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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实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国际贸易实务 

专业代码：630501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

类（代码） 

所属专业

类（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

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登

记证书举例 

财经商贸

（63） 

经济贸易

（6305） 

批发和零

售（F51） 

国际贸易业务

运营类（4.1）、 

国际贸易货运代

理、国际贸易业务

员、跨境电商专员 

剑桥商务英语证书、报关

水平测试证书、助理跨境

电子商务师（工信部）等 

国际贸易单证

类（4.2） 

国际贸易制单、国

际贸易跟单 

外经贸单证专业证书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广东省外经贸行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内外商

业文化环境，具备敬业与诚信品格、较强创新创业意识，掌握国际贸易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

和进出口业务流程具体操作的基本技能，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

政策法规，能够胜任外销、外贸制单与跟单、办理货运与保险、跨境电商运营等岗位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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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规则意识；具有较强的竞争意

识；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具有良好的行为规范、举止得体，懂得基本社交与职业礼仪；掌握

阅读理解、文字表达、倾听和口头表述的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办公操作系统及信息技术处

理能力；具有环保和安全意识。具有健康的体魄；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正确认知自己、

认知世界；具有健康的审美趣味和较高的文化品位。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具备大学专科层次的文化基础知识，包括：政治理论和形势、英语、计算机网络技术应

用等基础知识； 

（2）专业知识 

了解相关的经济、管理和贸易类职业基础知识，包括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学科的相

关知识；掌握国际化条件下营销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市场营销组合、消费者行为分析、商

务沟通和谈判等；掌握国际贸易实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中英文商务谈判和商务函电、国

际商务单证、国际贸易结算等；了解和拓展商务模式创新方面的知识，包括跨境电商、海淘、

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等。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较强的跨文

化的理解能力和外语应用能力；良好的自主学习意识与技能；较强的沟通协作能力和解决突

发事件的能力；较强的责任安全意识和服务意识。 

（2）职业专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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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各种策略和技巧与客户进行贸易沟通和商务谈判的能力；利用外贸英文函电、跨境

电商平台建立业务关系、获取订单的能力；订立、执行外贸合同的能力；国际商务单证阅读、

翻译、审核与缮制能力；根据外贸订单对货物从生产到出运进行全程跟踪的能力；为进出口

货物选择合理运输方式、签订运输合同、代办货物运输和保险的能力。 

（3）职业拓展能力 

商品检验申报及商检证书取得的能力；外贸业务海关报关的实务操作能力；一定的国际

会展策划与实施的能力；运用跨境电商平台（如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和国际交易市场、亚

马逊和 E-bay等）对产品进行销售的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外贸

业务

员★ 

主要负责寻找客户、贸易

磋商、签订合同、组织履

约、报关报检、制单装运、

核销退税、处理争议等进

出口业务部分过程操作

和管理全过程的综合性

工作。 

1.现代商务信息的获取能力；2.与客户

及对手进行有效沟通，进行必要的商务

谈判的能力；3.利用外贸英文函电、跨

境电商平台建立业务关系、获取订单的

能力；4.利用英语口语进行交易磋商的

能力；5.订立、执行外贸合同的能力。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综合模

拟实操 

跨境电子商务 

商务英语 

外贸英语口语 

国际商务函电 

2 

国际

商务 

单证

员★ 

主要负责根据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和信用证条款

从事审核、制作各种贸易

单据和证书，提交银行办

理议付手续或委托银行

进行收款等工作。 

1.熟悉相关国际惯例，我国对外贸易政

策、法规等；2.具备阅读外贸合同、信

用证的能力 ；3.熟悉信用证等常见结

算方式业务操作流程；4.能按要求缮

制、审核结算单证。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商务单证理

论与实务 

国际商务单证实

训 

3 

外贸

跟单

员 

主要负责在贸易合同签

订后，依据合同和相关单

证对货物加工、装运、保

险、报检、报关、结汇等

部分或全部环节进行跟

踪或操作，协助贸易合同

的顺利履行。 

1、选择合适的生产供应商，能够根据

企业经营能力和条件，测算企业实际生

产能力； 2、处理产品出口打样，分辨

样品的种类，出口寄样，科学管理样品

的能力；3、独立完成原材料采购的能

力；4、核实生产设备及技术准备工作，

正确下达生产通知；5、跟踪货物生产

进度，熟练制定生产计划，进行生产各

环节质量控制，处理各种生产异常情

况，根据合同处理出口包装工作。 

国际贸易实务 

外贸跟单实务 

4 

国际

货运

代理

助理 

主要负责接受货主委托，

组织、实施和协调公路、

铁路、海路、航空等运输

过程，办理有关货物报

关、交接、仓储、调拨、

检验、包装、转运、定车

1、进行货代作业实施与管理，进出口

货运代理流程主要环节的操作能力；2、

货运代理单证的准备与处理的能力；3、

进行国际货代核算能力，运杂费、滞箱

费计算，货代全流程所有的核算，货代

成本核算，风险和效益核算等，包含以

上费用的交纳和统计。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货运代理 

国际货运代理实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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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租船、定舱等综合性

国际物流方向的工作。 

5 

跨境

电商

运营 

市场分析与开发能力：客

户开发、策划促销活动、

市场推广方案；外语沟通

能力：运用外语和跨境电

商知识与国外客户沟通、

处理订单问题；办公软件

操作，使用软件上传产品

信息、处理图片；跨境电

商平台操作能力；跨境国

际物流运作能力；传统外

贸业务能力，包括一般外

贸业务下贸易磋商和履

行等 

市场分析、市场策略、市场营销组合等

相关知识；消费者心理与行为、营销与

客户服务技巧；外贸英语对话、外贸函

电、商务英语等知识；熟悉典型的跨境

电商平台规则与操作，熟悉跨境电商发

货流程、仓库管理、采购管理；熟悉外

贸流程、商检、海关等相关技能；商务

形象、举止、接待、沟通、会谈、交往、

餐饮等国际商务礼仪；计算机办公软件

操作、图片处理、互联网信息搜寻和网

络营销知识。 

国际贸易实务、电

子商务基础与实

训、网络营销、跨

境电子商务 

跨境电商综合实

训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

修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

助大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

问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

培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自我

管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

培养与训练（理想

信念、人生价值、

爱国主义和核心价

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个人品德、

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和家庭美德规范

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法律规范

和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

育部规定的对全日

制普通高校大学生

进行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育的公共必修

课，是对大学生系统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成

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

题，开展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和法

治观教育，引导大学

生提高思想道德素

养和法律素养，成长

为自觉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

的信心。 

1、 毛泽东思想 

2、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 

教师：中共党员；不

仅具有比较深厚的

理论功底，充分了解

世情、国情和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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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

证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

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

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

定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理

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3、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熟悉大学生的思想

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

台；各类手机教学平

台与电子资源库。 

3 形势与政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

政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

力，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

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外交、国际

战略等各主题的重

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

学习与线下学习两

种模式，学生必须同

时完成线上学习任

务和线下作业，学期

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

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

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

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防等，熟

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判法和体育竞

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竞赛的

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

育竞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

比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比

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指

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

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

球，排球（气排球），

乒乓球，羽毛球，

体育艺术类项目

（健美操、体育舞

蹈、瑜伽），太极，

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

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

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

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

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职业英语 1、

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

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与

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

1、基础模块：日常

的英语听说、自主

学习，交互英语听

说。 

2、职场英语模块：

规划未来、创办公

司、公司介绍、职

1、网络数字语言实

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

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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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管理、职业规划、创业、产品及

公司介绍、招聘与评估、销售与营

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对

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

读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成英

语应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汉互

译业务材料。 

场沟通、产品介绍、

求职招聘、联系业

务、推销产品和服

务、电子商务、商

业调查、商务差旅、

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

强化训练和英语考

证模拟训练。 

6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

处理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的操作系统的功能，

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

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常见办

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

件的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

安全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

和物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

统的操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

技能。 

1、教学场地要求：

电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

网络化多媒体机房、

局域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

教师要求具有丰富

的信息技术教学经

验，能动态掌握目前

信息技术的更新和

变化，责任心强，教

学团队至少 5 人。 

7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

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

审美和人文素养，具有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

家思想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

语》等儒家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

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熟读《道德

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

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

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

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

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力，

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会现

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

人生智慧、道家的

人生智慧与佛家的

人生智慧等内容，

具体设计为知理、

守礼、明德、知耻、

立志、好学、孝亲、

诚信、敬业、自然、

无为、智慧、慈悲

等教学模块（每模

块 1-2 学时），根

据不同专业特点选

择使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

括城市国学讲坛（3

学时）、雅艺体验

（2 学时）、岭南文

化调研或其他国学

实践类活动（2 学

时）、综合实践项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

（微知库《四书五经

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

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

的茶室、琴室、书画

室等国学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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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2 学时）。 

8 

大学生职业

生涯与创新

创业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

职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

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新

创业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

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了解

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

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

准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

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

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

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

正；科学组建团队，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载体

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范的

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

请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

备求职技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

方法，价值观和职

业选择的关系，认

清自我的技能，掌

握职业环境探索的

内容、方法，职业

生涯规划书的撰

写，组建创新创业

团队，创业环境分

析的因素与方式方

法，创新创业项目

调研与选择的方式

方法，创新创业融

资的渠道、方法及

注意事项，创新创

业实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

职业准备，提高就

业技巧，职业适应

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实践）项目等

多个校内外实践平

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

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9 
商务文书写

作 

了解商务文书写作基础理论和

方法，掌握各类常用商务文书的基

本知识及写作要领，能够在分析、

处理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主旨明确、

格式规范、语言得体的各类商务文

书，满足企业经营运作中的办文需

求。培养学生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写作能力，提升协作精神与创新意

识。 

商务文书写作基础

知识、商务管理与

事务文书、商务告

启文书、商务函电、

商务礼仪文书、商

务宣传文书、商务

契约文书、商情调

研文书 

以高职学生中小型

企业的就业方向与

岗位为背景，以“情

境任务—任务分析

—学习指引—任务

实施—拓展训练”为

思路，通过讲解示

范、案例分析、小组

协作等多种教学方

法，运用信息化、新

媒体技术手段，全方

位提升学生“办文”

实务操作技能。 

10 
军事理论教

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

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

素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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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

念、国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11 
军事技能训

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

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提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

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

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

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

领，了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救

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规定、紧急

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本

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

训练：共同条令教

育，分队的队列动

作。 

2、设计与战术训

练：轻武器射击，

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

防护训练：格斗基

础。 

现场教学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现代管理方法 

掌握必备的管理基础理论

知识，能够具有计划的制

定与执行能力、组织设计

能力、团队活动组织领导

能力和进行管理控制的能

力 

认识管理系统；管理借

鉴；经营计划制定；组织

设计；领导、激励与沟通；

管理控制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案例讨

论等教学手段使学生能运

用现代管理方法分析问题 

2 经济学基础 

主要是帮助经济和管理类

专业的学生掌握微观和宏

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经

济学的基本规律。 

纯理论课程，重点是西方

经济学的概念和概念运

用上，用各种释义、完整

的图表以及结合当前经

济形势，学习经济学的基

本原理。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案例讨

论等教学手段使学生能运

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 

3 商务沟通 

培养学生的基本职业沟通

技能和礼仪，并为学生更

好地掌握营销岗位沟通能

力奠定基础，为进一步学

习推销谈判盘技能打好基

础。 

认识有效沟通；有效沟通

的技巧；商务礼仪；商务

演讲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使学生能进行有效

沟通 

4 市场营销 

培养学生营销专业基本知

识，理解市场营销理念、

市场营销工作的基本内

容；掌握市场营销环境分

组建模拟营销公司；确定

商业项目；拟定项目营销

战略；设计项目的营销工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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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消费行为分析和竞争

者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理

解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

择和市场定位、市场营销

组合策略的知识。 

作计划；编制营销企划书 和方法使学生能开展市场

营销活动分析 

5 商务英语 

掌握商务英语常用的语法

知识以及内部通讯文稿的

商务英语写作要点; 掌握

与岗位工作流程、任务相

关的英语语言与商务知

识。  

 

以“创业”为目标，以

“创业过程”为导向，分

为三大模块：课程导入、

创业前准备、自主创业。 

通过多媒体教学、实习项

目等培养学生的商务英语

应用能力 

6 国际商务函电 

熟悉交易前准备、交易磋

商、执行合同、交易后续

事宜的基本外贸知识、专

业术语、常用句式、写作

技巧和结构。 

能用函电独立处理国际贸

易业务；提高国际商务函

电写作能力。 

 

外贸函电格式与写作原

则；.建立贸易关系；.

