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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申报书由高职院校填写。

2.请用四号宋体填写，行间距为 20 磅。

3.一所学校填写一份申报书。

4.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不另单做封皮和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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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试点起止年月 2021 年 3 月-2024 年 6 月

申

报

单

位

单位名称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潮连大道 6号 电子邮箱 53787712@qq.com

联系人及

电话
成玲 13426845368 邮政编码 529000

主

要

参

与

学

校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2020 年

新

增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

（人）
学制

大树（广东）互联网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商务英语 15 3

深圳头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商务英语 15 3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郭士香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7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系主任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硕士

联系电话 13427401007 电子邮箱 gsx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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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

王送军 男 1983-9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设

计与企

业联络

张健芳 女 1970-9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实

施、企

业联络

贾曼丽 女 1972-7 副教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黄永全 男 1967-4 副教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李丰芮 女 1986-8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冯晓菲 女 1980-8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联

络、学

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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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勉 女 1981-10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陈定 男 1966-5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联

络、学

生指导

谭琳 女 1986-8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朱文凤 女 1991-5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薛海英 女 1983-2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联

络、学

生指导

刘伟臻 男 1970-9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联

络、学

生指导

莫竞 女 1985-5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冯焕红 女 1985-5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陈艳杰 女 1988-6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伍贤婷 女 1988-9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陈航 女 1978-5 讲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建

设、学

生指导

二、申请单位基本情况：（不多于 2000 字）1

1.申请单位概况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于 2004 年 7 月正式挂牌成立，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

等职业院校，由原江门教育学院、江门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和江门财贸学校组建

而成。学校 2009 年通过教育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验收，2010 年启动创

建省级示范校和“创新强校工程”建设，2012 年成为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1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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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单位，2013 年成为建设单位，2018 年通过验收。现为江门市职业教育联合

会牵头单位，广东省“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学前教育教师发展联盟副理事

长单位。

学校主校区坐落于风景优美的西江之滨，规划用地 1080 亩，校舍建筑面积

29.25 万平方米。设有材料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经济管理、机电技术、教育

与教育技术、外语、艺术设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等 8个教学系部，开设新

材料与化工、先进装备制造、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类等专业 49 个。全日制在校

生 13000 余人。全校教职员工 731 人，专任教师 601 人，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教

师 130 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 344 人。

学校秉承“技术立校、文化育人、开放办学、服务侨乡”的办学理念，坚持

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发展之路，主动适应江门五邑地区产业发展需

求，重点建设智能产品开发、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物流管理、会计等专业及专业群，建成省级重点专业、品牌专业 8个。

学校着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准对接、精准育人”。与翠山湖工业

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蓬江区“人才岛”、德昌电机等产业园区、重大项目、

重点企业对接。与古兜温泉公司、中石化等大型企业合作共建现代学徒制试点；

与古兜温泉公司合作成立温泉学院。与台山市校地合作，共建江门职院新宁学院，

开设旅游管理、模具制造、机电一体化等专业。与澳门旅游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探索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旅游行业资格标准，积极推动成立大湾区旅游职业教育联

盟，共同促进旅游人才培养。

学校办学成果丰硕。学校获得省级精品开放课程 14 门，教学改革等项目 16

项；教学成果奖 2项；拥有省级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领军人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优秀教学团队 3 个，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2 人，市级高层次人才

80 多人。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 3个，省级实训基地 7个，省级公共实训中心 3

个，省高职教育专项扶持资金支持实训基地 3 个，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6

个。

学校充分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2017 年为行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42 项，

获得国家专利 97 项，专利授权 64 项。公益性培训服务从 5495 人日提高到 9888

人日。

学生在各项竞赛中屡获佳绩，获得国家级奖项近 20 项、省级 400 多项。在

“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多项特等奖、一等奖，连

续五届捧得“团体优胜杯”。2018 年，在“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

新创效创业大赛中，勇夺全国一等奖，实现新突破；在全省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上，与 900 多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获得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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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学校广受社会欢迎，2018 年新生报到率达 90.05%。毕业生就业质量和满意

度进一步提高。2017 年毕业生总体就业率首次达到 100%，连续 5 年保持增长势

头，对口率达 87.11%，就业现状满意度持续提升。2018 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97.54%。

