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

一、工作机构

组长：李艳娥

成员：学校人员：洪州、张挺、贾强、李永馨、江津津 、黄利华

王英、梁兰兰、韩明、张越华、郑玉玺、欧爱芬、

校外人员：杨家友、路晓征、浦京武、冯辉、王明辉、鲁玉侠、

李香莉

二、试点基础

1．合作专业情况

根据《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是我

校重点专业。多年来，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为华南

地区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专业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是广东省示范校

重点建设专业，广东省二类品牌专业、广东省高职重点建设专业。

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教学团队现有一支职教、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较强的团

队，现有专兼职教师 50多人，其中专职老师 16人，均具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专职教师中有正高职称 3人、副教授 10人，博士（博士后）9人，高级技师 19

人，专业教学团队中拥有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省级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

广东省“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羊城学者、广州市优秀教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专家、中国南方蓝莓产业科研协作组专家等多人；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团队

精神，教师主持过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科技部、省、市、校及企业项目科研、教

学项目近百项，总经费 2000多万元；专职教师获得过省科学技术奖励三等奖 2

项，省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 1项，2018年获得广东省教师信息化比赛一等奖；

指导学生获得省级及以上竞赛奖励 38项；近五年来发表教研科研论文 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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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CI收录 10篇，篇最高影响因子 10.199；申请发明专利近 20项，授权发明

专利 10项；是广州市首批学术创新团队、广州市级教学团队，并被评为广东省

职业技能竞赛先进集体。

目前，食品系拥有广州市特色专业学院，省级协同育人平台。食品系实训条

件一流，实操仪器设备总值 3567.24 万元，拥有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广东省

公共实训中心、广州市产学研合作基地等。近年来，食品系依托萝岗食品学院、

广州食品工程产业学院、点都德产业学院等，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大健康产业、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企业发展技术移民等，基于“校企行政”四方合作共育的

理念培养就业于大城市、服务于现代城市居民营养、健康和饮食的高技术技能人

才。目前，全系在校生近千人。第一志愿上线率超过 100%。各专业初次就业率

每年均超过 99%，毕业生初次就业起薪高，多数学生毕业几年后晋升为知名企业

技术部长、生产主管、店长和区域经理等岗位职务。食品系学生每年开展科技节

生化竞赛、食品检验竞赛、美食制作竞赛、焙烤技能竞赛、调香调味技能大赛等

创新创业活动；学生参与各级各类竞赛人数比例达 90%以上，获奖比例达 50%以

上；近年来，学生获得竞赛国家级奖项 7项，省级及以上奖项 39 项，其中 2017

年以来连续两年获得全国高职院校食品营养素检测一等奖（省内排名第一），2018

年获得全国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三等奖（省内排名第一）；

2016 年连续三年获得广东省“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食品系

教学被《中国教育报》和省教育厅专题报道，并被广州电视台的“广府直通车”

栏目报道。

2．合作企业情况

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于 2003 年创立，集自主研发、生产、经营于一体，

是国内最具创新能力与产品性价比最好的食用香精企业之一。名花公司占地面积

2万多㎡，有 10 万级 GMP 净化车间 3800 ㎡，生产研发设备国内一流，凝聚了一

支由外籍专家、教授级高工、博士、硕士、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研发团队。该公

司与国内多家高校、科研所建立起产、学、研实验、实训中心，申请了 11 项产

品发明专利，目前承担国家、省、市级科技创新项目 4项，已建成广东省香精香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在组建博士后工作站。该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8（国

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ISO14001：2004(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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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体系)、HALAL（清真洁食认证）等多个体系认证。名花公司专注于食用香

精领域，现有 1300 多个产品，年生产能力超 3500 吨，多年来产值以年均 30%速

度递增。目前国内外有众多著名企业持续使用名花产品，在烘焙制品、乳制品、

糖果、油脂、饮料、炒货休闲食品等行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及享有很高的声誉。

该公司先后荣获了“广州市著名商标”、“广州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广东省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广东省最佳雇主企业”、“广东省食品添加剂五强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隶属于世界 500 企业美国的 ADM 集团和世界

粮油巨头新加坡丰益集团在中国投资组建的最大的粮油集团——益海集团。目前

益海集团在中国已经拥有几十个大型加工厂和贸易公司。且各工厂在当地皆是知

名企业。集团参股生产的鲁花、福临门、口福等品牌食用油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的

知名品牌。该公司位于美丽的珠江河畔。该公司一期总投资为 2625 万美圆，2005

年 9 月公司投资 5000 万人民币沿东江河畔建设了两座一万吨级的自用码头，二

期将投资 7000 万美圆建立益海大米厂、益海面粉厂、益还中转油有限公司及益

海油化工业有限公司，目前这些项目已在筹备建设中。

3．校企合作基础

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已与 10 余家国内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与

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的合作已超过 5年，

合作内容包括学生实习实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标准修订，师资互聘

互派，合作编写教材，共同设计产品，联合指导竞赛等，通过学徒制试点将进一

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精准对接育人。

三、工作目标

1.总目标

探索建立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双主体育人的长效机制，完善学徒培养

的教学文件、管理制度、培养标准，推进专兼结合、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师结构教

师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现代学徒制的支持政策,形成和推广政府引导、行业参与、

社会支持，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校企共同培养营

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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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目标

（1） 与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合作开

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构建校企“双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双方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推行学分制、“双导师”制，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

（2）2019 年与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和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联合招收 13 名现代学徒制学生，学生为企业在职员工；