询盘；.发盘；.还盘；寄

送样品；签订合同；.支

付方式；包装；保险；装

运；投诉和索赔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国际商务

函电处理能力 

7 外贸英语口语 

该课程培养实际应用英语

从事涉外商贸活动的口头

交际能力，使学生能运用

商贸基础知识和口语交流

的基本技巧，达到在涉外

商贸活动中较流利运用英

语进行口头交际的水平。 

通过分析该课程所对应

的岗位英语口头表达的

主要内容与要求，合理安

排各个项目模块的课时

分配。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外贸英

语应用能力 

8 
国际商务单证

理论与实务 

掌握国际商务单证的种

类、作用以及各种主要单

证的主要内容及缮制。 

国际贸易单证概述；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国际贸易

付款方式；商务单证种类

与作用；国际货物运输与

保险单证；官方出口单

证；进口单证；国际商务

单证业务中的计算；国际

商务单证操作实务。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国际商

务单证处理能力 

9 外贸跟单实务 

通过课程项目教学内容的

学习与训练，让学生掌握

外贸出口跟单一线操作基

本流程，具备进行交易磋

商、拟定国际贸易合同、

选择生产供应商、样品跟

单、合同审查跟单、生产

前跟单、生产过程跟单、

包装跟单及运输跟单的能

通过先修国际贸易实务、

商务函电等学习掌握外

贸相关理论基础知识和

语言基础知识，继而学习

外贸跟单的基础操作，并

在后续的毕业实习课程

中得到实践。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培养学生根据外

贸订单对货物从生产到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外贸跟

单实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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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出运进行全程跟踪的能

力。 

10 
国际货运代理

理论与实务 

掌握国际货运代理的基本

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

作技能，为今后从事国际

货运代理相关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国际运输与货运代理；国

际海上货物运输；租船合

同；国际航空货物运输；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 

大陆桥及国际多式联运。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货运代理

的基本操作技能 

 

11 国际贸易 

使学生了解贸易经济，熟

悉政府政策。学习贸易经

济的基本知识与原理，包

括国际贸易基本概念和基

础知识、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政策及措施、国

际贸易环境、体制与发展

等。 

主要是帮助国际贸易实

务类专业的学生了解国

际贸易发展动态，掌握贸

易基本常识和理论，熟悉

国内贸易政策和法律法

规，使学生具有外贸专业

业务能力的基础上，具备

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良好

的理论素养。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国际贸

易基本常识 

12 国际贸易实务 

掌握进行国际货物买卖的

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 

国际市场调研、出口报价

核算、合同条款内容、交

易磋商程序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以培养学生具备进

出口合同签订与履行应用

能力 

13 
电子商务基础

与实训 

根据本课程面对的工作任

务和职业能力要求，通过

相关的实践和课内训练,

使学生认识电子商务业务

的流程,达到能够开设网

上商店、能够对网上商店

进行运营管理的目的。 

本课程主要研究和介绍

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模

式、基本原理、关键技术

及其应用。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是学生熟悉计算

机基本操作、计算机网络

技术、电商原理与框架 

14 跨境电子商务 

通过本门课的学习，使学

生能够将国际贸易相关知

识与跨境电子商务相关知

识相融合，拓宽专业就业

领域和学科渠道。 

目前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的现状、趋势，熟知当下

中国跨境电商平台速卖

通、敦煌网等的操作，及

跨境电商的支付方式、物

流渠道以及跨境电子商

务客户服务的相关知识

内容。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跨境电商

实操技能 

15 
国际商务单证

实训 

依据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面

向的职业岗位（群），明确

主要岗位（群）所需要的

能力、知识和素养，从而

确立学习领域，确立通过

哪些项目和任务来完成这

些学习领域。 

使学生熟悉外贸单证工

作中收证、审证、制单、

审单、交单、归档业务流

程，能独立完成审证、制

单、审单、交单归档一系

列的外贸单证工作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国际商

务单证处理能力 

 

16 国际货运代理 掌握国际货运代理海运、
国际集装箱运输；国际班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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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空运、铁路运输、大陆桥

及国际多式联运业务的实

际操作技能。 

轮运输；国际航空货物运

输；国际铁路货物运输；

大陆桥及国际多式联运。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国际货运

代理实际操作技能 

17 
国际贸易综合

模拟实训 

涉及外贸英语函电、国际

贸易实务、国际商务单证

实务等多门课程的专业知

识，为培养学生从事外销

员岗位的工作能力提供综

合性、模拟性的训练。 

使学生掌握外销员工作

的基本业务技能，能够完

成从寻找国外目标客户、

建立业务关系、出口报

价、交易磋商、合同签订、

信用证的审核与修改、出

口托运订舱、投保、报验、

通关、出口制单结汇，到

业务善后处理的出口贸

易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

操作。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例讨

论、实训项目等教学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国际贸易

综合实操技能里 

18 
跨境电商综合

实训 

使学生熟悉并学会利用电

子商务平台开发外贸客户

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

能够掌握客户开发过程中

的一些具体处理的技巧及

客户跟进、客户管理的措

施，使学生掌握跨境电商

的基础理论知识，初步具

备进行跨境电商实务操作

的各项专业基本技能。 

着重掌握运营第三方电

子商务平台，来开发各类

国际客户，提高业务实战

的能力。通过本课程学

习，学生应达到根据设定

的目标或载体进行跨境

电子实务操作的基本要

求。 

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

的教学模式，灵活运用案

例分析、分组讨论等教学

方法，采取过程评价与结

果评价相结合、课堂参与

与课程项目模拟作业相结

合，培养学生跨境电商实

操技能 

19 广交会实习 

从经验中获得知识，包括

锻炼口语交际能力、对外

沟通能力、灵机应变能力、

观察事物能力等为主。 

立足于广州交易会所在

的区位优势，立足于海珠

校区所在的地理优势，通

过与广交会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实现校企合作，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观察

和参与广交会的舞台。 

通过广交会实习培养学生

国际贸易实操能力 

20 
国际贸易岗位

综合实训 

旨在以岗位设置为基础，

以流程训练为主线，全方

位训练学生的外贸业务能

力。 

训练项目涉及市场调研、

函电往来、谈判磋商、合

同履行等。 

在校外实训基地岗位实习

培养学生国际贸易实操技

能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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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国际商务单证理论与实务 

学  期 3 总学时 45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阅读、审证和

改证业务操作 

1.合同条款 

2.信用证内容 

3.UCP600 改证相关条款 

4.审证步骤 

1.读懂外贸合同条款 

2.读懂 L/C 条款 

3.审出 L/C 中的问题条款 

4.提出信用证修改意见 

5.处理信用证修改 

制作商业发票

和装箱单 

1.发票的分类和作用 

2.UCP600 中关于商业发票的条款

3.装箱单的类别和作用 

4.UCP600 中关于装箱单制作的条

款 

1.读懂 L/C 条款（或合同条款）品名条款、价格条款 

2.根据 L/C 条款（或合同条款）准确填写商业发票中

起运地、目的地的内容 

3.熟悉数字的英文科学表示法 

4.找出信用证中制作装箱单的相关条款 

5.根据 L/C 条款（或合同条款）准确填写品名、数量、

件数、箱数、体积、尺码、包装方式内容 

第三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职业英语 II、

现 代 管 理 方

法、经济学基

础 

商务沟通、外

贸英语口语 

广交会实习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 

 

 

 

 

毕 业

（ 顶

岗 ）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进出口商品归

类实训、报检

与报关实务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商务函

电、网络营销 

创业教育 

电子商务基础

与实训、国际金

融实务、 

国际商务单证理

论与实务、国际

商务单证实训 

商务英语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第一学期 

 

职业英语 1 

计算机应用基

础 

市场营销、国际

贸易 

两课 

大学生职业生

涯与指导、计算

机基础 

国学精粹等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国际货运代理理

论与实务、国际

货运代理实训 

国际贸易综合

模拟实训 
进出口商品检

验实务、外贸

跟单实务、跨

境电子商务 

 

、 

能力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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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订舱委托

书和办理订舱 

1.托运操作流程 

2.主要海运航线 

3.主要港口名称 

4.主要船公司 

1.分析 L/C（或合同条款） 

2.准确填制货物数量、重量、体积 

3.准确填制价格、运费支付方式 

4.根据 L/C 条款（或合同条款）确定装运人、收货人、

通知人等 

5.确定最迟交货期并据此订舱 

制作和申领原

产地证 

1.了解原产地证申领手续 

2.一般原产地证和普惠制原产地

证各栏目的内容 

1.根据 L/C 条款（和/或合同条款）准确填制一般原

产地证 

2.根据 L/C 条款（和/或合同条款）准确填制普惠制

原产地证 

制作投保单和

办理保险 

1.国际运输保险公约、险种 

2.UCP600 关于保险单的条款 

1.确定投保条款及投保范围 

2.熟悉保险加成的运用，保险金额的计算 

3.分析 L/C 条款（或合同条款）装运条款，界定投保

时间、投保起始目的地、赔付地点 

制作附属单据 

1.装运通知、受益人证明等附属单

据的内容 

2.证明类单据的特殊操作 

1.根据 L/C 条款（或合同条款）要求缮制装运通知 

2.根据 L/C 条款（或合同条款）要求缮制船公司证明 

3.根据 L/C 条款（或合同条款）要求缮制受益人证明

等 

制作汇票 
1.汇票的种类 

2.汇票的票据行为 

1.准确填制 L/C 项下汇票 

2.准确填制托收项下汇票 

单据审核操作 

1.审单原则 

2.审单方法 

3.常见的单据不符点 

1.审核商业发票 

2.审核装箱单 

3.审核运输单据 

4.审核保险单据 

5.审核产地证 

6.审核汇票 

7.审核其他单据 

8.开证申请书的填制与操作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专任教师原则上应具备双师素质，具有 2 年以上高职教学经历和 1 年以上外贸行业、企业工作经

历（或企业实践经历）。建议有讲授《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经验的教师作为本课程主讲。兼职教师应来自企业一线，

主要教授课程实训内容，企业兼职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或以上职称（或单证部门经理）、3 年以上单证

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国际贸易仿真实训室配备了国际商务单证实训基地软件，满足了外贸单证课程的教学需要。软件

内的训练项目全部来自于中国银行国际结算部的真实业务，系统内汇聚了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常用的贸易单证，可

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岗位环境。 

3.教学资源：《国际商务单证理论与实务》，国际商务单证培训认证办公室编，中国商务出版社，每年的最新版

本。电子教材、课件、实训项目、综合题库、试题库等教学资源的使用配备全套多媒体教学课件；配备来自企业

真实业务的综合进出口模拟单证实训项目；配备综合题库，有超过 300 题单选、多选、判断、案例、操作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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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2006-2015 年国际商务单证员职业资格考试试卷；配备了部分教学视频录像。 

4.教学方法：以行动导向-工学结合、教学做一体化为指导思想，通过项目模块化教学，以外贸跟单员业务流

程为中心，通过角色扮演，引导学生互相配合，互相监督，共同完成项目模块的学习。此外，除多媒体课件展示，

案例展示、情景分析、线上调研等传统的教学手段外，还采用线下调研，走访，来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5.学习评价：课程成绩=素质评价（占 15%）+项目评价（占 25%）+期末考核（占 60%） 

 

核心课程 2 外贸跟单实务 

学  期 5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外贸跟单员的工作与

职业素质 

外贸跟单员的工作内容；.外贸跟单员

的职业素质；国际主要产品质量认证标

准体系 

1.查找 10 家外贸信息网站； 

2.选定自己感兴趣的行业，做一份展销会策

划 

出口贸易合同商订 

交易磋商的基本程序，外贸合同的结构

及内容条款 

1.建立贸易关系的客户开发信； 

2.发盘及还盘信函； 

3.外贸合同拟定 

签订生产加工合同 

信用证业务的一般流程；信用证主要内

容；生产企业的分类；生产企业选择方

法；生产加工合同内容 

1.审核及修改信用证； 

2.制定生产企业评定遴选标准； 

3.拟定加工合同书 

样品与原材料跟单 

样品的种类；样品寄送及邮寄；样品跟

单的注意事项；原材料采购的一般流

程；原材料采购跟单的要求；原材料采

购跟催的管理方法 

1.服装样品的分类； 

2.服装样品跟单（制定制版通知单及封样

单）； 

3.根据加工合同书拟定布料采购合同 

生产进度及品质跟单 

生产进度跟单业务流程；生产进度跟单

的主要内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监控；

产品质量的检验方法 

1.制定服装生产通知单； 

2.填制产前样衣确认表； 

3.制作生产日程报表，周生产日程表； 

4.利用 GB2828 标准对服装成品进行检验，制

作半成品检验表 

产品包装跟单 

销售包装用材与包装方式；销售包装的

设计要求；出口运输包装分类与用材；

运输包装标志；出口运输包装要求 

1.选择合适的纸盒包装材料，并写出代号；

2.根据包装参数标准选择合适的瓦楞纸箱；

4.制作主唛和侧唛； 

4.制作服装成品入库单和成品交货单 

外包业务跟单 

外包业务的形式与选择；外包采购公司

提供的服务与工作业务程序；订购合同

的主要内容 

1.拟定负责原材料委托订购合同； 

2.填写服装面料确认卡； 

3.根据 AQL 等级检查表进行品质抽样检查，

填写原材料检验报告单； 

4.拟定订购合同 

货物出境与结算核销

跟单 

货物运输、报检、报关、投保跟单业务

流程；交单结汇、核销、退税跟单业务

1.缮制商业发票；2.缮制装箱单；3.填写货

运订舱委托书；4.填写报检委托书；5.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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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发票、装箱单、投保单、货运订

舱委托书的缮制方法；报检代理委托协

议书、报关代理委托协议书的缮制方

法；商业汇票、核销单的缮制方法 

代理报关委托书及委托报关协议；6.填写出

境货物报检单；7.填写出口货物报关单；8.

填写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9.解读海

洋货物运输保险单；10.解读中国对外贸易运

输总公司海运提单；11.发送装船通知；12.

缮制汇票；13.填写出口收汇核销退税单；14.

填写出口货物退税汇总表 

跟进客户管理与服务 

客户的分类管理；客户的信息收集；客

户的信息管理；客户的联络与跟踪；客

户投诉的接受与处理 

1.填写客户信息收集表；2.填写潜在客户资

料信息收集表；3.填写客户统计表及一级客

户登记表；4.填写客户信息收集表；5.填写

客户联络表；6.填写客户订单跟踪表；7.填

写客户出货跟踪表；8.客户产品跟踪表；9.