学校重视文化校园建设，把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融中华文化、

侨乡文化、科技文化、企业文化于一体，教风、学风和校风建设成效显著，初步

构筑了“三年四季一校园”侨乡传统文化育人体系。学校先后获得“广东省文明

单位”“广东省安全文明校园”“江门市文明单位”“江门市先进集体”“广东

省红旗团委”“广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广东省语言文字规

范化示范校”“广东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广东省首批法治文化

建设示范点”和“全国职业院校魅力校园”“广东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特

等奖”等荣誉。

2.合作单位概况（逐个单位填写，包括依托载体和合作企业）

合作企业 1：

广东振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下辖深圳正成网络科技公司和大树（广东）

互联网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电商相关企业。公司专业从事外贸行业 19年，其业务范围

主要涵盖从传统外贸到跨境电商，从跨境电商代运营到跨境电商高技能人才培训等一系列相

关领域。

经过近 20年发展，广东振茂现已成长为阿里巴巴国际站人才培育合作伙伴、阿里巴巴

华南区域外贸企业招募合作伙伴、华南区一达通进出口代理和WUSC餐厨用具人才孵化基

地人才输送单位；培育了一支近 100人的跨境电商专业技术团队和逾 4000家跨境电商合作

企业；该团队多次斩获阿里巴巴华南大区订单王等奖项并于 2018年荣获阿里巴巴人才培育

最出色团队称号。

广东振茂与高校合作经验丰富，截至目前已与华南、华中等区域 20余所高校建立了深

度合作关系，聚焦人才培养、师资互训、实训实习等诸多方面，精准服务师生逾 1000人次/

年，为我国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提供优质解决方案。

合作企业 2：

深圳市头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9年，是全国最早一批专业跨境电商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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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电商人才培训及输送机构，在行业首创校企合作电商服务云导师模式，于 2010获颁教

育部“全国优秀教学企业”荣誉称号。

该公司目前在深圳、广州两地设立了 2个人才培养基地。培训基地总部面积超过 5000

平米，年培训承载量超过 4000人。

深圳头狼与与全国多所院校的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等专业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师资互

训、实训实习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我国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提供优质解决方

案。

三、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不多于 3000 字）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既要有全校的综述，也要有分专业的论述）

1.1 商务英语专业开展该项目的必要性

4月 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在已设

立 59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础上，再新设 46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促进跨

境电商发展成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疫情期间，跨境电商的优势会进

一步显现。

跨境电商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分支已成为企业及个人创业者施展身手的新

蓝海。据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

模达到 9.1 万亿元，用户规模超 1亿人；在用户需求提升和规范化加强的背景下，

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2019 年有望增至 10.8 万亿元，踏入十万亿市场，且预计在

2020 年达到 12.7 万亿元。

规模的扩大引发商务英语人才的短缺。根据阿里研究院《2017 年中国跨境

电商人才研究报告》分析，未来跨境电商行业 86%的企业存在人才缺口、44.1%

企业青睐于从商务外语类专业招聘选拔跨境电商人才。

现代学徒制项目的展开有利于分利用企业优质的技术资源，深入开展岗位技

能培训、岗前培训和创业实践等实践教学活动。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学徒制有

利于解决长期以来该专业存在的实习时间长，但过程控制管理不足所带来的实习

效果不佳，就业对口率不高等问题。

1.2 商务英语专业开展该项目的可行性

（1）合作基础。商务英语专业与相关企业已开展诸如 Amazon 跨境电商项目

班等实质性的深度合作项目，彼此高度信任，初步形成了校企生三赢的局面，取

得了一定的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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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师教学团队。商务英语专业已建成一支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其中，

专任教师 18 人，含受聘于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赛项裁判 1人、华南电商培育基地专家 1人、广东省高职教育外语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 1人、广东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 1人、广州外国语协会常务理事 1人，专

任教师双师率达 100%；校外兼职或兼课教师 10 名，含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高层