（3）校企共建融入企业文化 、企业服务与管理标准的“双融合”的课程 2

门，构建新零售人才培养特色课程体系；

（4）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 1 个，即香精香料应用体验中心，打造成融

实训教学、技能竞赛培训、学生创新创业的三合一平台；

（5）建立双方要素投入（资金、设备、人员、技术、场地等）与收益分配

管理制度 1套，保证合作的可持续。

四、教学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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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确

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国家职业标准，围绕培养学生职业岗位能力，与企

业专家共同进行营销相关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按照岗位能力

关联度及能力层级，面向岗位工作任务构建课程体系。

2.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利用学校现有网络平台，

让学徒制学生完成公选课学习，形成线上学习、面授和实践相结合的灵活学习方

式，制订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制定将学徒参与企业流程改造、

工艺改进、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折算为学分的管理办法，制定课程与学分规范。

3.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制订学徒管理办法保障

学徒权益，根据教学需要科学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保证学徒合理报酬。

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

五、考试评价

创新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基于工作岗位制订以育人为目的的学徒考核评价

标准，建立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校企双方共管的考评体系，专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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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由校内导师考评，实践课程由企业导师为主、校内教师为辅共同评定，重视学

徒在实践过程中的表现，在考核上突出实践能力。

六、学生教育管理

制订学徒管理办法，保障学徒权益，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

人身安全。

第一学年（2020 年 3 月—2021 年 2 月）：以学习公共基础、专业基础课

程为主，基本技能训练在企业工作岗位完成；到合作企业进行见习教育，合作企

业专家进校为学生（学徒）讲授企业相关内容。学生（学徒）考核以学校为主。

第二学年（2021 年 3 月—2022 年 2 月）：以工学交替方式开展岗位任务

模块训练，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在校，以专业教师为主、企业师傅为辅，开展基

于岗位工作任务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在企业，以师带徒和专业教师

协助管理的方式进行岗位技能训练，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学生（学徒）考核根据

不同时间段由校企联合进行。

第三学年（2022 年 3 月—2023 年 2 月）：学生（学徒）到企业进行岗位

工作实践（实岗锻炼），以企业为主对学生进行培养与考核，学校确定对应的指

导教师协助管理。学生（学徒）毕业时考核合格者，取得大专毕业证书和职业资

格证书。

七、招生与招工

面向企业在职员工招生。依托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和益海（广州）粮油

工业有限公司，在企业在职员工中选取部分优秀员工，联合培养。

八、师资配备

校内专任教师

姓名 年龄

是否为双

师素质专

任教师

学历 学位 职称

行业企业

工作总时

间

备注

贾强 42 是 研究生 博士 研究员 6 系副主任

江津津 42 是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3 系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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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利华 40 是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3 专业负责人

王英 52 是 本科 学士
副研究

员
10 骨干教师

梁兰兰 46 是 研究生 博士
教授级

高工
9 骨干教师

郑玉玺 35 是 研究生 硕士 实验师 2
实训中心

主任

韩明 46 是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2 骨干教师

欧爱芬 33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2 骨干教师

张越华 44 是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2 骨干教师

潘凤莲 49 是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3 骨干教师

彭少洪 50 是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2 骨干教师

李崇高 53 是 研究生 硕士 教授 5 骨干教师

王欢 40 是 本科 学士 讲师 3 骨干教师

校外兼职教师

序

号
姓名 性别 现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授课类别

1 鲁玉侠 女 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实践

2 李香莉 女 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实践

3 陈蕾 女
慕恩（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市场总监 实践

4 路晓征 男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
人事经理 实践与考核

5 浦京武 男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
人事经理 实践与考核

6 王明辉 女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
人事副经理 实践与考核

7 吴小映 女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员 实践

8 李庆国 男 广州佰诺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顾问 实践

9 方静纯 女 广东省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 主管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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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江东文 男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评认证中心
工程师 实践

11 卞华伟 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师 实践

12 王道攀 男 华南师范大学饮食部 中式面点师 实践

13 赖小毅 男 广州奎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实践

九、保障措施

1. 组织保障措施

（1）成立以学院领导为组长的市场营销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工作

组，协调落实人员，明确责任。

（2）成立现代学徒制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专业指导委员会审定现代学徒

制班人才培养标准、专业课程标准，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成立校企共同参与的课程团队，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具有承担相关专

业课程的专任教师 12 人，合作企业提供 10 名以上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以上或具有

技师资格的技术骨干承担学徒班的实践教学任务，有力地保证了学徒班的双导师

制度的实行，确保了教学质量。

2.制度保障措施

（1）建立健全包括项目建设领导责任制度和项目负责人制度，做到机构落

实、人员落实、责任落实、方案落实、资金落实、奖惩落实。

（2）依托食品工程产业学院，建立健全包括专业建设管理、教学督导及教

学检查、教师队伍建设、实训设施及基地建设、教学质量考核、毕业生就业指导

等一系列制度，使专业建设的各个项目及各个环节都有规范的制度管理作支撑。

（3）完善双导师制，建立健全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形

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制度。建立兼职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实现校企共享。建立

专任教师企业生产实践制度，并在企业建立个教师工作站，每年有计划地安排

3-4 名教师到相关企业岗位开展生产实践，与企业合作开发项目为企业提供技术

支持；建立专任教师社会服务制度，推动教师发展职业培训和技术服务能力。建

立企业导师培训制度，每年举行 1-2 期企业导师高职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培训，

提高企业导师教学水平。明确企业导师的职责与待遇，设年终考核，并评选优秀

企业导师进行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