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市场营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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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利秋、麦影、董平 、苏欣

余彦蓉、江成城、徐永志、赵春芳、燕艳

钟平、赵江安、朱婧

校外人员：刘岁声、王江红、李海萍、朱国强、黄国新

金淼、李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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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是我校重点

发展专业。多年来，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市场营销专业为华南地区培养

了大批营销人才，专业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市场营销专业 2006 年成

为学校第一批示范建设专业；2007 年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方面获学校第一届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2008 年营销专业又被列为我校 8个重点建设专业之一；2010

年获广州市示范建设专业立项并已通过验收；2011 年被列为学校创示范项目校

级重点建设专业（群），开始探索“综合素质+营销实战”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3

年市场营销中央财政支持专业通过验收，同年市场营销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

队，2014 年商贸综合实训基地获评为省级实训基地，2016 年市场营销专业立项

为省二类品牌专业。

市场营销专业师资团队力量雄厚，其中，专任教师 15 名，校内兼课教师 3

名，兼职教师 20 名。专任教师中教授 2名，副教授 5名，讲师 8名，高级职称



教师占比达到 47%；专任教师全部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其中博士学位 3名，在

读博士 1名。

目前，市场营销专业依托省品牌专业建设，正在围绕新型营销人才和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进一步凝练专业特色。通过细分产业发展对网络营销人才的需求，探

索构建“双注重、目标化、个性化、双平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培养目标的评

价和监测体系，建立第三方人才培养评估制度，进一步提升网络营销人才培养的

适用性和人才培养质量；构建协同育人平台，探索校企社政合作长效机制和协同

育人机制；努力提高专业社会（社区）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以产学研结合推

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师资队伍建设；继续大力推进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

并且努力探索专业开展创业实践的制度化、常态化，探索电商平台（包括跨境电

商平台）、营销平台、社交平台、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等多种形式的电商创业形式，

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2．合作企业情况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啤酒”）是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校

企社政合作发展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公司成立于 1985 年，是一家以啤酒业和

啤酒文化产业“双主业”协同发展、啤酒包装业为辅助，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具

有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大型现代化国有企业，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在深交所上市

（002461），总市值超百亿。目前职工人数 5000 余人，下属企业 17 家，年产啤

酒能力达 220 万千升，是中国轻工行业先进企业、中国酿酒行业十强，获得全国

文明单位、国家环境友好企业、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首届广州市政府质量奖等

殊荣。珠江啤酒品牌价值位列中国百强，享有“南有珠江”美誉。

珠江啤酒自 2015 年起建立市场创新中心，力求通过全新的产品类型、全新

的营销方式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在未来 5年内，珠江啤酒将继续通过自有地块

建设 4家以上精酿啤酒体验中心（含生产线），同时通过合作加盟的方式建立 100

家以上的“雪堡时间”精酿啤酒体验馆，在广东、广西、湖南等区域推动精酿啤

酒文化，打造精酿啤酒品牌。在企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就是人才

的紧缺，目前，珠啤企业正在积极谋求以“新零售”撬动“新制造”，对既熟悉

珠啤文化和精酿啤酒知识，又掌握线上线下销售理论和实战经验的营销专业人才

产生了大量需求。校企双方深度合作精准培养企业所需的专业人才显得迫在眉



睫。因此，我校市场营销专业与珠啤公司开展现代学徒制，为企业定制培养营销

人才。

3．校企合作基础

市场营销专业与珠啤的合作历史悠久，自 2005 年学院组建成立后，部分学

生陆续到珠啤工作，其中 07 级市场营销的黎加健脱颖而出，在企业表现非常出

色，迅速成为企业销售管理人员。2014 年，珠啤与我校签约，正式成为我校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并成为我校校企社政合作发展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在我校校

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探索长效合作机制、合作模式等方面做出了贡献。2014

年企业招收了实习生 30 余名，一年实习期结束后，10 名学生留在了企业发展。

由于学生在企业表现出色，珠啤已经计划改变过去主要招聘 211 院校和 985 院校

的本科生的用人理念和做法，主动提出加深与我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合作。2015

年开始，珠啤在我校市场营销专业开设了《快消品渠道销售与管理》课程，由企

业 5名资深营销主管给学生授课。

为进一步推进校企双方深度合作，实现教育教学资源和企业资源共享，形成

校企良性互动，经双方友好协商，2017 年 6 月，我校和珠啤广州珠江英博啤酒

博物馆隆重举行了“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企中校’”揭牌仪式。学院院长张连绪、

副院长张胜红和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潘小丹副书记共同为教学企业揭牌。

自此，校企双方的合作进入快车通道。

2017 年 10 月，市场营销专业与珠啤联合举办商贸系第五届营销策划技能大

赛，本次比赛由参赛队伍专门针对珠江啤酒“小啤汽”这一新产品设计推广策划

方案。2018 年 4 月，我校与珠啤以建设“珠啤新零售产业学院”、培养快消品新

零售人才为目标，联合申报广州市校企合作示范学院，已获得学院立项为校级培

育项目，并正在推进“珠啤新零售产业学院”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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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体目标

（1） 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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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招收 30 名现代学徒制学生，

学生为珠江啤酒在职员工；

（3）校企共建融入珠啤企业文化 、企业服务与管理标准的“双融合”的课

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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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珠啤体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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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珠

江啤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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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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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面向企业在职员工招生。依托珠江啤酒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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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利秋 51 是 研究生 硕士 教授 4 系主任

麦影 41 是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2 副处长

江成城 42 是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2 专业负责人

燕艳 47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2 专业负责人

董平 43 是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9 系主任助理

罗炜 53 是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2 骨干教师

赵江安 51 是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2 骨干教师

钟平 51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2 骨干教师

徐永志 47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2 骨干教师

杜璟 46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2 骨干教师

余彦蓉 42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5 骨干教师

魏东霞 42 是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7 骨干教师

赵春芳 36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1 骨干教师

苏欣 36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1 骨干教师

朱婧 32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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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琳玲 女 广州弈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研究总监 营销策划

2 高林萍 女 广州明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营销策划

3 曾丽 女 广州醍思餐饮咨询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市场调查

4 杨涛 男 广州市荔湾区痴茶趣茶叶商 总经理 电子商务

5 胡孔义 男
广州市梅花园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汽车销售技

法

6 廖永泉 男 广州纬亚艾迅广告有限公司 策划总监 销售管理

7 吴恩维 女 广州承品广告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商务沟通

8 乐胜 男
广州精英创建体育设施工程

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推销谈判技

巧

9 陈少玲 女 广州弈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营销策划

10 李晓 女 广州奥商市场管理公司 运营经理
推销谈判技

巧

11 刘虹 女 广州弈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研究经理 市场调查

12 赵海波 男 广州青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总监
电子商务运

营

13 陈东 男
珠海横琴新区盖网通传媒有

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电子商务运

营

14 郑景雄 男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
快消品渠道

管理

15 冯超 男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
销售团队管

理

16 薛文超 男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 品牌管理

17 熊国勇 男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 业务员管理

18 刘洪昌 男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 销售管理

19 黄剑锋 男 中国平安广东电话营销中心 营销经理 商务沟通

20 林梓鹏 男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主管 销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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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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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珠啤新零售产业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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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