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1人。

（3）专业建设基础。近五年主持国家级教研教改项目 3项，省级精品课程

2门；省级教科研项目 8项、市级项目 20 余项、横向课题 10 余项。近三年来学

生初次就业率逾 98%，双证书率 100%。

（4）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现有校级商务英语综合实训基地 1 个，含全国国

际商务英语等级考试中心和全国跨境电商岗位操作专员证书考试中心各 1个。基

地设施设备齐全，能较好地支撑跨境电商理论和实践教学和师资、考证培训。

（5）经费投入

商务英语专业已经获批品牌培育专业，且获实训基地建设立项，有较为充足

的配套资金支持。

（6）合作企业实力

广东振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深耕跨境电商近 20 年，为阿里

巴巴国际站人才培育合作伙伴、阿里巴巴华南区域外贸企业招募合作伙伴、华南

区一达通进出口代理和 WUSC 餐厨用具人才孵化基地人才输送单位；拥有近 100

人的跨境电商专业技术团队和逾 4000 家跨境电商合作企业；企业多次斩获阿里

巴巴华南大区订单王等奖项并于 2018 年荣获阿里巴巴人才培育最出色团队称

号，年均精准服务师生逾 1000 人次，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领域可提供优质解决

方案。

深圳头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9 年 1 月拥有一支超过 100 人的专业

导师团队，年均培训跨境电商学院逾 1000 人，是一家专业的电子商务服务机构，

具有十年网络营销推广经验。2010 年获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学企业，为深圳

赛维网络、傲基电子商务等全国领先的跨境电商企业指定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基

地。

2. 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联合招生招工方式、教学方案制订、课程体系开发、

教学过程安排、标准和制度建设、证书获取、考核评价等；既要有全校的综述，

也要有分专业的论述）

2.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培养掌握进出口业务流程和跨境电商运营与管理等相关知识和技能，能从事

外贸业务和跟单、跨境电商销售、运营和管理等工作的创新型复合型高素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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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

2.2 联合招生招工方式

本项目将采取校企联合招生，招生对象为符合学校招生条件的应届、往届中

职毕业生和应届普高毕业生，招生人数为 20 人。企业与学生签订现代学徒制相

关的合同。同时，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共同签订《学徒制人才培养协议》。

2.3 教学方案制订

校企双方秉承“合作共赢、职责共担”原则，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制定

课程标准、岗位标准，协商确定企业师傅选择与任用标准、人才质量考核标准及

人才培养实施方案。

2.3.1 校企共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跨境电商现代学徒班以现代学徒制的理念模式为指导，以企业用人需求与岗

位职责标准为导向，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在现有教学的基础上，

引入企业师傅联合专业教师入校授课指导，以“工学交替”的培养模式，进行课

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使学生于真实的职业环境中，在师傅指导

下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习得岗位操作能力。

2.3.2 完善现有师资团队，建设“双导师”制

在开展人才培养班阶段，企业负责派师傅前往带班指导，学校安排骨干教师

到培养班观摩学习，并协助现场教学管理，建立“双导师”制，让学生在校内教

师和企业教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规定的实习任务，形成学校和企业联合招生、

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制。

2.3.3 完善现有评价模式

建立新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改变传统的“以理论考试成绩为主、以期末考

试成绩为主、以任课教师评价为主”的评价模式，以“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和职业

能力”为主线，建立以就业力导向，以多元主体参与的立体化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通过评价体系建设，提高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实力和社会适应力，促

进学生未来发展，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2.4 课程体系开发

开发和实施“1+N”课程体系。1是指学校公共平台课程，N为多个模块课程

（语言基础模块、商务基础模块、跨境电商模块、专项技能模块和综合技能模块），

这一课程体系基于合作企业典型工作岗位与工作过程、融入企业与行业职业资格

标准。

合作企业主要负责实操教学板块，与高校共同引入相关的电商平台与优质产

品，引导学生独立完成相关的跨境电商全流程工作。高校主要负责理论教学，包

括语言基本技能训练、必备的外贸理论和跨境电商相关知识，中小企业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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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业务处理能力。

