微课和视频等资源，

学徒可以在空闲时自由地通过自我学习、考核。从而实现“互

联网+现代学徒制”，解决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校企联合

制定相关制度，学徒在企业期间，适当减少企业导师生产工

作任务，或者完成学徒教学任务等同完成适当的生产任务，

以保障企业导师的基本收入，并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指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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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保证教学质量。

（三）学生基本权益保障机制不畅

在试点项目探索过程中，为解决所招生的学徒身份问

题，虽签订了学徒、企业和学校之间三方协议，但与劳动法

中劳动用工合同还是有所区别，虽然企业承认学徒的员工身

份，但从法律角度上讲，学徒还不是正式企业员工。按照试

点项目的要求，学徒在学习期间应享受企业正式员工的薪酬

福利待遇，然在实践过程中，企业认为在工学交替学习期间

学徒只享受企业的学习补贴和奖、助学金。尤其在今年在疫

情防控期间，由于防控得当，疫情转好，全国提倡复工复产

时，企业员工可以按照国家疫情防控政策中复工复产的规定

返厂，但学徒返厂返岗就受到了限制，企业对学徒就有忽略。

另外，学生对“双身份”认识不清，还停留在传统学生身份

的意识层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员工”身份，在企业期间

表现不是很好，遇到繁重工作时会有消极情绪。

解决措施：第一，建议教育部协同相关政府部门和专家，

根据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对现代学徒制学徒的身份进行实

事求是的界定，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或法律条款明确学徒身

份，使学徒在企业的身份合理合法。第二，在社会尤其是企

业注重宣传国家现代学徒制的政策和实施方法，让更多的企

业主动承认学徒的身份，以保障学生的保险、食宿、薪酬福

利待遇等。第三，校企联合继续探索试点，构建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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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完善学生基本权益的保障体系，更好地保障学生权益。

（三）企业的参与主动性还需要提高

企业的目的是盈利，与高职院校合作的主要是为了优质

的人才储备，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育人是学校的事，用人

是企业的事，在校企双主体育人问题上，企业合作积极性有

待加强。虽然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猎豹

汽车有限公司、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在现代学徒制试点过

程中表现出了较强的合作意愿，但是由于实施现代学徒制不

能明显提高企业的短期利益，所以企业积极性和主动性仍然

不高，缺乏深度参与，表现得比较被动。

解决措施：第一，建议国家出台与现代学徒制试点相匹

配的激励制度、政策与措施，对与各职业院校开展现代学徒

制项目合作的企业要给予如税收优惠、建立企业育人的积分

制度等方面的鼓励措施，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

加大宣传力度，让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人才培养是终身的，让

终身学习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调动企业参与育人主动性，

进一步落实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地位”。第三，以政策、

制度、机制打消企业的投入顾虑，加快企业从“帮助学校培

养人”向“联合学校为自己培养人”的认识转变，强化企业

在现代学徒制中“方案设计者”“教学实施”的地位。提高

企业在现代学徒制中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使企业认识到现代

学徒制有利于企业自身扩大品牌效益。



—40—

（四）企业岗位数量与层次有待进一步拓展

合作企业的岗位数量及层次受企业运营业务范围限制，

如顺丰速运集团内部业务和组织架构的原因，湖南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只负责末端配送业务，不涉及分拨处理中心业务，

致使专业在申报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时拟定的试点岗位发

生较大改动，无法覆盖快递业务流程的全部岗位，不能实现

层次递进。其他试点专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解决措施：学校在选择合作企业时，应该要选择发展前

景好、规模较大、合作意愿强烈的企业。进一步与顺丰速运

集团和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沟通，扩大学徒制试点岗位范

围，将部分基层管理岗位纳入试点，形成岗位梯度，创造学

徒争优的环境。

七、下一阶段工作计划

（一）总结试点经验，强化现代学徒制理论学习与研究，

向学校其他专业推广

经过我校首届现代学徒制的试点探索，我们在双主体育

人机制建设、制度标准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

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的经验，后续我们应认

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形成试点成果。继续强化现代学徒制理

论学习与研究，加强校企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持续探索改

进现代学徒制的管理、实施和评价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为学校全面推广现代学徒制工作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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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二）加强双导师队伍建设，建立“三教”校企联合改

革体制，助力学校“双高计划”建设

“三教”改革中，离不开校企的战略合作，以“双向双

融通”为指导，打造一支德高技强的双导师队伍，企业导师

与学校导师互融互通，联合持续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及时将

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作为内容模块，融入到新型

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中去，才能适应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教学中，提倡以“行动导向教学法”为主，在真实或仿真

的环境中进行教学，实现“做中学、学中做、边做边学、边

学边做”，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我校“双高计划”建设

助力。

（三）充分利用“学分银行”，打造学徒终身学习体系，

助力构建企业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企业在用人

的同时，也一定要担负起育人的责任。下阶段随着校企融合

的深入，在国家“学分银行”建立学徒个人学习账号，建立

“线上学习，线下工作”的模式，为学徒提供个人学习成果

的登记、认定、存储、积累、转换以及终身学习档案的建立、

学习信息记录和学习信誉查询、学习成果相关证明等服务。

企业可邀请学校为企业员工量身定制终身学习计划，不断提

高企业员工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质，助力企业人才培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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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成长的长效机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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