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中西面点工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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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洲、张挺、贾强、李永馨、黄利华、江津津、胡

玉玫、刘慧娟、王欢

校外人员：陈广进、张金奖、何海森、李琳颖、周小瑜、钟剑文、张

利成、梁家耀、兰涛、汪烨楠

二、试点基础

1．合作专业情况

食品系是学院重点系部，现开设 3个专业：中西面点工艺、食品营养与检测

和食品生物技术，理工为主，文理兼招。食品系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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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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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系依托点都德产业学院、萝岗食品学院、广州食品工程产业学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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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面点工艺专业师资力量雄厚，专任教师 13 人，专任教师中有教授 2人、



副教授 6 人，博士后 2 人，博士 5人，“南粤优秀教师”1 人，“羊城学者”2

人，高级技师 13 人，大部分教师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等知名院校；教师国家职业资格高级证书拥有率 100%，研究及服

务企业实力强劲，承担各类科研、教研项目近 100 项，总经费 2000 多万元，带

领学生直接参与企业产品开发及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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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盼盼食品杯”第六、七、八届全国职业技术学院在校

生创意西点技术大赛中，我系学生都取得优异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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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简称点都德）创办了广州老字号“点都德”，

源于 1933 年，创始人为沈绍清先生，“点都德”，来源于粤语“点都得”，意

为：怎样都没有问题，体现出广府人随和务实的性格特征。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

限公司植根于广州本土，为广州大型连锁式综合茶楼。“点都德”以创新的经营

思维方式，不仅改变了茶楼一如既往的形象，更彻底改善出品及服务质素，推行

系統化的营运及管理模式，致力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以「不止传承‧不断创

新」为企业使命，并奉行「中点西点点典生辉 店德人德德得天下」的企业理念。

为顾客提供正宗传统点心制作也是企业重要宗旨，2015 年“点都德”叉烧包成

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出色创新的点心令点都德在餐饮业行内荣获多个称

号，包括“国家五钻级酒家”、“中国粤菜文化代表店”、“广州十大明星企

业”、“广州市最具人气餐饮企业”、“广东地标美食餐饮企业”、“中华美食

名店”等。点都德”一心一意做茶市，透过一壶一杯一碟勾勒出浓浓的老广州风

情。近年来，企业不断扩充经营网络，现时先后在各地开设多家大型茶楼直营门

店，每月接待人数超过 80 万人次。公司旗下各店糅合精巧的西关建筑设计风格，



并注入点心创新的元素，不但为茶楼经营重新定义，更凭其独特风格成为本土一

大地标式品牌。

3．校企合作基础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食品系成立了点都德产业

学院，在全国首创了“3+1+1”模式：广式点心推广交流中心、广式点心研究中

心、岭南饮食文化展示中心，学院派广式点心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点都德

大学生精英班，集技术研发、中西饮食文化融合传播、广式点心技术推广、创业

学生技术培训及经营管理全方位训练，领航中西面点学院派创业。2019 年 5 月

荣获广州第四届职业教育金睿奖“最佳合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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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同培养中

西面点人才。

2.具体目标

(1) 与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班人才培养，构建校

企“双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2) 实行校企联合招生招工。校企双方共同制订并发布招工招生简章，学校

将合作企业招工人数、岗位工种需求列入 2019 年招生专业人数计划，2019 年与

两个企业联合至少招收 30 名现代学徒制班学生；合作企业将学校现代学徒制培

养人数列入 2020 年招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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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门，

携手建设融入《悉尼协议》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4) 联建“双向流动、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每年校企互聘互派教师 10

人次，技师任课 4门，教师培训员工 1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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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合作的持久、深入；

(6) 进一步完善学院派广式点心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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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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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点

都德企业专家共同进行中西面点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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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课程规范与学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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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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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2020 年 8 月）：以学习公共基础、专业基础课程



为主，基本技能训练在实训基地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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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202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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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段由校企联合进行。

第三学年（2021 年 9 月—2022 年 6 月）：学生（学徒）到合作企业进行顶

岗实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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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点都德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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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备注

贾强 42 是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5 系主任

李永馨 48 是 本科 学士
高级

政工师
2

系党总支

书记

黄利华 40 是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4 专业负责人

张挺 40 是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2
教务处

副处长

江津津 42 是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4 系主任助理

胡玉玫 33 是 研究生 硕士 实验师 1 骨干教师

刘慧娟 51 是 研究生 硕士
高级

实验师
3 骨干教师



王欢 41 是 研究生 硕士 助教 2 骨干教师

谭龙飞 49 是 研究生 博士
副研

究员
3 骨干教师

王英 50 是 本科 学士
副研

究员
1 骨干教师

梁兰兰 46 是 研究生 博士
教授级

高工
6 骨干教师

欧爱芬 33 是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2 骨干教师

董蕾 35 是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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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广进 男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培训总监 电子营销

2 张金奖 男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行政总厨
中西

面点工艺

3 何海森 男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培训经理 店面经营

4 李琳颖 女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人事主管 人事管理

5 周小瑜 男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
中西

面点工艺

6 钟剑文 男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
中西

面点工艺

7 张利成 男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
中西

面点工艺

8 梁家耀 男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
中西

面点工艺

9 兰涛 男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厨师长
中西

面点工艺

10 汪烨楠 女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店长 店长课程

九、保障措施

1. 组织保障措施

（1）成立以学院领导为组长的中西面点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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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面点工艺专业具有承担相关专业

课程的专任教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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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点都德产业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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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