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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类型

□项目研究报告 □系列课程与教材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目成果名称

1.论文《职业教育类型的时代特性与特征探究及其启示》职教论坛

2021.4

2.论文《高职院校实施 1+X 证书制度的问题及对策思考-基于管理的视

角》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3）(6 月初出刊）

3.教学管理制度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生源教学点教学工作实施细则》

高职扩招《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物业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学分置换管理办法（试行）》

4.《物业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5. 《学生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与置换管理信息系统》模块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一、高职扩招学生人才培养的主要做法与特色

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教职成〔2019〕

12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

职成厅函〔2019〕20 号）、《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 2021 年高职扩招专

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21〕9 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高职

扩招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了主动适应高职扩招后生源多元化、

发展需求多样化对教育教学的新要求，保障质量型扩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坚持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制订切实可行的培养方式，落实制订实

施人才培养方案工作，陆续制订出台了相关的教学管理制度，做好相关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等。学校高职扩招的教学与管理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与企业合作双

主体举办现代学徒制，共同组织教学和教学管理；第二种是委托校外教学点进行教

学与管理。学校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学生人才培养的主要做法如下：

1.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1）按照培养原则落实方案。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

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原则，学校发布了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订高职扩招面向社会人员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

见》。文件从“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德技并修”“推进学分制实施”“采用多元的

教学模式，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坚持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合理设置课程”这

四个方面规定了制订要点。

（2）科学合理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学校按照文件要求，制定了“面向社会人员计

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现代学徒制物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 11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现代学徒制试点做到“一企业一方案”。要求各教学点按要

求组织实施。

2.分类教育管理，实施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

针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企业员工等高职扩招

生源教育教学，学校坚持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坚持因材施教。根据高

职扩招不同生源特点和培养要求，采取集中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校

外教学相结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等方式。允许各教学点常年组织课程教

学，不设寒暑假、不规定统一开课时间。

3.通过高职扩招综合服务平台，加强教学管理



为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确保质量型扩招，确保学生教学管理工作秩序稳定，过

程留痕，2021 年，学校搭建了“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综合服务平台”进

行高职扩招学生教务管理及课程学习管理。

（图 1：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综合服务平台）

4.改革考核评价方式

严格基于过程性的评价考核，创新考核评价方式。学校全面落实了考核方式改

革，考核形式多样，内容多样，逐步建立了“考核内容综合化、考核形式多样化，

考核过程全程化”的多元化课程考核新模式。在学习评价上主要采用形成性过程考

核和终结性结果考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过程考核占 50-70%，以引导每个学生参与

学习的全过程，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5.积极探索完善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实施意见（试行）》文件精神，学校

制定了《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学生综合实践类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学校和企业共同制订了《现代学徒制（物业管理专业）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办