制作客户满意度调查表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应领域较高的操作技能；企业兼职导师需熟悉国际进出口贸易相关业务，

有相关工作经验。 

2.教学设施：具备良好的课堂网络教学环境。学校校园网络建设基础好，设施完备，拥有丰富的网络资源。

校内建有国际贸易实训平台等。 

3.教学资源：使用教材：《外贸跟单实务》，童宏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 2 版（2018 年 1 月，第 2 版）；

丰富的网上教学资源。理论和实践教学资料更完整，网络课件、作业习题、参考资料书目、课件下载、答疑系统、

在线测试等将会上网，并设有多种下载方式和内容 

4.教学方法：以行动导向-工学结合、教学做一体化为指导思想，通过项目模块化教学，以外贸跟单员业务流

程为中心，通过角色扮演，引导学生互相配合，互相监督，共同完成项目模块的学习。此外，除多媒体课件展示，

案例展示、情景分析、线上调研等传统的教学手段外，还采用线下调研，走访，来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5.学习评价：课程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由期末成绩，实训成绩和平时成绩构成三部分构成，均由教师评价

完成。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 60%，平时成绩，即教学过程评价占总成绩的 10%，实训成绩即集中实训评价占总成绩

的 30%。   

 

 

核心课程 3 国际货运代理理论与实务 

学  期 4 总学时 45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国际运输与货

运代理 

国际货运代理基础 活动一：学生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进行调

研，了解国际货代企业设立的要求，了解

国际货运代理的业务范围及服务项目，了

解国际货代企业的法律地位及责任。 国际货运的法律地位和责任 

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 

海上货物运输船舶及规范 活动一：让学生上网查找资料：了解世界

主要海运航线、港口及船公司。 

 

 

 

海上地理和航线 

海运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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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国际组织 
 

 

船舶营运方式 

班轮提单 

提单 

活动一：根据相关信用证资料缮制提单； 

活动二：根据国际海上货运公约与中国

《海商法》的规定来分析判断国际货运代

理的责任； 

 

提单记载内容 

提单的使用 

国际海上货运公约与中国《海商法》 

海运单 

集装箱班轮运

输 

集装箱运输 

 

活动一：让学生上网查找集装箱的种类以

及了解集装箱的标志； 

活动二：让学生掌握集装箱海运费的计算 

集装箱标准和标志 

集装箱货物装载方式 

集装箱货物的交接 

班轮货运业务 

班轮运输 

活动一：让学生计算班轮运费； 

活动二：让学生掌握班轮运输的相关单

证； 

班轮货运业务 

集装箱班轮货运流程与单证 

海上货运事故的处理 

租船合同 

租船货运合同的主要条 

活动一：让学生计算滞期和速遣费 航次租船合同的主要条款 

期租合同的主要条款 

国际航空货物

运输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基础知识 

活动一：缮制国际航空运单； 

活动二：计算国际航空运费； 

 

经营方式 

航空货运单 

国际空运业务流程 

国际航空运费 

国际铁路货物

运输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概述 

活动一：计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费用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费用的计算和核收 

对香港、澳门地区铁路货物的运输 

大陆桥及国际

多式联运 
大陆桥运输 活动一：让学生上网查找世界现有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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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应领域较高的操作技能；企业兼职导师需熟悉国际进出口贸易相关业务，

有相关工作经验。 

2.教学设施：具备良好的课堂网络教学环境。学校校园网络建设基础好，设施完备，拥有丰富的网络资源。

校内建有国际贸易实训平台等。 

3.教学资源：《国际货运代理实务》，李凌、陈永芳编著，2015 年 8 月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丰

富的网上教学资源。理论和实践教学资料更完整，网络课件、作业习题、参考资料书目、课件下载、答疑系统、

在线测试等将会上网，并设有多种下载方式和内容 

4.教学方法：任务导入-课堂教学-实训-总结-课外实训-课外答疑 

5.学习评价：平时成绩 30%（由作业情况、出勤情况、回答问题情况、质疑情况、项目实训情况等构成），期

末考试 70%。严格按照前述所列项目进行教学，逐渐加以修正和完善，以便取得良好的实际教学效果。集中实训

评价 

 

 

核心课程 4 国际贸易综合模拟实训 

学  期 5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7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建立业务关系 
1.了解建立业务关系函的基本结构 

2.商务英语书信的基本格式 

1.利用各种途径认识客户 

2.给出真实公司和产品信息介绍公司和

产品 

3.根据实际案例撰写业务函 

发盘与出口报价核算 

1.了解国际贸易术语价格构 

2.掌握成本核算、费用核算、利润核算 

3.掌握综合报价核算 

 

1.单项核算 

2.综合报价核算 

3.草拟发盘函  

还盘与出口还价核算 

1.了解支付方式 

2.掌握还价利润核算、成本核算 

3.掌握还盘函的内容 

1.出口还价核算 

2.根据真实案例还盘函草拟 

 

接受与出口合同签订 

1.了解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2.了解合同的主要条款 

3.掌握合同核算 

4.掌握《售货确认书》和签约函的撰写 

1.填写《合同核算表》，核算预期总利润

及利润率 

2.制作《售货确认书》 

3.向客户寄送《售货确认书》，并附函请

求会签 

信用证审核与修改 

1.了解信用证的定义及内容 

2.了解信用证的支付流程 

3.信用证的审核 

4.掌握改证函的撰写方法 

1.分析审核国外来证，填写《信用证分析

单》 

2.拟写改证函，并联系客户对信用证做出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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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托运订舱 

1.掌握出口货物托运和订舱的流程 

2.托运文件的填制 

3.订舱的反馈文件 

根据合同和信用证制作订舱文件：出口货

物订舱委托书、商业发票、装箱单 

出口货物报检 

1.掌握出口货物报检的流程 

2.出境货物报检单的填制方法 

3.报检的反馈文件 

根据合同和信用证制作报检文件：出境货

物报检单 

出口货运投保 

 

1.掌握保险条款及险别 

2.掌握出口货运投保的流程 

3.货运投保单的填制 

根据合同和信用证制作投保文件：投保单 

出口货物原产地认证 
1.掌握一般原产地证明的内容 

2.掌握普惠制产地证的内容 

根据合同和信用证制作认证文件：普惠制

原产地证明书申请书、普惠制原产地证

明、商业发票 

出口货物报关 

1.掌握出口货物报关的流程 

2.出境货物报关单的填制方法 

3.报关的反馈文件 

根据合同和信用证制作报关文件：填制出

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 

出口货物装运 

1.掌握出口货物装运的流程 

2.装运通知的填制方法 

3.装运的反馈文件 

拟写装运通知 

出口交单结汇 

1.掌握出口结汇的方式 

2.掌握常见的出口结汇单据 

3.掌握信用证项下结汇单据的填制与审

核 

根据信用证及信用证修改书，审核结汇单

据、出具审单意见，并完成尚未缮制单据

的填制 

出口业务善后 

1.掌握出口收汇核销的流程 

2.掌握出口退税申报的流程 

3.掌握业务善后函的基本结构 

拟写业务善后函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应领域较高的操作技能；企业兼职导师需熟悉国际进出口贸易相关业务，

有相关工作经验。 

2.教学设施：具备良好的课堂网络教学环境。学校校园网络建设基础好，设施完备，拥有丰富的网络资源。

校内建有国际贸易实训平台等。 

3.教学资源：丰富的网上教学资源。理论和实践教学资料更完整，网络课件、作业习题、参考资料书目、课

件下载、答疑系统、在线测试等将会上网，并设有多种下载方式和内容 

4.教学方法：模块化、项目化教学，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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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价成绩：平时成绩（50%）+实训成绩（50%） 

 

核心课程 5 跨境电子商务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跨境电子商务概述 

1.跨境电子商务的定义与分类；2.跨境电子

商务的主要模式及产业链；3.主流跨境电商

平台简介 

根据不同的产品选择相适宜的

跨境电商平台 

Aliexpress 规则体系 

1.Aliexpress 交易规则；2.Aliexpress 违规

及处罚规则；3.Aliexpress 卖家保护政策；

4.Aliexpress 行业标准；5.Aliexpress 禁限

售产品类目；6.Aliexpress 的收放款规则 

根据不同的规则合法合规的运

营 Aliexpress 账号 

跨境电子商务的支付与

收款 

1.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支付方式；2.跨境电

子商务平台的收款方式；3.跨境电子商务平

台的回款方式 

Aliexpress 平台收放款及回款

账户设定，收款及回款的成本核

算 

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物流 

1.跨境电子商务产品的通关方式；2.跨境电

子商务国际物流特点；3.邮政跨境物流产品；

4.国际商业快递；5.专线物流；6.海外仓；

7.线上与线下发货 

物流产品的选择与物流模板设

置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注册

与申请 

1.Aliexpress 平台申请的步骤及方法；

2.Aliexpress 平台的注册考核 

申请注册 Aliexpress 平台并开

通账户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产

品调研与选择 

1.选品的要点；2.线下产品调研；3.基于大

数据的产品调研 

结合货源市场，利用 Aliexpress

中的数据纵横进行产品分析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运

营 

1.Aliexpress 的后台架构及功能；2.产品标

题及关键词；3.产品文案；4.产品图片；5.

产品定价；6.产品上传与下架 

能够制作产品标题、关键词及详

情页，并进行产品定价及上传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营

销推广 

1.跨境电商平台的站内营销；2.站外 SNS 营

销；3.电子邮件营销 

使用站内和站外两种方式进行

产品推广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客

户服务 

1.客户询盘、发盘及还盘的回复技巧；2.客

户订单的处理；3.客户纠纷处理流程与技巧；

4.客户维护方法与技巧 

处理不同情形下的客户咨询及

客户纠纷，维护店铺信誉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应领域较高的操作技能；企业兼职导师需熟悉国际进出口贸易相关业务，

有相关工作经验。 

2.教学设施：需在安装由计算机的实训室进行，实训室能够满足教师端音频视频播放及学生端的音视频播放，

多媒体教师控制端；计算机能够连接互联网，并能够顺利登陆主流跨境电商平台；软件配套要求为：office 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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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跨境电商实训软件，eviews、stata 等数据分析软件； 

3. 教学资源：在国际贸易综合实训室，以敦煌网和速卖通网站为实训平台进行；在校企合作方面跟旗王皮具、

新航线、广州来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有合作协议，在课程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入持续的合作 

4.教学方法：项目教学法、引导课文法和角色扮演法，现场实操指导； 

5.评价成绩：平时出勤及课堂表现*10% + 实训成绩*40% + 小组期末答辩成绩*50% 

 

 

核心课程 6 国际商务单证实训 

学  期 第四学期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国际商务单证基

础知识实训  

  

1.国际贸易基本流程梳理 

2.外贸函电类客户开发 

3.国际贸易交易磋商 

绘制国际贸易基本流程图，交易磋商案例情景分析，角色扮

演 

国际贸易结算方

式实训 

1.信用证开证申请 

2.信用证审核 

3.汇票 

4.实训内容讲解 

案例实训 

教师讲解 

发票与包装单据

实训 

1.制作各类发票  

2.制作装箱单 

3.实训内容讲解 

案例实训 

教师讲解 

运输单据实训 

1.海运提单 

2.航空运单 

3.实训内容讲解 

案例实训 

教师讲解 

保险单据实训 

1.投保单 

2.保险单 

3.实训内容讲解 

案例实训 

教师讲解 

官方证书实训 

1.原产地证书 

2.出口许可证 

3.报检单 

4.报关单 

案例实训 

教师讲解 

出口、收汇核销

及退税实训 

1.装船通知 

2.受益人证明 

3.出口收汇核销及退税 

4.实训内容讲解 

案例实训 

教师讲解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应领域较高的操作技能；企业兼职导师需熟悉国际进出口贸易相关业务，

有相关工作经验。 

2.教学设施：需在安装由计算机的实训室进行，实训室能够满足教师端音频视频播放及学生端的音视频播放，

多媒体教师控制端。实训室需配备国际商务单证实训软件 

3.教学资源：使用教材：《国际商务单证理论与实务》，国际商务编委会，第 2 版（2018 年 1月，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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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材：国际商务单证实训软件 

数字化教学资源：福步外贸论坛  

实验（训）室利用：国际贸易专业实训室 

校外基地利用：广州九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教学方法：以行动导向-工学结合、教学做一体化为指导思想，将实训项目模块化，通过情景导入、角色扮

演来增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通过案例实训或实训软件，讲练结合。以“案例导入，任务驱动”的方法，讲练

结合，以学生动手实训为主，教师讲解为辅，先做后讲，使学生能够及时纠错改错，在实训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5.学习评价：课程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由期末成绩，实训成绩和平时成绩构成三部分构成，均由教师评价完

成。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 60%，平时成绩，即教学过程评价占总成绩的 10%，实训成绩即集中实训评价占总成绩的

30%。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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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0920233 《商务文书写作》 2 36 26 10 * √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7.5 495 317 178 12.5 11.5 0.5 10 180

扩展能

力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1120374 现代管理方法(Modern Management Method) 2 36 36 0
2

1

2 1020099 经济学基础（Foundation Economics） 3 54 54 0
*

3 2

3 1020156 商务沟通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 36 18 18
*

2 3

4 1120045
市场营销（Marketing）

3 54 36 18
*

3 4

10 180 144 36 6 2 2

1 0920018 商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 3 54 27 27
*

3 1 0720311

国际商务单证实训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ocument Training）

2 36 2 4 **▲

2 0920007
国际商务函电（International Trade

Correspondence）
3 54 27 27

*

3 2 0720312

国际货运代理实训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 Training)

2 36 2 4

3 0720325外贸英语口语（International Trade Oral  English ） 3 54 9 45 3 3

4 1020137
国际商务单证理论与实务（International

Business Document Theory and Practic）
2.5 45 36 9 **▲ 2.5 4

5 1020166
外贸跟单实务（Foreign Trade Doc/Attach

Practice）
3 54 36 18 **▲ 3 5

6 0720307

国际货运代理理论与实务（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ing ）

2.5 45 36 9 **▲ 2.5 6

17 306 171 135 14 3 4 72

1 1020193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3 54 36 18 3 1 0720310

国际贸易综合模拟实训

（International Trade

Simulation Practice）

4 72 4 5 **▲

2 0720265
国际贸易实务（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4 72 45 27 4 2 0720311

跨境电商综合实训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Cross-border E-

Commerce)

4 72 4 5

7 126 81 45 3 4 8 144

1 0720259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E-Commerce Foundation

& Practice ）
3.5 63 27 36 * 3.5 1 1020050

国际贸易岗位综合实训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st)

8 144 8 5

2 0720341  跨境电子商务(Cross-border E-commerce) 4 72 36 36 **▲ 4 2 0720296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习

报告（Graduation

Practice）

18 324 18 6

3 0720423 商务数据分析(Business data analysis ) 3 54 27 27 3 3

10.5 189 90 99 3.5 7 26 468

1 1020049
商品学与进出口商品编码（Commodity and

Imports & Exports Commodity Coding）
3 54 36 18 3 1 0720306

广交会实习（秋季）(Canton

practice (spring))
2 36 2 3

2 0720295 报关实务（Customs Declaration） 3 54 27 27 3 2 0720305
广交会实习（春季）(Canton

practice (spring))
2 36 2 4

3 1020141

    进出口商品检验实务（Imports and

Exports Commodity Inspection

Practice）

3 54 27 27 3 3

4 0720341 创业教育(Education 0f open a shop) 1 18 0 18 1 4

5 1020142
国际市场营销实务（International

Marketing Practice）
3 54 27 27 3 5

6 0720342 国际商法(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3 54 36 18 3

7 0720112 网络营销（E－Marketing） 2 36 18 18 2

8 0720113
国际商务礼仪(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iquette)
2 36 18 18 2

9 0720167
国际金融实务（International Finance

Practice）
3 54 27 27 3

10 0720423
VBSE综合实训（VBSR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1 18 0 18 1