本课程体系以实践操练为主，且融入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证内容，确保

技能的前瞻性。

2.5 教学过程安排

校企共同设定“跨境电商现代学徒班”教学过程，根据不同类别的学生（员

工）的特点与需求，依据生源的认知规律与技能及素养培养过程，制定与安排教

学计划。

按照“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总体思路，实行分

段式育人机制。学生在 1-3 学期主要是在学校完成基础模块课程的学习任务，掌

握专业所需基本知识和各项基础技能，实施 5个对接（学校与企业、专业与行业

产业、教师与师傅、学生与员工、教学培训与终身教育），让学生体验、模仿、

尝试、感悟企业文化；在 4-6 学期学生主要是在企业“真枪实弹”工作和学习。

同时，实施企业管理模式，1个师傅带 3-5 个徒弟，组成学习小组，确保学生切

实掌握岗位所需的技能。

学徒在岗培养期间，专任教师主要参与过程监控和部分考核工作，同时协助

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和职业资格证的相关培训与考核。

2.6 标准和制度建设

制定学分管理办法，设计弹性学制、创新“跨境电商现代学徒班”进退时间

点，最大程度上保障学生、企业、学院、家长等的利益。创新学徒岗位考核与收

入评价督查制度，保障学徒利益，确保学徒人身安全。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

验，提出和修订现代学徒制的管理标准。

2.7 证书获取

修满校企共同制定教学计划课程学分、完成企业岗位学徒工作量、取得相关

证书的学生，获得毕业证书和合作企业学徒证书。在学生自愿的原则下，成为企

业（或其所指定的会员企业）的正式员工，享受企业正式员工的一切权力。

2.8 考核评价

具体考核内容包括职业素质考核、职业技能考核和工作绩效考核。

（1）职业素质考核以师傅或人力资源部门考核为主；

（2）职业技能考核通过各平台和学习模块的考核环节、技能竞赛和专业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等形式实现。其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除现有的全国跨境电商

操作专员岗位专业证书、跨境电子商务三级证书等跨境电商相关证书外，未来也

将考虑将1+X证书框架下的阿里巴巴跨境电商B2B数据运营证书纳入证书考核的

范畴。

（3）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可参照企业员工绩效考核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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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实施步骤（含年度进展计划；既要有全校的综述，也要有分专业的论述）

年份及工作任务 建设内容

202003-202102

组建工作小组，

签订合作协议，

明确校企权责

（1）学校与广东振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深圳头狼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现代学徒制工作小组，签订《现代

学徒制试点合作协议》，明确校企权责；

（2）构建现代学徒制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

202103-202108

开展联合招生、

签订培养协议、

组建学徒班

（1）校企联合宣传与招生招工，签订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协议，组建第一届 2年制跨境电商现代学徒班。

（2）共商共建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人才质量管

理与评价体系；

（3）完善现代学徒制跨境电商教学点的软硬件设施；

（4）组建由校内专任教师和企业专家构成的现代学徒

制教学团队，组织校企教师代表参加现代学徒制相关培

训以及组织专任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

202109-202301

实施培养方案、

开展中期检查

（1）按照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展跨境电商人才

培养；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

体系和教学方式方法。

（2）组织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学生学习、工作

和生活情况，校企协商提出改进方案。

（3）全面考核参与试点项目的校内专任教师和校外带

徒师傅；针对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针对性培训及

时诊改。

（4）校企集中优势资源，开发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联

合申报现代学徒制相关的教研教改课题。

202302-202406

继续实施培养方

案、落实诊改要

求

（1）继续按照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展跨境电商

人才培养；进一步健全人才培养管理体系、完善运行机

制与各项管理办法。

（2）做好学徒考证工作。

（3）进一步提升专任教师技能服务水平，考取相关技

能认证。

202407-202409

项目验收、

试点推广

开展项目验收，通过学徒制人才培养结果的调查分析，

总结前期各项机制和培养模式提升，为试点推广奠定基

础。

4.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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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成果形式

4.1.1 跨境电商现代学徒班组织管理机制

以实践教学为中心，制定专业技能、职业能力、职业素质有机结合的实践教

学体系和各项规章制度。

4.1.2 专兼结合的指导教师队伍

建立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实践教师团队。

4.1.3 课程体系和人才质量管理与评价体系

开发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课程体系和人才质量管理与评价体系；撰写相关的教

研教改论文 1-2 篇。

4.1.5 多门校企合作课程

开发《跨境电商运营实务》等 3-5 门课程为校企合作建设课程

4.2 预期推广

现代学徒制的合作形式和实践经验将逐步在我校其他专业推广，岗位能力指

标制订方法、课程评价方法等在本校其他实施现代学徒制的专业推广。

4.3 应用范围和受益面

成果可应用于国内高职院校商务英语、跨境电商、国际商务等相关专业，也

可应用于跨境电商相关企业或行业协会。

四、试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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