法》，并按照文件要求进行学分认定。切实保证“扩招生源已有工作经历、取得的

行业企业认可度高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技术技能达到一定水平及在相关领域获得

一定级别的奖项或荣誉称号的，经学校认定后可折算成相应学分或免修相应课程”。

退役军人可免修体育课、军训，其入伍经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历。学校将进一步推

进高职扩招培养工作，进一步提升扩招后生源的培养质量。

二、搭建了规范的教学与管理平台



这几年由于深圳不断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学生是在职业余学习、工作和生

活地点分散等的实际情况，逐步采用在线学习和辅导的形式，较好的符合了实际现

状。

1.公共基础课程使用尔雅网络课程

考虑到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程具有一致性和通用性的特点，经过与各校外教学

点的协商，决定公共基础课程统一采用尔雅网络课程进行学习，既统一了各校外教

学点的教学内容，也统一了考核标准与考核内容，在线学习过程的成绩系统自动记

录。各校外教学点的教师主要是进行辅导和答疑，从而保障学习质量。

2.在线教学推荐使用蓝墨公司的移动课程教学云平台——云班课

由于专业课程的教学主要是采用直播系统，既无法在线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

也无法为学生提供直播后的在线学习活动。因此推荐各校外教学点组织教师采用移

动课程教学云平台-云班课，在线推送学习资源和学习活动，并通过云班课记录学生

在线学习过程的成绩，提供和促使每个学生都能够随时、随地的开展学习，从而保

障学习质量。

3.采购使用超星公司的《高职扩招综合服务平台》

由于发现校外教学点存在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管理工作不规范，成绩管理不及

时、教学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学校与超星公司合作，搭建了“广东新安职业技术

学院高职扩招综合服务平台”，进行高职扩招学生教务管理及课程学习管理等工作，

确保质量型扩招，确保教学管理工作秩序。

该平台的主要特点：1.平台功能齐全，教学管理主要有新生入学管理、教学过

程管理、学籍管理、成绩管理、考试管理和毕业管理等功能。2.平台考试方式灵活，

既可以采用线上统一考试也可以实现线下考试，同时兼具线上线下两种模式的考试。

3.可以实施线上教学。线上教学方式灵活多元，主要有：（1）在线匹配优质课程资

源供教师选择，教师可依据个人资料的丰富程度及喜欢的风格进行个性化的设置，

支持教师在建课程自动生成课程网站。（2）支持课程教学流程管理，可在课程学习

过程中任意位置添加随堂测验，可在单元学习完成后布置作业，可以在章节学习完

成后安排考试。（3）支持慕课制作和慕课教学模式，实现课程知识单元化，每个知

识单元聚合丰富的富媒体教学资源，并在同一个页面中进行显示。每个课程单元还

可以设置多个标签页。（4）平台可以实时查询学生学习状况，方便教学检查和督学。

三、对现代学徒制班人才培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按照“校企双元育人、交互训教、岗位培养，学徒双重身份、工学交替、在岗

成才”的基本遵循，现代物业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于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连续三年与两家校企合作企业联合招收了 57 名企业员工，具体教学管理改革情况



如下：

1.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高职院校面向社会人员做好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针对企业特点与需求，校企双方共同商讨、制订了

物业管理专业（宏发物业、招商物业）人才培养方案，该方案增设了企业的个性化

课程，实现了人才培养方案一企一方案。如：在宏发物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课

程增设了企业需要单独开设的“物业安全管理”课程，安排在第 2年的教学计划中；

而在招商物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则针对企业特点与需求，增设了“物业安全生产”、

“物业秩序管理”“前期物业管理”等个性化专业课程，使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培养