11 1020158
商务信息搜索与处理（Business Information

Search and Process）
2 36 18 18 2

12 0720424
办公软件项目化课程（Office Software

Project Course）
2 36 18 18 2 8

12 252 126 126 0 0 0 6 6 2 72

94 1692 1001 691 21.5 21.5 23.5 21.5 6 50 900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基本素

质与能

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5

综合技

能模块

B（专

业必修

课）

4

专业群

平台课

程(必

修)

2

合计合计

1

6

小计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考核

方式

综合实践教学

理论 学分

小计

序

号
学分 学时内容

课程

类型

核心

课程

小计

实践

课堂教学

综合技

能模块

A（专

业必修

课）

学期周学时数

2

单项技

能模块

(专业

必修

课)

教学模块

小计

序

号

专业

（技

能）

课程

2

小计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小计

考试

方式
学期

序

号

学

时
周数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小计

小计

3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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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56.6 1001 38.62% 

实践教学 89.39 1591 61.38%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7.5 675 26.04% 

专业（技能）课 78.5 1413 54.51%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94% 

专业（技能）课 12 216 8.33% 

总学时/学分 144 2592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较强

的专业知识功底和企业实践经验，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低于 80%；教师有理想信念、有扎实

学训、敬业爱岗；每五年不低于 6个月的企业生产实践。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

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国际贸易领域相关知识扎实，三年及以上相关国际贸易或跨境电商领域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具备良好的国际贸易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对教育工作有责任心；能够

胜任专业课程授课、实习实训指导、职业技能竞赛指导和创业项目指导等工作。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

（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内

实训

基地 

国 

际 

贸 

易 

综 

归类总规则；二十一大类进出口商品具体海关编码查询；报

关员考试进出口商品编码查询综合实训 

商品学与进出

口商品编码 

可访问

外网、可

访问网

络中心

教学资

国际贸易业务模拟流程；阅读信用证条款 

审核、修改信用证；商业发票、海关发票、装箱单的缮制；

托运单（海运提单）、投保单（保险单）的缮制；原产地证

国际商务单证

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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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实 

训 

室 

书（C/O，FORMA）、汇票的缮制；其他单证的缮制（装船通

知、受益人证明、报检单、船级证明）；进口全套单据的审

核；综合项目实训 

源、配商

务建站

软件、

SPSS 数

据分析

软件、商

务数据

分析实

训软件 

一般进出口货物、保税进出口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报关业

务程序；暂准进出境货物、其他进出境货物、货物的转关运

输、与报关相关的海关业务事务；进出口完税价格的确定、

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计算；出口报关单的填制；报关单改错；

综合项目 

报关实务 

海运货代业务实训；航空货代业务实训；公路(铁路)货代业

务实训；国际多式联运货代业务实训 

国际货代理论 

国际货运代理

实训 

跨境电子商务概述；Aliexpress 规则体系；跨境电子商务的

支付与收款；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物流；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注

册与申请；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产品调研与选择；跨境电子

商务平台的运营；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营销推广；跨境电子

商务平台的客户服务 

跨境电子商务 

搜索目标客户开拓市场、建立业务关系；价格的成本核算、

价格还价核算、成交价格核算；交易磋商英文函电的草拟；

根据交易条件填写用英文进出口合同；阅读信用证、审核及

修改信用证；托运订舱流程、出口货物订舱委托书的内容及

填写；保险程序、投保单的内容及填写；报检程序、.出口商

品检验申请单内容及填写；根据信用证制作结汇单据汇票、

发票、装箱单、海运提单、产地证、装船声明 

国际贸易综合

模拟实训 

跨境电商实

训室 

跨境电子商务概述；Aliexpress 规则体系；跨境电子商务的

支付与收款；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物流；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注

册与申请；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产品调研与选择；跨境电子

商务平台的运营；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营销推广；跨境电子

商务平台的客户服务 

跨境电子商务 
可访问

外网，可

访问网

络中心

教学资

源；路演

设备；会

议桌椅 

EBay 平台外贸业务实训；亚马逊平台外贸业务实训；阿里巴

巴平台外贸业务实训；Wish 平台外贸业务实训 

跨境电商综合

实训 

实训动员；开店装修；网上市场分析；进货及其渠道分析；

商品描述与上架；网店运营；网店客户关系管理；网店品牌

管理 

电子商务基础

与实训 

国际贸易单证、国际贸易跟单、国际货运代理、跨境电商运

营等 

国际贸易岗位

综合实训 

校外

实习

基地 

广交会国际

旅行社有限

公司 

随车翻译 

广交会实习（春

季）、（秋季） 

 

 

 

我校教

学企业 
咖啡销售 

电瓶车驾驶 

阿里巴巴网

络技术有限

国际贸易岗位综合实训、毕业生实习、创业教育、跨境电商

实训 

国际贸易岗位

综合实训、毕业

我校教

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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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顶岗）实习 

创业教育 

跨境电商实训 

广州嘉凡朵

贸易有限公

司 

国际贸易岗位综合实训、毕业生实习 

国际贸易岗位

综合实训、毕业

（顶岗）实习 

我校教

学企业 

广州泰航国

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岗位综合实训、毕业生实习 

国际贸易岗位

综合实训、毕业

（顶岗）实习 

我校教

学企业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尽量选用三年内出版或修订，知识及资源更新较快，工学

结合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有关市场营销理论、技术、方法、思维以及实务操作类图书，经

济、管理、营销、信息技术类文献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备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要求。 

 

（四）教学方法 

全面推行项目任务驱动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广泛运用

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

等新型教学模式，推动课堂教学革命打造优质课堂。 

推进课程思政，结合国际贸易领域职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梳理每一门

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营销职业素养； 

 

（五）学习评价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课程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包括职业素养、职业通用能力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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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技能评价；评价标准可量化、可操作，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能有

效进行学生知识能力素质评价，为持续提升教学质量提供依据。 

 

（六）质量管理 

根据《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及质量保障体系》，完善课堂教学、教

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

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

全巡课、听课、评教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 

学院年度开展麦可思毕业生就业质量调研，专业开展年度实习单位满意度调研，建立毕

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和社会评价机制，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进行持续定期评价。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基于专业群构建的目标、原则、效益，按产业要素逻辑关系构建专业群，即以商贸物流

各产业要素部门在产业链条上的地位和功能为依据，以关键部门对应的专业来整合其他部门

对应的专业，以市场营销专业为核心专业，整合国际贸易实务、物流管理等专业，构建商贸

物流专业群。 

 

（二）专业群：商贸物流专业群 

共享《现代管理方法》、《市场营销》、《商务沟通》、《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跨境电子

商务》等平台课程；共享平台课程教学的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享校内的电子商务综

合实训室、电话营销中心、多功能营销实训室（沟通类和电商类实训室）和校外的商贸系跨

专业实习招聘会，共享专业间实习基地。 

 

（三）专业特色 

构筑了以有利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为核心的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即培养学生的“职

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以“有利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按照外贸业务员、国际商务单证员、

外贸跟单员、国际货运代理、跨境电商运营等本专业毕业生具体从事的岗位，并结合这些岗

位所必须具备的职业核心能力要求，通过岗位、知识与能力的分解，将课程体系分解成“外



 27 

贸业务操作”、“国际商务单证操作”、“国际货运代理与保险”、“跨境电商运营”等课程和能

力训练模块，通过“以岗定能”、“以能定课”，“课能对接”，构筑“岗”、“能”、“课”三位

一体的课程体系，有效提高本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通过多年的培养与专业文化熏陶，本

专业的同学具有了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商务意识。 

 

十.【创新创业教育】 

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激情，了解创业政策与法律、

行业与产品知识、创业财务、企业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在学生入学教育中加入创业教育宣

讲的内容，在专业课程尤其是互联网+有关的课程如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中导入创业教育理

念，引入网上开店等实训项目，聘请校外兼职教师讲授创业教育的理念、案例、经验分享等，

在职业生涯规划及毕业实习等课程中，允许学生通过自主创业的方式灵活就业。 

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任务驱动、案例教学、小组学习、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聘请校

外兼职教师担任课程主讲教师；组织教师参加学院相关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在专业课程

（如跨境电子商务）教学中引入创业项目；组织学生参加各级专业竞赛比赛，比如彩虹人生

挑战杯广东省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大赛和学院挑战杯创业大赛等。 

 

十一.【第二课堂】 

（一）各种学生活动 

包括以国学活动（讲座、读书、文化活动等）为代表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和其他

形式活动；校内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其他公益与社会志愿者活动；扶贫下乡等各种社

会活动、晚会等各种美育教育活动。 

（二）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国际贸易专业竞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包括报关技能；

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电子商务技能；市场营销技能等分赛项；全国“挑战杯”创业大

赛；其他相关竞赛比赛 

（三）创业训练 

跨境电商创业训练；网店运营创业训练；海淘创业训练；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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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外经贸单证专业证书 

2.助理跨境电子商务师资格证（工信部） 

3.报关员水平测试合格证 

4.剑桥商务英语证书（初级） 

5.电子商务运营师（教育部教育信息管理中心）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22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4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 

达   144  学分（学时达 2592  ）方可毕业。 

                                             

                                              编制人：徐兆畅 

审定人：肖利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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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市场营销 

专业代码：630701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广州商贸服务业，培养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一定的科学

所属专业大

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代

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

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财经 

商贸大类 

（63） 

市场 

营销类 

（6307） 

批发零售业 

（51、52） 

商务服务业

（72） 

 

营业员

（4-01-01-01） 

推销员 

（4-01-02-01） 

市场营销专业人员

（2-06-07-02） 

 

销售代表 

销售主管 

客服/客服主管 

网络推广专员 

电商运营专员/主管 

市场调研专员 

策划助理 

研究助理 

多媒体制作

设计员、 

电子商务运

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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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和人文素养，具备积极进取、善于沟通合作及自我压力管理等职业素养，具有持续学习、

敢于创新并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具备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掌握市场营销

专业基本知识，能够在工商企业从事线上线下销售推广、客户服务和营销活动策划组织等岗

位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诚实守信，有责任心；积极进取、善于沟通合作及自我压力管理和情绪管理、具备职业

生涯规划意识；具有持续学习、敢于创新并承担风险、百折不挠的企业家精神；有社会责任

感，具备绿色环保、国家安全、遵纪守法等公民意识。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政治理论和形势、国家安全、绿色环保、社会责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知识；英语、

信息技术应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2）专业知识 

了解相关的经管类职业基础知识，包括经济、管理、国际贸易、营销法规、会计、统计

等学科的相关知识；掌握营销专业知识，包括市场营销组合、消费者行为分析方法、推销技

巧、商务谈判方法、市场调查方法、商务数据分析、网络营销工具运用以及营销活动策划方

法；熟悉现代营销新知识、新技术。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良好商务礼仪、沟通能力、计算机商务运用能力、职业英语应用能力、初级管理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营销职业认知与规划能力；行业、竞争对手、消费者等市场信息收集能力；客户需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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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挖掘能力；新客户开发能力；推销及谈判能力；客户导向的解决问题能力、客户关系管

理能力；了解各类网络营销工具和方法，能够运用新媒体进行营销推广；具有数据意识，具

备初级商务数据分析能力；线上线下推广活动策划及组织实施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创业能

力；具备一定的初级营销管理岗位能力，包括业务分析能力、团队管理能力。 

（3）职业拓展能力 

电商平台及新媒体运营能力，包括视觉传达设计与表现、数字图片处理能力、网络信息

编辑、网店运营管理等；跨境电商运营能力，包括国际贸易知识、跨境电商运营等；汽车行

业销售及服务，包括汽车销售服务技法、汽车保险与理赔等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销售员★/

业务员★/

销售及业务

主管 

在企业销售部门

从事销售、终端业

务推广等相关工

作及基层管理工

作 

营销职业认知及规划能力；行业及竞

争对手资料收集能力；客户开发能力；

客户需求分析挖掘能力；推销技巧；

谈判能力；客户管理及销售团队管理 

市场营销；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

训练； 

商务沟通； 

市场调查； 

销售管理 

2 

电商运营专

员/新媒体

（营销）运

营专员★ 

在企业从事电商

或新媒体运营推

广工作 

营销职业认知及规划能力；行业及竞

争对手资料收集能力；客户开发能力；

客户需求分析挖掘能力；线上产品说

明写作能力和图像修饰美化能力；商

务数据分析能力；运用新媒体营销推

广能力；线上线下推广活动策划实施

能力。 

市场营销；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

训练； 

商务沟通； 

市场调查； 

网络营销 

营销策划实务 

商业数字图像处理 

网络信息编辑实务 

网店运营管理 

商务数据分析 

新媒体营销实训 

3 

营销活动执

行督导、策

划助理 

在企业市场部或

营销中介公司从

事营销活动执行

管理、策划工作。 

营销职业认知及规划能力；行业及竞

争对手资料收集能力；客户需求分析

挖掘能力；客户导向解决问题的能力；

谈判能力；营销活动策划、组织能力；

利用新媒体进行产品和品牌推广的活

动策划和组织能力；团队管理能力 

市场营销；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

训练； 

市场调查； 

网络营销； 

营销策划实务 

4 

客服/网络

客服/客服

主管 

 

在企业客户服务

部门从事客户服

务及基层管理工

作。 

营销职业认知及规划能力；客户导向

解决问题的能力；客户关系维护能力 

谈判能力；客户管理及服务团队管理 

市场营销；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

训练 

商务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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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

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

律基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

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

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

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

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

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

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

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

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理想信念、人

生价值、爱国主义和核

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个人品德、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

德规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法律规范和法律意

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

教育部规定的对

全日制普通高校

大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

的公共必修课，是

对大学生系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渠道和主阵

地。 要求针对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

面临的思想、道德

和法律问题，开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道德观和法

治观教育，引导大

学生提高思想道

德素养和法律素

养，成长为自觉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

思想和

中国特

色社会

主义理

论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

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

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及对当

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

4、 毛泽东思想 

5、 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

不仅具有比较深

厚的理论功底，充

分了解世情、国情

和民意，熟悉大学

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

教材，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手机教

学平台与电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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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

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

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源库。 

3 
形势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

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

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

外交、国际战略等各主

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

上学习与线下学

习两种模式，学生

必须同时完成线

上学习任务和线

下作业，学期考核

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

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

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

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防等，熟练掌

握一定的体育裁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

织与管理，以及体育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

竞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

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

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指导社区的体

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

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

排球（气排球），乒乓

球，羽毛球，体育艺术

类项目（健美操、体育

舞蹈、瑜伽），太极，

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

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

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

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

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职业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团队