方案更贴近企业需求，实现量身订制培养人才的目的，达到了“人才培养方案一企

一方案”的政策要求。

2.“双导师”教学团队

管理系为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负责日常教学管理与学习协调；宏发、招商物

业设立对接人，负责学生教育教学管理、企业导师安排等细节事宜；管理系安排专

业教师担任学校导师，合作企业安排技术骨干担任企业导师，学校导师主要负责理

论教学，建立云班课教学资源库，并不定期下企业开展教学指导；企业导师主要承

担学员在岗期间的实训、实践教学任务，并对学员进行岗位考核。

3.教学管理方式

现代学徒制试点班日常教学严格按照制订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系里与企业商

讨学徒制培养、管理机制，采用灵活、有效的教学管理办法。主要有：课程均安排

在晚间、周末等工余时间；授课方式充分依托腾讯课堂、云班课等信息化教学平台

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内容结合岗位工作的“学训一体”模式；专任

教师不定期到基地开展教学辅导、教学座谈；校企双方“双主体”联合管理、专兼

结合的“双导师”教学团队模式；课程教学内容更突出实践性，依托学徒制班学员

所在的实践教学基地企业，将部分与岗位有关的课程安排在企业进行，结合课程性

质灵活实行“学训一体”，学员通过理论学习与岗位技能训练，达到在岗成才的目

标。学徒制教学开展得有条不紊，各学期开课正常，学生课程及格率平均达 90%以

上，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了学员和企业的一致好评。

4.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机制

在学校的《学生成果申请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办法》基础上，通过深入企业调

研沟通协调、征求意见，确定了结合物业管理专业岗位职业资格（职称）证书、技

能等级证书等相关证书，探讨出利用职业资格（职称）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

及企业的对标学习自查报告、人才培养总结报告、公司级年度评优、竞赛等成果进



行相关课程学分置换的可行性，发布了《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物业

管理专业）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办法》并报经学校发布。该文件共三章十九条，

其中分别列出不同证书、获奖置换学分的情况，供学员进行转换，实现学员多途径、

多方式获得学分，进一步推动了学徒制教学改革。

四、开发了《学生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与置换管理信息系统》模块

根据学校的《学生成果申请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办法》与联奕公司合作开发了

《学生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与置换管理信息系统》模块，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

调试和试运行。该模块也适用于高职扩招学生，包括现代学徒制的学生。

该系统模块在功能上、内容上都属于首创。以广东省教育厅《》为依据，把学

习成果类型分为证书类、业绩成果类和课程类，在每个成果类型下面再分为成果大

类和成果子类。每一个成果子类属于不同的层次或级别，赋予不同的学分，并根据

其内容的特点，可以用于课程免修、不及格课程的置换或替代选修课的学分。在操

作流程上，学生首先申请学习成果认定，通过审核确认后，获得相应的学分，并予

以积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提出学分转换申请，实现课程免修、置换不及格课程

或替代选修课学分。从而达到人才培养标准不变，但是人才培养途径与规格多样，

促使人人成才、个个出彩。

五、发表了相关论文 2 篇

在收集和研读相关文件、资料、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 2篇研究论文：

《职业教育类型的时代特性与特征探究及其启示》在核心期刊职教论坛发表。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的类型，不仅要明确其内涵与外延，也需要探究其新时代特

有的特性与特征。本文从职业教育的功能特性、职业教育的培养特性、职业教育的

教育教学的特性、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条件特性、职业教育的教学运行组织特性、

职业教育的高考制度特性六个方面探究了其特性及其启示，把职业教育的特征归纳

综合为“职业教育是社会化的教育、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职业教育是整合的教

育、职业教育是融入人的终身发展的教育” 四大特征。只有探究清楚新时代职业教

育的特性与特征，才能真正地去践行职业教育，更好的发挥好职业教育的作用。经

通过知网查询，发表刚刚一年下载次数已达 700 余次，引用 2次。

《高职院校实施 1+X 证书制度的问题及对策思考-基于管理的视角》即将在江苏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双月刊）第 3期发表。实施 1+X 证书制度，高职院校需要

解决好的管理层面的主要问题有：如何保证各专业抉择主 X证书及其 X组合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如何重构科学的课程框架结构和教学运行组织体系以有效实现书证融



通；如何对 X证书进行学习成果认定和学分转换以更好地发挥 X证书的作用等。由

此探讨了确定主 X证书及其等级的抉择方法及 X证书的学分转换的规则；提出高职

院校实施书证融通 1+X 证书制度的途径是采用“书证融合”加“课证结合”的方式，

以及配套的课程框架重构和教学运行组织的调整，并给出了若干实施措施与建议。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

1. 论文

1-1《职业教育类型的时代特性与特征探究及其启示》职教论坛 2021.4

1-2《高职院校实施 1+X 证书制度的问题及对策思考-基于管理的视角》江苏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3）

2. 教学管理制度

2-1《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生源教学点教学工作实施细则》

2-2 高职扩招《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2-3《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学生综合实践类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2-4《物业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学分置换管理办法（试行）》

2-5《物业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3. 《学生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与置换管理信息系统》模块

3-1《学生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与置换管理信息系统》模块开发方案

3-2《学生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与置换管理信息系统》模块操作流程

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现代物业管理 170 大数据与会计 95

工商企业管理 1200 电子商务 80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0 建筑室内设计 48

社区管理与服务 66 社会工作 15

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

1. 发布的制度文件的运用情况

（1） 发布的《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生源教学点教学工作实施细则》，

起到了指导和规范的作用，较好的规范了校外教学点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并根据

实施的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2） 发布的高职扩招《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对按照规则进行注册、休学、退