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与职

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间管

理、职业规划、创业、产品及公司介

绍、招聘与评估、销售与营销、商务

旅行、会展等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对

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读

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成英语应

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汉互译业务

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

语听说、自主学习，交

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

未来、创办公司、公司

介绍、职场沟通、产品

介绍、求职招聘、联系

业务、推销产品和服务、

电子商务、商业调查、

商务差旅、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

训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

练。 

1、网络数字语言

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

超星学习通等教

学 APP 

6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

基础知识 

1、教学场地要求：

电脑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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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

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

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常见办公软

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使

用办公软件处理工作。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

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

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

操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

能。 

2、教学环境要求：

网络化多媒体机

房、局域网等。 

3、师资要求：主

讲教师要求具有

丰富的信息技术

教学经验，能动态

掌握目前信息技

术的更新和变化，

责任心强，教学团

队至少 5 人。 

7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

和人文素养，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

思想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语》

等儒家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

物和经典著作，熟读《道德经》，了

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国化的历

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等概念的内

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想

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具

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觉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结合，对社会现象具有较准

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

智慧、道家的人生智慧

与佛家的人生智慧等内

容，具体设计为知理、

守礼、明德、知耻、立

志、好学、孝亲、诚信、

敬业、自然、无为、智

慧、慈悲等教学模块（每

模块 1-2 学时），根据

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

市国学讲坛（3 学时）、

雅艺体验（2 学时）、岭

南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

实践类活动（2 学时）、

综合实践项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

库（微知库《四书

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

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

备的茶室、琴室、

书画室等国学实

训室 

8 

大学生职

业生涯与

创新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

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

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新创业

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掌握团

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了解创业企业

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撰写的基本

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准备，掌握求

职技能，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的差异、

工作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

法，价值观和职业选择

的关系，认清自我的技

能，掌握职业环境探索

的内容、方法，职业生

涯规划书的撰写，组建

创新创业团队，创业环

境分析的因素与方式方

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

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

1、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实

践）项目等多个校

内外实践平台或

活动 

2、蓝墨云班课、

超星学习通等教

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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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科

学组建团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

业实践；能撰写规范的创新创业商业

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设立企业，并

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能，能快

速适应职场环境。 

法及注意事项，创新创

业实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

准备，提高就业技巧，

职业适应与转换 

9 

职业礼仪

与职业形

象 

掌握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语言

交往的基本礼仪；学会不同场合的穿

衣原则；了解中西餐餐桌礼仪；了解

国际见面礼、宗教礼仪。 

个人卫生礼仪；仪态礼

仪；仪表礼仪；宴请礼

仪；日常社交礼仪；涉

外礼仪；职业道德 

需要形体室：训练

学生走姿、站姿、

坐姿；化妆实验

室：训练学生职业

妆的化妆训练。同

时训练学生的色

彩认知与色彩搭

配；多媒体教室：

用于茶道、餐饮礼

仪的视频展示。 

10 
军事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

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

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

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

国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

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

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1 
军事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

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

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

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

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

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

领，了解战备规定、紧急集合、徒步

行军、野外生存的基本要求方法和注

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

练：共同条令教育，分

队的队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

武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

训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36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经济学基

础 

掌握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经

济学的基本规律，通过学习，能对普遍

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较专业的分析和判

断，为学生学习经济类或管理类其它专

业课程奠定基础。 

经济学概念； 供给与

需求的现实应用；消费

者行为理论；生产与成

本理论；市场类型和特

征；生产要素的价格；

宏观主要经济变量及

其衡量；短期宏观经济

波动的解释；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案

例讨论等教学手段使

学生能运用经济学理

论分析问题 

2 
现代管理

方法 

掌握必备的管理基础理论知识，能够具

有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能力、组织设计能

力、团队活动组织领导能力和进行管理

控制的能力 

认识管理系统；管理借

鉴；经营计划制定；组

织设计；领导、激励与

沟通；管理控制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案

例讨论等教学手段使

学生能运用现代管理

方法分析问题 

3 
商务沟通

I 

培养学生的基本职业沟通技能和礼仪，

并为学生更好地掌握营销岗位沟通能力

奠定基础，为进一步学习推销谈判盘技

能打好基础。 

认识有效沟通；有效沟

通的技巧；商务礼仪；

商务演讲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生能进行有效沟通 

4 

电子商务

基础与实

训 

掌握电子商务运营与管理的相关知识，

基本能够自主开设网店并进行网店的运

营管理。 

电子商务导论、模式 

网络营销简介； 

电子商务客户关系管

理、支付与安全、物流

与配送； 

移动电商简介 

跨境商务简介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生能进行电子商务活

动 

5 
国际贸易

实务 

掌握进行国际货物买卖的基本理论、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国际市场调研、出口报

价核算、合同条款内

容、交易磋商程序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

学生具备进出口合同

签订与履行应用能力

为 

6 经济法 

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熟悉公司法等市

场主体法律制度， 公司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等市场行为规制法律制度 

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包

括公司法等；市场行为

规制法律制度，包括合

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企业融资法律制

度。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培养学生的经济

法意识和运用经济法

分析问题能力 

7 市场营销 

培养学生营销专业基本知识，理解市场

营销理念、市场营销工作的基本内容；

掌握市场营销环境分析、消费行为分析

和竞争者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理解市场

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市场

组建模拟营销公司；确

定商业项目；拟定项目

营销战略；设计项目的

营销工作计划；编制营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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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组合策略的知识。 销企划书 生能开展市场营销活

动分析 

8 

营销职业

认知与素

养训练 

让学生了解营销职业的种类、特性、营

销职业能力素质需求，了解营销专业课

程体系，并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职业价值

观、职业兴趣、职业能力等；在此基础

上，学生制定三年职业规划，对三年的

学习实施目标化管理。 

营销职业认识；认识自

我；营销规划基础概

念；制定个人职业规

划；职业素质培养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

学生的营销职业素养 

9 
营销策划

实务 

培养学生的营销活动策划与组织执

行能力 

岗位认知；营销策划一

般原理及营销策划书

的撰写；SP 策划；公关

策划；广告策划；渠道

策划；STP 策划；品牌

策划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

学生的营销策划能力 

10 
消费行为

分析 

理解领会消费者行为基本规律，掌握影

响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因素和主要的消费

者行为分析的工具，能对消费者心理和

行为做出一定的预测，掌握如何利用营

销工具影响消费者消费心理和行为。 

消费者研究专员岗位

基础训练；消费者研究

建模岗位实务；消费行

为分析；消费者研究与

营销建议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

学生的消费行为分析

能力 

11 市场调查 

掌握四类调研方法能力和三项内容分析

能力，包括二手资料调查、观察法调查、

非结构化访谈（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定

量调查）；行业分析能力、竞争者分析能

力、消费者行为分析能力。 

认识市场调查；制定市

场调查计划；设计问

卷；采集数据；数据处

理与分析；完成调研报

告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生能开展市场调查活

动 

12 
商务数据

分析 

掌握商务数据资料的整理、分析和运用

的方法和思路，熟悉商务数据分析指标

体系，掌握 EXCEL 进行数据分析的基本

方法，了解电商大数据分析的工具并掌

握数据解读的能力。  

数据分析认知；数据分

析基本方法；数据分析

能力运用；数据分析报

告的撰写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生能进行有效开展商

务数据分析 

13 
商务沟通

II 

培养各类市场营销业务人员及初级管理

人员推销谈判的能力 

1 推销技巧模块： 

推销前准备、接近顾

客、推销洽谈、异议处

理、成交 

2 商务谈判模块： 

谈判前准备、谈判开

局、谈判磋商、谈判签

约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生能进行有效沟通 

14 销售管理 

培养学生销售管理工作中构建销售组

织、管理销售渠道、制定销售计划、分

析与管理销售费用、管理客户关系、招

聘与培训销售人员、销售人员薪酬设计

与激励、销售人员绩效考核等知识和技

能。 

销售经理角色；销售业

务管理；销售团队管理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生能开展销售管理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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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网络营销 

掌握网络营销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内容，

掌握搜索引擎、社会化媒体等网络营销

工具的使用，掌握网络营销活动策划的

能力。 

认识网络营销；搜索引

擎营销；社会化媒体营

销；网络广告营销；网

络整合营销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生能开展网络营销活

动 

16 
网络信息

编辑实务 

了解和掌握网络信息编辑的一般思路和

过程，掌握并利用各类工具软件的方法，

能够独立对网站内容进行的处理，掌握

从事电商行业相关岗位所需的实际动手

技能。 

感知网络信息编辑；筛

选与归类网络信息；编

辑网络稿件；规划与设

计网站；网站信息原

创；创作网站专题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生能进行网络信息编

辑 

17 
商业数字

图像处理 

了解商业数字图像的特点，提高对色彩

构成及图形构成的认知，提高审美能力。

了解和掌握图形图像处理的一般思路和

过程，掌握并利用图形处理软件的基本

方法和手段。能够独立对图片进行的处

理，能够进行平面的相关创意设计。 

 

感 知 数 字 图 像 ；

Photoshop 基本操作；

Flash 基 本 操 作 ；

Photoshop 选区的创建

与编辑、图层、绘制与

修饰工具的应用、路径

与矢量图形工具的应

用、通道和蒙板的应

用、褪底与抠图、文字

与滤镜工具的使用；  

Flash 动画引导 层；遮

罩层应用；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

生能处理商业数字图

像 

18 

信息化技

能强化训

练 

培养学生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

力，同时通过课程训练考取信息化技能

证书 

人工智能、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数据仓

库、信息安全的认知和

应用能力;指导学生考

取竞争力强的技能证

书 

通过多媒体教学、案

例讨论、实训项目等

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

学生的新信息技术的

应用能力 

19 

新媒体营

销综合实

训 

以新媒体运营工具实战为基础，掌握新

媒体运营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新

媒体运营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方法， 

新媒体运营知识入门；

新媒体运营职业介绍；

用户运营、产品运营、

内容运营、活动运营方

法与实训。 

通过在校内、校外等

实训基地实习，培养

学生的新零售营销能

力 

20 

新零售营

销综合实

训 

掌握提升新零售营销的方法，培养学生

对新零售运作模式的关注，激发对新零

售营销相关活动的探索意识及创新精神 

新零售本质；新零售营

销模式变革及创新；

O2O 社群粉丝营销模

式；人格化 IP 粉丝营

销模式；整合互联网

O2O 营销；移动广告精

准数据及会员营销；新

零售社群新媒体 IP 营

销趋势 

通过在珠啤等实训基

地实习，培养学生的

新零售营销能力 

21 
营销沙盘

实训 

通过实训，使学生深入了解制造业企业

营销业务流程，学会市场信息收集与分

析、目标市场选择、消费行为分析、营

销策略策划、渠道管理等市场营销核心

制造业企业主要业务；

会计核算基础；熟悉系

统操作规则；经营竞争

初体验；技能进阶；技

通过营销沙盘软件实

训，培养学生的营销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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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学会成本利润核算、资金管理的

基本方法，深刻体会市场竞争的现实性

和激烈性。 

能提升 

22 
VBSE 综合

实训 

熟悉 VBSE 的操作流程；进行网络创业模

拟；能进行供应链业务分析；掌握现代

商战战略和技术 

VBSE 的操作流程；网络

创业模拟；供应链业务

分析；现代商战战略和

技术 

通过 VBSE 软件实训，

培养学生的综合营销

能力 

23 
营销岗位

综合实训 

综合训练学生的客户开发及管理、

市场调研、推销谈判、营销活动策划、

线下线上营销推广组织实施等营销专业

核心技能。 

在工商企业销售、客户

服务、策划、调研等岗

位进行跟岗实习。 

通过在营销岗位实

习，培养学生的综合

营销能力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7门） 

核心课程 1 市场营销 

学  期 1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市场营销 

营销职业认知

与素养训练 

营销策划实务 

 

数字化学习技术

与应用 

跨境电子商务 

网店运营管理 

新媒体商务视觉

传达设计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

培养 

 

 

毕 业

（ 顶

岗 ）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营销沙盘实训 

VBSE 综合实

训 

营销岗位综合

实训 

 

 

消费行为分析 

市场调查 

商务数据分析 

营销岗位综合

实训 

商务沟通Ⅱ 

销售管理 

营销沙盘实训 

VBSE 综合实

训 

 

网络营销 

网络信息编辑 

数字图像处理 

信息化技能  

门店运营管理 

渠道管理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两课 

职业英语 

信息技术 

国学精粹 

商务礼仪 

心理健康教育 

军事理论与训练 

职业生涯与创新

创业指导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汽车保险与理赔 

汽车销售服务) 

新媒体营销综合

实训 

新零售营销综合

实训 

 

经济学基础 

现代管理方法 

商务沟通Ⅰ 

电商基础实训 

经济法 

国际贸易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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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组建模拟营销

公司 

1.市场营销观念  

2.营销职业道德 

3.市场营销基本工作内容 

1.一个企业的市场营销企划书分析和讨论 

2．营销职业道德辩论： 

诚商是为商之道 VS 奸商是为商之道 

3．组建模拟营销公司 

2.确定商业项目 

1.市场宏微观环境分析的内

容和方法 

2.消费者分析的内容和方法 

4.竞争者分析的内容与方法 

1.对模拟公司进行 SWOT 分析 

2.设计调查问卷 

3.调查消费行为 

4.撰写调查分析报告 

3.拟定项目营销

战略 

1.市场细分的标准和方法 

2.选择目标市场的策略 

3.市场定位的方法 

1.以模拟公司为依托细分市场 

2.为模拟公司选择目标市场并进行市场定位 

3.制订模拟公司的 STP 战略 

4.设计项目的营

销工作计划 

1.产品策略 

2.价格策略 

3.分销策略 

4.促销策略 

1.为模拟公司设计的营销 4Ps方案 

2.撰写模拟公司 4Ps 策略报告 

5.编制营销企划

书 
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1.为模拟公司设计的营销企划方案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双师素质，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营销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营销岗位工作经

历；企业兼职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市场营销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1）多媒体课室 

（2）市场营销模拟实训室 

（3）校外实训基地 

3.教学资源 

十五、十二五教育部规划教材：《市场营销》，吴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市场营销》课件、《市场营销案例库》、《市场营销视频资料库》、《市场营销》网络课程、《市场营销》精