学提供了保障，并且可以对学生进行规范的管理和保障学生的权益。

（3）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学生综合实践类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

法》本学期发布，受到在职学生的欢迎，给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做法，便于校外教



学点实施操作。

（4） 制定的《物业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学分置换管理办法（试行）》由于

是和企业共同制订的，得到企业和学生的认可。

（5） 制定的《物业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由于是和企业共同制订

的，得到企业的认可和学生的欢迎。

2. 采购超星公司的《高职扩招综合服务平台》的运用情况

（1）会议布置。2021 年 10 月，学校组织各教学点召开了“高职扩招综合管理

服务平台”搭建会议，要求各教学点对平台提出意见和建议，共收集到相关意见 10

多条，学校针对教学点提出的问题，优化了平台相关功能，更符合教学点的要求。

（2）专题培训。2020 年 1 月，学校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了平台交流会。主要是

对平台的功能、使用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交流。

（3）学籍管理。搭建平台后，学校对高职扩招学生学籍信息进行了核实，2020

秋和 2021 级共 1449 人纳入平台管理，其中新学期处理学籍异动 13 人。实现了学籍

管理和成绩管理更加规范。

（4）线上课程实施。一是将教学计划导入平台，共导入了 2020 秋和 2021 级共

11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教学计划。二是线上课程资源的建设，根据高职扩招学

生特点，学校选择相关课程资源一般具有内容模块化、丰富等特点，方便教师在筛

选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删减。三是教学过程管理，平台可以实时查询学生学习状况，

方便教学检查和督学。

3. 《学生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与置换管理信息系统》模块的运行情况

目前该模块正在学校进行系统的调试和在 2019 级全日制学生中试运行。已经录

入了主要成果大类和成果子类的认定等级和学分认定标准，导入了大学英语 4、6

级证书和高等学校应用英语能力 B 级证书、学生技能竞赛获奖、考取的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等学习成果，完成了相应的学习成果认定，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下一步将开

展学生申请学分转换工作试运行。

完成试运行后，经过完善，将在今年下半年高职扩招的 20 春现代学徒制班试行，

然后再推广到所有高职扩招的学生。



项目组成员（不含负责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

荆素芳 部长/中级 职业教育 教学科研部

刘曾汗 副部长/初级 汉语言文学 教学科研部

龚伟波 副部长/讲师 电子技术 教学科研部

李斌 副系主任/讲师 建筑机电 管理系

文 平 副部长/初级 金融 教学科研部

张静贤 高级主管/初级 法律 教学科研部

毛立冰 系主任/讲师 信息技术 信息工程系

林燕珊 总经理 MBA
深圳市罗湖区燕荣教

育培训中心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项目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项目经费决算情况

（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政府没有资助。

与联奕公司合作开发的《学生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与置换管理信息系统》

模块，是由联奕公司投入人力和财力完成的，服务器是由我校信息中心提供的。

项目主持人：

（学校财务盖章）



学校结题或验收专家名单

姓名 职称/职务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及联系方式

温希东 教授/顾问 自动化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13902961076

刘佳环 教授/副校长 经济管理 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13570717269

欧阳育良 教授/校长助理 职业教育管理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3631196098

王志明 教授/教务处长 计算机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13825795001

李建求 研究员 职业教育研究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3392811189

专家组意见

作为高职扩招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项目，能够结合实际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制订相关的教学管理文件，保障了教学和管理的规范、有序与有效。积极采取

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并且认真的落实实施，对高职扩招的人才培养工作具有示

范和指导作用。通过项目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较多的研究实践成果，同意通过验收。

专家组长签章

2022 年 4 月 28 日

学校负责部门意见

同意专家组的意见，验收通过。

盖章

2022 年 5 月 5 日

注：1.表格不够可另附纸。2.须附项目成果材料原件，无法提供原件的，由学校教

改项目管理部门在复印件上盖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