品课程（学校网页上）、《市场营销习题库》、《市场营销》模拟实训软件（南京奥派）、市场营销模拟实验室等   

4.教学方法 

工学结合，边学边练；引人营销一线专家指导相关项目实训；通过项目实训掌握上网搜索、问卷调查、观

察、访谈、阅读、研讨、讲解和案例分析等。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 

    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 60%,  期末考核占 40%，采用笔试方式。 

 

核心课程 2 营销策划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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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岗位认知 
成为一名合格的营销策划人所必须具备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组织策划小组，学习营销策划岗位的工作

内容和职责、任职要求 

2.营销策划一般

原理及营销策划

书的撰写 

掌握营销活动策划工作程序；掌握营销活动

策划基础材料的收集的方法；掌握营销策划

书的基本格式和编写要求 

案例教学：指导学生收集某一营销策划项

目的基础材料； 

案例教学：编制一份营销策划书 

3.促销策划——

SP 策划 

掌握 SP 促销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SP 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4.促销策划——

公关策划 

掌握公关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公关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5.促销策划——

广告策划 

掌握广告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广告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6.渠道策划 掌握渠道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渠道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7.STP 策划 掌握 STP 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STP 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8.品牌策划 掌握渠道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品牌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9.创业策划 了解创业策划的基本内容 案例教学：创业策划书解析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策划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策划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教师

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市场策划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可上网的并具备路演场地的机房——营销策划实施中心 

3.教学资源 

《营销策划实务》，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 年 8 月，李艳娥主编 

大量企业真实项目案例 

4.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法：以真实的工作任务开展教学，教学做一体； 

（2）对比教学法：学生完成一个真实的项目后，把企业真实使用的策划书进行对比； 

（3）分组教学法，最多 3 名同学为一个设计小组，集体开展项目策划工作。学习评价采用积分制，学习过程

中的实训项目学生均参与评价，教师分配项目权重进行过程评价：最后形成课程评价，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积

分及评价。 

 

核心课程 3 消费行为分析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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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消费分析报告

撰写 

1.消费心理的基本概念、内容； 

2.消费行为分析的原则、方法、流程； 

3.消费分析报告基本结构和内容； 

案例分析； 

学生自选主题撰写消费分析报告 

2.消费心理过程

及影响因素分析 

1.消费心理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 

2.宏观购物环境、微观购物环境对消费心理的影

响因素； 

3.消费者个性特征对消费心理的影响； 

案例分析、讨论； 

学生完善前期撰写的消费分析报告 

3.消费者购买行

为分析 

1.消费者购买行为理论； 

2.网络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内容； 

3.传统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般过程； 

4.网络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般过程； 

案例分析、讨论； 

学生自选主题撰写网络购买行为分析

报告 

4.消费者行为与

营销策略 4P 

1.消费者行为与产品策略 

2.消费者行为与价格策略 

3.消费者行为与分销渠道策略 

4.消费者行为与促销策略 

案例分析、讨论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营销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营销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

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市场营销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多媒体课室； 

3.教学资源 

王水清、杨扬主编的《消费心理与行为分析》（第 2 版）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 

Bb 网络课程平台，建设课程资源库、习题库、学生优秀作品库； 

4.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授课过程中除去开篇案例、结尾案例之外，期间穿插能够说明问题、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案例。以小组

为单位对案例进行分析，同时对其他各组所作分析进行评价。最后教师加以总结，得出结论。 

（2）“讨论式”教学法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中不同阶段能够启发学生思考的问题，并且善于引导学生思考。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各自

进行讨论；或从不同层面就某个问题进行辩论。教师根据各方的表现裁决最终结果。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 

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 60%,  评价指标体系详见《消费行为分析课程标准》，期末

考核占 40%，采用笔试方式。 

 

核心课程 4 市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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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3 学  期 3 学  期 3 学  期 3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认识市场调查 1.掌握市场调查的涵义； 

2.理解市场调查的流程； 

3.了解市场调查机构及其职业岗位 

1.案例分析：创业者市场调查 

2.实训：上网查找专业市场调研

机构 

2.制定市场调查

计划 

1.能根据企业营销决策问题思考调研目标 

2.理解各类调研方法，了解互联网大数据用户画像分析方

法；能利用网络二手资料搜集信息，能够运用深度访谈进

行消费行为研究，能够运用实地观察法开展竞争者研究。 

3.理解行业分析内容、消费者行为及心理调研内容、竞争

者调研内容 

4.了解市场调查中抽样方法的选择和具体的运用； 

5.掌握调研计划书的结构 

1.实训：自选项目网络二手资料

调研开展行业研究 

2.实训：自选项目深度访谈进行

消费者购买及使用行为调研 

3.实训：自选项目实地观察法进

行竞争者调研 

4.实训：完成自选项目调研计划

书 

3.设计问卷 1.掌握市场调查中问卷结构及设计原则； 

2.能设计出较规范的问卷 

实训：自选项目问卷设计 

4.采集数据 理解电话访问、街头拦截访问、问卷星等网上问卷法的特

点 

实训：自选项目开展问卷调查 

5.数据处理与分

析 

1.能够运用 SPSS 进行数据编码和录入 

2.理解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能够运用 SPSS 进行描述性

数据统计分析 

3.理解统计图表运用原理，能够运用 EXECL 绘制统计图表 

实训：自选项目问卷编码及录

入、数据分析 

6.完成调研报告 
1.理解调研报告结构和写作方法 

2.能够撰写 PPT 版调研报告，并进行报告演示 

实训：自选项目调研报告写作及

演示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调研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调研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教

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市场调研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可上网机房，用于上网查找资料及开展混合式教学；在线开放课程平台、蓝墨云班课平台；SPSS 统计软件 

3.教学资源 

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市场调查》第三版，吴勇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量企业真实案例素材； 

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包括教学视频及丰富视频、动画、文字案例、试题库、作业库等 

4.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课程以学生完成自选真实调研项目为主线，教学做一体完成教学； 

（2）混合式教学：依托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和蓝墨云班课，建设丰富的教学资源，推行混合式教学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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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 60%,  评价指标体系详见《市场调查课程标准》，期末考核占

40%，采用笔试方式。 

 

核心课程 5 商务沟通 II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推销技能训练 客户沟通中推销的具体流程

和各种推销技能。包括全面充

分地做好推销前的准备工作；

正确运用商务礼仪接待和服

务客户；有效运用电话沟通技

巧服务客户；灵活运用洽谈策

略和技巧；有效处理与解决客

户沟通中的各种异议和促成

成交等。 

通过推销流程中的不同情境模拟，锻炼不同流程中的各种推

销技能：包括 1）智能手机推销前的准备活动；2）保险推销

接近情境模拟（重点为电话沟通训练）；3）店面推销洽谈情

境模拟；4）价格、需求等各种推销异议情境模拟和促成成

交情境模拟 

商务谈判技能训

练 

客户沟通中谈判的具体流程

和各种谈判技能。包括全面充

分地做好谈判前的准备工作；

有效地营造谈判开局气氛；有

效进行谈判磋商；有效处理谈

判过程中的各种僵局和促成

签约。 

 

一次完整的商务团购谈判实战模拟： 学生分组组建买方和

卖方公司，自选团购的商品， 完成一次团购模拟谈判。模

拟谈判必须包括 1）充分的谈判前的准备活动；2）开局气氛

的营造；3）谈判磋商（报价、讨价还价、让步策略）；4）

谈判签约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销售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销售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教

师应具有专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销售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多媒体课室、商务沟通实训室（配有录播系统、蓝箱仿真模拟系统、VR 系统等可用于场景模拟的实训设施） 

3.教学资源 

《现代商务沟通》，张岩松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8月 

《现代推销—理论、实务、案例、实训》，胡善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6 月 

大量企业真实案例素材； 

商务沟通精品课程平台，包括教学视频及丰富视频、动画、文字案例、试题库、作业库等 

4.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教学：课程以学生完成推销情景、商务谈判项目模拟来驱动教学，教学做一体完成教学； 

（2）情境教学法：设计不同的推销情境、谈判情境，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下完成推销谈判模拟训练。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采用过程考核。课程成绩=素质评价（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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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占 50%）。过程考核中素质评价包括出勤情况、参与课堂讨论和小组合作项目的表现等，项目评价主要

考核课堂实训项目和课后作业完成质量。 

 

 

核心课程 6 销售管理 

学  期 54 总学时 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销售经理角

色认知 

1.认知销售管理 

2.认知销售经理，能开高效例会 

1.讲座：邀请企业销售经理介绍销售管理工作； 

2.企业参观：学生到企业参观学习 

3.市场实地考察：学生实地考察市场 

2.业务管理 

1.能合理构建销售组织 

2.能合理管理销售渠道 

3.能合理制定销售计划 

4.能有效开展销售分析 

5.能有效进行客户管理 

分组实训：基于企业真实工作开展业务管理模拟

实训 

3.团队管理 

1.能招聘销售人员并进行培训 

2.能合理设计销售薪酬并开展有效激励 

3.能合理进行销售人员绩效考核 

分组实训：基于企业真实工作开展团队管理模拟

实训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销售管理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销售管理工作经历；企业兼

职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销售管理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可上网机房，用于上网查找资料及开展混合式教学；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3.教学资源 

高职十二五规划教材：《销售管理》第一版，董平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大量企业真实案例素材； 

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包括教学视频及丰富视频、动画、文字案例、试题库、作业库等 

4.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课程以广州珠江啤酒有限公司等企业真实销售管理岗位工作内容为主线，教学做一体完成教

学； 

（2）混合式教学：依托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建设丰富的教学资源，推行混合式教学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 

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 40%,  期末考核占 60%，采用笔试方式。 

 

核心课程 7 网络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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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认识网络营销 

1.网络营销的概念、职能，战略体系，内容体系和

方法体系。 

2.网络营销岗位及职业成长历程，职业规划 

1.问题引入：我们身边的网络营销，讨

论网络营销方法、职能、内涵 

2.讨论：网络营销岗位及能力要求，通

过搜索招聘网站，了解相关信息，课堂

讨论，教师总结。 

2.搜索引擎营销 
1.搜索引擎在网络营销中的地位、 

2.搜索引擎工作原理、营销原理、 

3.搜索引擎营销的内容、层次和基本内容 

4.搜索引擎优化原理，优化网站的基本特征、优化

的基本操作技巧。 

5.搜索引擎付费营销常用平台介绍及操作 

6.搜索引擎营销的效果评估指标、工具 

1.情景问题引入：小明如何通过网络找

到合适的英语培训机构？ 

2.讨论搜索引擎在网络营销中作用； 

3.介绍搜索引擎工作原理 

4.介绍搜索引擎营销的两大方法：关键

词竞价排名和 SEO 

5.实训：竞价排名和搜索引擎优化 

6.效果评估和站长工具的使用 

3.社会化媒体营

销 

1.微博、微信、问答、百科、抖音等社交类应用。 

2.问答营销特点、常用平台，操作流程及技巧。 

3.百科营销特点、常用平台，操作流程及技巧。 

4.微信公众号设计及推广运营的方法和技巧。 

5.小红书、抖音等新兴社会化媒体营销特点，面向

人群特征以及营销技巧。 

6.营销软文的撰写 

7.社会化媒体整合营销方案。 

1.案例研究、讨论、总结 

2.实训 1：问答营销与百科营销 

3.实训 2：微信公众号策划、推广 

4.实训 3：社会化媒体整合营销策划 

4.网络广告营销 
1.网络广告的概念和特点，基本表现形式、渠道 

2.网络广告策划的概念、原则、内容。 

3.网络广告文案的元素构成、撰写技巧；  

4.网络广告投放渠道，许可 Email 广告投放流程、

技巧。 

5.网络广告效果监测和评估标准 

1.案例讨论：网络广告的类型 

2.讲解：网络广告策划的原则、内容、

投放渠道 

3.邮件广告：邮件广告三要素、内容设

计和投放。 

4.实训 1：邮件广告的设计、发送 

5.实训 2：了解门户网站广告收费情况 

5.网络整合营销 

1.网络营销策划的基本原理、流程 

2.网络品牌推广 

1.情境问题引入：某 APP 的推广策划 

2.讲解并讨论：网络推广的特点，常用

手法及推广工具整合。 

3.实训：某 APP 推广策划案（方案撰写

及宣讲） 

4.实训（选做）：全国职业院校电子商

务运营竞赛校内赛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教师应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电商相关岗位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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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设施 

可上网计算机实训室 

3.教学资源 

1).ShopEx EcStore 商用建站平台； 

2).中教畅享“搜索引擎营销实训系统”; 

3).博导前程电子商务教学实训平台：www.ibodao.com 

4).全国职业院校电子商务运营技能竞赛训练平台 

5).网络课程平台 

4.教学方法 

1).本课程以任务驱动为核心，法采用案例教学、讲授法、直观演示、翻转课堂、四步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2).以赛促教，全程结合博导前程学习平台“i 博导”上“全国职业院校电子商务运营大赛”、“软文营销大赛”

等职业技能竞赛在线训练系统或全国电子商务技能竞赛教学软件、SEM 营销实训软件（中教畅享）将教学内容与竞

赛实操内容结合，边学边做。 

3).运用“搜索引擎营销”网络课程资源包括互联网上大量实战型网络营销指导课程开展教学；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

考核占 60%,  评价指标体系详见《网络营销课程标准》，期末考核占 40%，采用笔试方式。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http://www.ibod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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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

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2 36 18 18 2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211 商务礼仪 2 36 26 10 * √

11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8 504 317 187 12.5 12 0 0.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1120091
现代管理方法(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2 36 36 0 2

2 1020099 经济学基础(Foundation Economics) 3 54 54 0 √ 3

3 1020156 商务沟通Ⅰ(Business Communication) 2 36 18 18 * 2

4 0720260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Introduction to E-

Commerce)
3 54 27 27 ▲ 3

10 180 135 45 3 5 2 0

1 1020182 市场营销(Marketing) 3 54 36 18 ** √ 3

2 0720288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训练(Marketing

profession cognition and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

2.5 45 18 27 * 2.5

3 720354
营销策划实务(Marketing Planning

Practices) 3 54 18 36
▲ 3

4 0720287
消费行为分析(Consumer Behavior

Analysis)
3 54 36 18 ** √ 3

5 0720207 市场调查(Market Research) 3 54 27 27 3

6 1020292 商务数据分析(Business data analysis ) 3 54 27 27 ▲ 3

7 0722156 商务沟通Ⅱ(Business Communication) 3 54 27 27 3

8 0720353 销售管理(Sales Management) 3 54 36 18 ▲ √ 3

9 1020073 网络营销（E－Marketing） 3 54 18 36 3

10 1020293
商业数字图像处理(Commercial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
4 72 36 36 ▲ 4

11 0720284

网络信息编辑实务(Network information

editing practice )

 3 54 18 36 ▲ 3 1020257

信息化技能强化训练

(Intensive Train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kills)

3 54 3 5

33.5 603 297 306 3 5.5 13 12 3 54

1 1 1020258 新零售营销综合实训 2 36 2 4

2 2 1020259

新媒体营销综合实训

(Training of New

Media Marketing)

3 54 3 5

3 3 1020260

营销沙盘实训

(Marketing Sand

Table Training)

2 36 2 5

4 4 1020261

VBSE综合实训(VBS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2 36 2 5

9 162

1 1 1020289

营销岗位综合实训

(Enterprise

Marketing Practice)

8 144 8 5

2 2 1020290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

业实习报告

（Graduation

Practice）

18 324 18 6

26 468

1 数字化学习技术与应用 2 36 9 27 2

2 3720012 经济法(Economic Law) 2 36 36 0 2

3 1020274 跨境电子商务(Cross-border E-commerce) 3 54 18 36 3

4 1020094
国际贸易实务（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3 54 27 27 3

5 1020294
网店运营管理(Network store operation

management )
3 54 18 36 3

6 1020095 新媒体商务视觉传达设计 3 54 18 36 3

7 1020145
汽车保险与理赔(Auto insurance and

claims)
3 54 18 36 3

8 620155
汽车销售服务技法(Automobile sales and

service skills)
3 54 18 36 3

9
0720272

门店运营管理实务（Store Operation

Management Practice）
3 54 18 36 3

10 1020155 渠道管理(Channel Management) 2 36 30 6 2

13 234 108 126 2 0 6 5

142.5 2565 947 754 21 22 21 18 18 18 48 864

5

综合技能

模块B

（专业必

修课）

4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核心

课程

小计

实践
课程代

码
理论

合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2

合计

教学模块

小计

序

号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考核

方式

综合实践教学

专业

（技

能）

课程

2

学分 学时

6

内容
课程

类型
课程代码

1

课程名称

小计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课堂教学

综合技能

模块A

（专业必

修课）

学期周学时数

2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考试

方式

学

期

序

号
学时 周数

核心

课程

小计

小计

小计

3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小计

学分

小计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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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52.6  947 36.92% 

实践教学 89.9  1618 63.08%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8 684 26.67% 

专业（技能）课 81.5 1467 57.19%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7.02% 

专业（技能）课 13 234 9.12% 

总学时/学分 142.5 2565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或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较强的专业知识功底和企业实践经验，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低于 80%；教师有理想信念、有

扎实学训、敬业爱岗；每五年不低于 6个月的企业生产实践。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营销相关知识扎实，三年及以上相关营销岗位工作经验；具备良好的营

销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对教育工作有责任心；能够胜任专业课程授课、实习实训指导、职

业技能竞赛指导和创业项目指导等工作。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

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内 
生产性营销实践中

心 

网络二手资料调研、电话访问 

市场营销、市场调查、电

子商务基础与实训、网络

营销、网络信息编辑等 

可访问外网、可

访问网络中心

教学资源、配商

务建站软件、

SPSS 数据分析

软件、SEM 实训

运用 OFFICE 软件进行文字处理

与图表制作 

市场营销、市场调查、网

络营销等 

SPSS 数据录入与分析 市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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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网店经营、购物体验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 

网络营销、网店运营等 

软件、网店装修

运营软件、商务

数据分析实训

软件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网页制作与美化 电子商务网页设计 

电子商务网站总体规划、系统建

设与网站测试 

电子商务网站规划与管

理、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 

家银通、互联星空、神州付、信

用卡网上支付、手机钱包等互联

网电子支付手段的运用 

网上金融实务 

ChinaTcp 个人控件数字签名系

统 1.00 使用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 

多功能营销实训室 

客户沟通、演讲、会议沟通、辩

论、商务礼仪、深访、座谈会、

汽车销售、4S 店前台接待礼仪等 

商务沟通 

市场调查 

销售管理 

汽车销售服务技法 

汽车商务管理与实务 

多媒体教学设

备、录播系统、

模拟 4S 店 

ERP 实训室 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操作实训 销售管理 ERP 软件  

商务创业实训室 模拟创业实训 模拟创业实训 

可上网计算机

设备、打印机等

办公设备 

营销策划实施中心 营销策划及实施 营销策划实务 

可访问外网，可

访问网络中心

教学资源；路演

设备；配市场营

销综合实训系

统；会议桌椅 

电子商务综合 

实训室 
电子商务综合实训 电子商务综合实训 

可访问外网，可

访问网络中心

教学资源；配电

子商务综合实

训系统 

校外 

广州珠江啤酒有限

公司 

快消品渠道销售及管理顶岗实

习 

营销岗位综合实训、毕业

（顶岗）实习 
我校教学企业 

广州骆驼服饰有限

公司 

电子商务网站销售及客服岗位

顶岗实习 

营销岗位综合实训、毕业

（顶岗）实习 
我校教学企业 

广州新居网家居科

技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网站销售及客服岗位

顶岗实习 

营销岗位综合实训、毕业

（顶岗）实习 
我校教学企业 

广州明度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 
市场类顶岗实习 

营销岗位综合实训、毕业

（顶岗）实习 
我校教学企业 

 

（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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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选用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尽量选用三年内出版或修订，知识及资源更新较快，工学

结合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有关市场营销理论、技术、方法、思维以及实务操作类图书，经

济、管理、营销、信息技术类文献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备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要求。 

 

（四）教学方法 

全面推行项目任务驱动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广泛运用

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

等新型教学模式，推动课堂教学革命打造优质课堂。 

推进课程思政，结合营销职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梳理每一门课程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营销职业素养。 

 

（五）学习评价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课程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包括职业素养、职业通用能力和专

业知识技能评价；评价标准可量化、可操作，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能有

效进行学生知识能力素质评价，为持续提升教学质量提供依据。 

（六）质量管理 

根据《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及质量保障体系》，完善课堂教学、教

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

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

全巡课、听课、评教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 

学院年度开展麦可思毕业生就业质量调研，专业开展年度实习单位满意度调研，建立毕

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和社会评价机制，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进行持续定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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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基于专业群构建的目标、原则、效益，按产业要素逻辑关系构建专业群，即以商贸物流

各产业要素部门在产业链条上的地位和功能为依据，以关键部门对应的专业来整合其他部门

对应的专业，以市场营销专业为核心专业，整合国际贸易实务、物流管理等专业，构建商贸

物流专业群。 

 

（二）专业群：商贸物流专业群 

共享《现代管理方法》、《市场营销》、《商务沟通 I》、《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跨境电

子商务》等平台课程；共享平台课程教学的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享校内的电子商务

综合实训室、电话营销中心、多功能营销实训室（沟通类和电商类实训室）和校外的商贸系

跨专业实习招聘会，共享专业间实习基地。 

 

（三）专业特色 

本专业建立“营销实战三元一体化”（将专业课程、顶岗实习、校园营销实践三个教学

环节融为一体）教学体系，推行“综合素质”（包括个性特质、职业通用能力、营销技能）

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综合素质+营销实战”人才培养模式，将互联网营销新模式融

嵌入到营销能力培养的核心课程之中，培养“互联网+营销”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市场营销专业构建了营销人才综合素质测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内驱力、思考力、行动

力、营销专业能力、职业素养五大类指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依据这五大类指标制定；实施

过程中针对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3 个年级），使用测评指标体系对学生职业素养进行量

化测评，并以测评结论评价教学质量，以及调整教学方法、改进教学内容，实现对市场营销

专业学生的学习进行有效监控、反馈教学，并达到提升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标。 

培养“互联网+营销”人才，主要定位于培养各类企业的电商运营人才和线上线下结合

的营销推广人才，构建了“互联网+营销”课程体系，在进行深入的企业调研之后开设了以

下课程：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网络营销、商业图像处理、网络信息编辑实务、商务数据分

析、网店运营管理、跨境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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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创新创业教育】 

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整个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启蒙阶段、培养阶段、实战阶段。启蒙阶段：通过开设

《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等课程，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启蒙；培养阶段：通过开设专门

的创新创业训练课程、其它贯彻创新创业理念和培养方法的专业课程，举办培养创新创业的

课外活动和竞赛等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实战阶段：引入企业等共同开发

创业项目，成立创业团队开展创业实践，校企协同开展创业实践指导和创业公司孵化。 

实施阶梯式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包括《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启蒙类创业课程)；

《市场营销》（创业公司营销战略与策略选择)、《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电商网店运营）、

《网络营销》（电商产品销售及品牌推广）等创业技能类课程；《营销沙盘实训》（企业模拟

经营）等创业模拟实训课程。 

校企合作推进学生创新创业：本专业与多个企业合作，积极开展学生创业训练和实践。

通过创业训练和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和兴趣，提高学生对企业和社会的认知，

培养学生创业所需要的心理素质、社会能力和专业能力。  

 

十一.【第二课堂】 

（一）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汽车营销技能大赛；全国“挑战杯”创业大赛；全国营销技能大赛；全国电子商务

技能大赛。 

（二）创业训练 

电商创业训练项目；品牌创业训练项目。 

（三）校园商务活动 

 以学生学术社团“市场营销学会”为主要的组织者，包括校园拍卖会、营销创业大赛

等。 

（四）专业教师指导的其它营销训练活动。 

（五）其它社团组织的创新创业活动。 

（六）扶贫下乡等各种社会活动、晚会等各种美育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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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信息处理技术员 

2.多媒体制作设计员 

3.电子商务运营师 

4.助理广告设计师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19.5  学分

（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3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

分达 142.5 学分（学时达  2565 ）方可毕业。 

                           

                                             编制人：燕艳 

 审定人：肖利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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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三二分段）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市场营销 

专业代码：630701 

 

二.【入学要求】 

三二分段对口自主招生计划内生源 

 

三.【修业年限】 

2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1.总体培养目标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代

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

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

或技能等级证

书举例 

财经 

商贸 

（63） 

市场 

营销 

（6307） 

批发业、零售业 

（51、52） 

商务服务业 

72 

商业、服务业人

员（4） 

市场营销专业人

员（2-06-07-02） 

销售代表 

销售主管 

市场主管 

市场经理 

客服/客服主管 

网络推广专员 

电商运营专员/主管 

市场调研专员 

策划助理 

研究助理 

多媒体制作  

设计员、电子商

务运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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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主要面向广东商贸服务业，培养掌握市场营销专业基本知识、具有良好的人文素

养、职业道德、责任心和进取心、善于沟通及压力管理等职业素养，能够在工商企业从事线

上线下销售、品牌推广、客户服务和营销活动策划组织等岗位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中高职衔接各阶段人才培养目标 

（1）中职阶段培养目标： 具备中职水平文化基础知识（包括语文，英语，数学、计算

机基础），掌握市场营销、外贸业务、电子商务、基础会计、经贸法律法规等相关专业知

识，熟练掌握办公软件应用、网页设计、数字图片处理等技能，有一定谈判推销能力，具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2）高职阶段培养目标：具备大专水平文化基础知识，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及

计算机应用能力，熟练掌握市场营销、销售管理、 消费行为分析、营销策划、市场调查、

渠道管理等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市场营销策划、网店运营、销售与客户关系管理、网络营

销基层管理能力，具有较高的职业化素养和职业发展能力。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主动学习、主动沟通、成就导向、抗压力，具有职业规划意识和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为人正直、公正、守信，有责任心，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良

好的自我意识，坦然面对现实，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有较强的情绪控制力，珍惜生命，热

爱生活。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熟悉与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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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保、消防、社会生活常识等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了解经管类职业基础知识，包括经济、管理、国际贸易、营销法

规、会计、统计等学科的相关知识；掌握营销专业知识，包括市场营销组合、消费者行为分

析的原理和方法、商务谈判的原则和方法、市场调查的方法和流程、商务数据分析的方法、

网络营销工具和方法以及营销活动策划的原理和方法；熟悉现代营销新知识、新技术。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良好商务礼仪、沟通能力；计算机商务运用能力；职业英语应用能力；初级管理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初级营销岗位能力，包括：营销职业认知与规划能力、行业及竞争对手资料收集能力、

客户开发能力；客户需求分析挖掘能力、推销谈判能力、客户导向的解决问题能力、客户关

系管理能力、运用新媒体营销推广能力；线上线下推广活动策划实施能力；初级营销管理岗

位能力，包括：业务分析能力、团队管理能力。 

（3）职业拓展能力 

网店运营能力，包括线上产品说明写作能力和图像修饰美化能力、商务数据分析能力、

商业数字图片处理能力、网络信息编辑能力等； 网络整合营销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销售员★/业务

员★/销售及业

务主管 

在企业销售部门

从事销售、终端

业务推广等相关

工作及基层管理

工作 

营销职业认知及规划能力；行业及竞

争对手资料收集能力；客户开发能力；

客户需求分析挖掘能力；推销技巧；

谈判能力；客户管理及销售团队管理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训练； 

商务沟通； 

市场调查； 

销售管理； 

销售渠道管理 

2 

客服/网络客服

/客服主管 

 

在企业客户服务

部门从事客户服

务及基层管理工

作。 

营销职业认知及规划能力；客户导向

解决问题的能力；客户关系维护能力 

谈判能力；客户管理及服务团队管理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训练 

商务沟通 

网络客户服务 

企业营销实践 

3 

营销活动执行

督导；策划助理

/研究助理 

在企业市场部或

营销中介公司从

事营销活动执行

营销职业认知及规划能力；行业及竞

争对手资料收集能力；客户需求分析

挖掘能力；客户导向解决问题的能力；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训练； 

市场调查； 

网络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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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策划工作。 谈判能力；营销活动策划、组织能力；

利用新媒体进行产品和品牌推广的活

动策划和组织能力；团队管理能力 

营销策划实务 

4 

电商及新媒体

文案★/推广★

/电商运营专员 

在企业从事电商

或新媒体运营推

广工作 

营销职业认知及规划能力；行业及竞

争对手资料收集能力；客户开发能力；

客户需求分析挖掘能力；线上产品说

明写作能力和图像修饰美化能力；商

务数据分析能力；运用新媒体营销推

广能力；线上线下推广活动策划实施

能力。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训练； 

商务沟通； 

市场调查； 

网络营销 

营销策划实务 

网络信息编辑实务 

商品采编与网店装修 

新媒体商务视觉传达设计 

网店运营管理 

商务数据分析 

新媒体营销实训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

律基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

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

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

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

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

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

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

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

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

养与训练（理想信念、

人生价值、爱国主义

和核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个人品德、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和

家庭美德规范和意

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法律规范和法

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

部规定的对全日制普

通高校大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

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

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

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

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

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

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

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

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

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

7、 毛泽东思想 

8、 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

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

功底，充分了解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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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

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

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

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

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9、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国情和民意，熟悉大学

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

各类手机教学平台与

电子资源库。 

3 
形势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

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

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军

事、外交、国际战略

等各主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

习与线下学习两种模

式，学生必须同时完成

线上学习任务和线下

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

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

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

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

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防等，熟练

掌握一定的体育裁判法和体育竞赛

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竞赛的鉴

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

育竞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

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

懂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指导社区

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

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

排球（气排球），乒

乓球，羽毛球，体育

艺术类项目（健美操、

体育舞蹈、瑜伽），

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

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

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职业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团队

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与

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

1、基础模块：日常的

英语听说、自主学习，

交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

划未来、创办公司、

公司介绍、职场沟通、

产品介绍、求职招聘、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

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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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管理、职业规划、创业、产品及公

司介绍、招聘与评估、销售与营销、

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对

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读

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成英语应

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汉互译业务

材料。 

联系业务、推销产品

和服务、电子商务、

商业调查、商务差旅、

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

化训练和英语考证模

拟训练。 

6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

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

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

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常见办

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使

用办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件

的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

全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

物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

的操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

技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

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

络化多媒体机房、局域

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

师要求具有丰富的信

息技术教学经验，能动

态掌握目前信息技术

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

强，教学团队至少 5人。 

7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

和人文素养，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

思想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语》

等儒家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

物和经典著作，熟读《道德经》，了

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国化的历

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等概念的内

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

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

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

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会现象具有

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

生智慧、道家的人生

智慧与佛家的人生智

慧等内容，具体设计

为知理、守礼、明德、

知耻、立志、好学、

孝亲、诚信、敬业、

自然、无为、智慧、

慈悲等教学模块（每

模块 1-2 学时），根

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

使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

城市国学讲坛（3 学

时）、雅艺体验（2

学时）、岭南文化调

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

活动（2 学时）、综

合实践项目（2 学

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

知库《四书五经选读》

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

茶室、琴室、书画室等

国学实训室 

8 大学生职   1、素质目标   1、大学生职业发展 1、中国“互联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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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涯与

创新创业

指导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

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

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新创

业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掌握

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了解创业企

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撰写的基

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准备，掌握

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的差

异、工作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

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科

学组建团队，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载体参与创

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范的创新创业

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设立企

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能，

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与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

法，价值观和职业选

择的关系，认清自我

的技能，掌握职业环

境探索的内容、方法，

职业生涯规划书的撰

写，组建创新创业团

队，创业环境分析的

因素与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项目调研与选

择的方式方法，创新

创业融资的渠道、方

法及注意事项，创新

创业实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

业准备，提高就业技

巧，职业适应与转换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

践）项目等多个校内外

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9 

职业礼仪

与职业形

象 

掌握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语言交往

的基本礼仪；学会不同场合的穿衣原

则；了解中西餐餐桌礼仪；了解国际

见面礼、宗教礼仪。 

个人卫生礼仪；仪态

礼仪；仪表礼仪；宴

请礼仪；日常社交礼

仪；涉外礼仪；职业

道德 

需要形体室：训练学生

走姿、站姿、坐姿；化

妆实验室：训练学生职

业妆的化妆训练。同时

训练学生的色彩认知

与色彩搭配；多媒体教

室：用于茶道、餐饮礼

仪的视频展示。 

10 
军事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

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

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

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

念、国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1 
军事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

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

练：共同条令教育，

分队的队列动作。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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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

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

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

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

了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

本要领，了解战备规定、紧急集合、

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本要求方法

和注意事项。 

2、设计与战术训练：

轻武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

护训练：格斗基础。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经济学基

础 

掌握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和经济学的基本规律，通过学

习，能对普遍的经济社会现象进

行较专业的分析和判断，为学生

学习经济类或管理类其它专业课

程奠定基础。 

 

经济学概念； 供给与需求

的现实应用；消费者行为理

论；生产与成本理论；市场

类型和特征；生产要素的价

格；宏观主要经济变量及其

衡量；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

解释； 

通过多媒体教学

和案例讨论等教

学手段使学生能

运用经济学理论

分析问题 

2 
现代管理

方法 

掌握必备的管理基础理论知识，

能够具有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能

力、组织设计能力、团队活动组

织领导能力和进行管理控制的能

力 

认识管理系统；管理借鉴；

经营计划制定；组织设计；

领导、激励与沟通；管理控

制 

通过多媒体教学

和案例讨论等教

学手段使学生能

运用现代管理方

法分析问题 

3 商务沟通 I 

培养学生的基本职业沟通技能和

礼仪，并为学生更好地掌握营销

岗位沟通能力奠定基础，为进一

步学习推销谈判盘技能打好基

础。 

认识有效沟通；有效沟通的

技巧；商务礼仪；商务演讲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使学生能进

行有效沟通 

4 
商务沟通

II 

培养各类市场营销业务人员及初

级管理人员推销谈判的能力 

1 推销技巧模块： 

推销前准备、接近顾客、推

销洽谈、异议处理、成交 

2 商务谈判模块： 

谈判前准备、谈判开局、谈

判磋商、谈判签约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使学生能进

行有效沟通 

5 

营销职业

认知与素

养训练 

让学生了解营销职业的种类、特

性、营销职业能力素质需求，了

解营销专业课程体系，并让学生

了解自己的职业价值观、职业兴

趣、职业能力等；在此基础上，

学生制定三年职业规划，对三年

营销职业认识；认识自我；

营销规划基础概念；制定个

人职业规划；职业素质培养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培养学生的

营销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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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实施目标化管理。 

6 市场营销 

培养学生营销专业基本知识，理

解市场营销理念、市场营销工作

的基本内容；掌握市场营销环境

分析、消费行为分析和竞争者分

析的理论和方法；理解市场细分、

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市场

营销组合策略的知识。 

组建模拟营销公司；确定商

业项目；拟定项目营销战

略；设计项目的营销工作计

划；编制营销企划书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使学生能开

展市场营销活动

分析 

7 销售管理 

培养学生销售管理工作中构建销

售组织、管理销售渠道、制定销

售计划、分析与管理销售费用、

管理客户关系、招聘与培训销售

人员、销售人员薪酬设计与激励、

销售人员绩效考核等知识和技

能。 

销售经理角色；销售业务管

理；销售团队管理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使学生能开

展销售管理活动 

8 
商务数据

分析 

掌握商务数据资料的整理、分析

和运用的方法和思路，熟悉商务

数据分析指标体系，掌握 EXCEL

进行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了解

电商大数据分析的工具并掌握数

据解读的能力。  

数据分析认知；数据分析基

本方法；数据分析能力运

用；数据分析报告的撰写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使学生能进

行有效开展商务

数据分析 

9 市场调查 

掌握四类调研方法能力和三项内

容分析能力，包括二手资料调查、

观察法调查、非结构化访谈（深

度访谈）、问卷调查（定量调查）；

行业分析能力、竞争者分析能力、

消费者行为分析能力。 

认识市场调查；制定市场调

查计划；设计问卷；采集数

据；数据处理与分析；完成

调研报告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使学生能开

展市场调查活动 

10 
营销策划

实务 

培养学生的营销活动策划与

组织执行能力 

岗位认知；营销策划一般原

理及营销策划书的撰写；SP

策划；公关策划；广告策划；

渠道策划；STP 策划；品牌

策划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培养学生的

营销策划能力 

11 网络营销 

掌握网络营销的基本理论和核心

内容，掌握搜索引擎、社会化媒

体等网络营销工具的使用，掌握

网络营销活动策划的能力。 

认识网络营销；搜索引擎营

销；社会化媒体营销；网络

广告营销；网络整合营销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使学生能开

展网络营销活动 

12 
消费行为

分析 

理解领会消费者行为基本规律，

掌握影响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因素

和主要的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工

具，能对消费者心理和行为做出

一定的预测，掌握如何利用营销

工具影响消费者消费心理和行

为。 

消费者研究专员岗位基础

训练；消费者研究建模岗位

实务；消费行为分析；消费

者研究与营销建议 

通过多媒体教学、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培养学生的

消费行为分析能

力 

13 网店运营 掌握网店运营的基本理论， 运营前的准备；网店日常运 通过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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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具备网店初始化、网店推广、网

店业务分析等的实际运用和操作

能力 

营；移动网店 案例讨论、实训项

目等教学手段和

方法培养学生的

网店运营管理能

力 

14 
营销沙盘

实训 

通过实训，使学生深入了解

制造业企业业务流程，学会市场

信息收集与分析、目标市场选择、

消费行为分析、营销策略策划、

渠道管理等市场营销核心技能，

学会成本利润核算、资金管理的

基本方法，深刻体会市场竞争的

现实性和激烈性。 

制造业企业主要业务；会计

核算基础；熟悉系统操作规

则；经营竞争初体验；技能

进阶；技能提升 

通过营销沙盘软

件实训，培养学生

的营销能力 

15 
企业营销

实践  

学生通过到教学企业，在销售、

客户服务岗位开展跟岗/顶岗实

践，从事客户开发、客户接待、

产品推销、客户服务等相关工作，

帮助学生接受营销实习训练，  

岗位认知；岗位技能培训；

跟岗实习；顶岗实习 

通过在校外基地

实习，培养学生的

综合营销能力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市场营销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及拓展技能培养 

消费行为分析 

商务数据分析 

市场调查 

商务沟通 II 

营销策划实务 

销售管理 

网络营销 

第四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养 

 

 

毕业（顶岗）

实习与毕业

实习报告 

 

营销沙盘实训 

企业营销实践 

新媒体营销综合实训 

新零售营销综合实训 

信息化技能强化训练 

第二、三学期 第二、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两课 

国学精粹 

商务礼仪 

心理健康教育 

军事理论与训练 

职业生涯与创新

创业指导 

 

经济学基础 

现代管理方法 

商务沟通Ⅰ 

经济法 

营销职业认知与

职业素养训练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渠道管理 

商务信息搜索与处理 

网络信息编辑实务 

商品采编与网店装修 

网络客户服务 

新媒体商务视觉传达设计 

移动电子商务 

跨境电子商务 



 65 

学  期 1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组建模拟营销

公司 

1.市场营销观念  

2.营销职业道德 

3.市场营销基本工作内容 

 

1.一个企业的市场营销企划书分析和讨论 

2．营销职业道德辩论： 

诚商是为商之道 VS 奸商是为商之道 

3．组建模拟营销公司 

 

2.确定商业项目 

1.市场宏微观环境分析的内

容和方法 

2.消费者分析的内容和方法 

4.竞争者分析的内容与方法 

1.对模拟公司进行 SWOT 分析 

2.设计调查问卷 

3.调查消费行为 

4.撰写调查分析报告 

3.拟定项目营销

战略 

1.市场细分的标准和方法 

2.选择目标市场的策略 

3.市场定位的方法 

1.以模拟公司为依托细分市场 

2.为模拟公司选择目标市场并进行市场定位 

3.制订模拟公司的 STP 战略 

4.设计项目的营

销工作计划 

1.产品策略 

2.价格策略 

3.分销策略 

4.促销策略 

1.为模拟公司设计的营销 4Ps方案 

2.撰写模拟公司 4Ps 策略报告 

5.编制营销企划

书 
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1.为模拟公司设计的营销企划方案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双师素质，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营销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营销岗位工作经

历；企业兼职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市场营销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1）多媒体课室 

（2）市场营销模拟实训室 

（3）校外实训基地 

3.教学资源 

十五、十二五教育部规划教材：《市场营销》，吴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市场营销》课件、《市场营销案例库》、《市场营销视频资料库》、《市场营销》网络课程、《市场营销》精

品课程（学校网页上）、《市场营销习题库》、《市场营销》模拟实训软件（南京奥派）、市场营销模拟实验室等   

4.教学方法 

工学结合，边学边练；引人营销一线专家指导相关项目实训；通过项目实训掌握上网搜索、问卷调查、观

察、访谈、阅读、研讨、讲解和案例分析等。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 

    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 60%,  期末考核占 40%，采用笔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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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2 营销策划实务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岗位认知 

 

成为一名合格的营销策划人所必须具备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组织策划小组，学习营销策划岗位的工作

内容和职责、任职要求 

2.营销策划一般

原理及营销策划

书的撰写 

掌握营销活动策划工作程序；掌握营销活动

策划基础材料的收集的方法；掌握营销策划

书的基本格式和编写要求 

案例教学：指导学生收集某一营销策划项

目的基础材料； 

案例教学：编制一份营销策划书 

3.促销策划——

SP 策划 

掌握 SP 促销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SP 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4.促销策划——

公关策划 

掌握公关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公关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5.促销策划——

广告策划 

掌握广告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广告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6.渠道策划 掌握渠道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渠道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7.STP 策划 掌握 STP 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STP 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8.品牌策划 掌握渠道策划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品牌策划书撰写及实训 

9.创业策划 了解创业策划的基本内容 案例教学：创业策划书解析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策划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策划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教师

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市场策划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可上网的并具备路演场地的机房——营销策划实施中心 

3.教学资源 

大量企业真实项目案例。 

4.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法：以真实的工作任务开展教学，教学做一体； 

（2）对比教学法：学生完成一个真实的项目后，把企业真实使用的策划书进行对比； 

（3）分组教学法，最多 3 名同学为一个设计小组，集体开展项目策划工作。学习评价采用积分制，学习过程

中的实训项目学生均参与评价，教师分配项目权重进行过程评价：最后形成课程评价，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积

分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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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3 消费行为分析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消费分析报告

撰写 

1. 消费心理的基本概念、内容； 

2. 消费行为分析的原则、方法、流程； 

3. 消费分析报告基本结构和内容； 

案例分析； 

学生自选主题撰写消费分析报告 

2.消费心理过程

及影响因素分析 

1. 消费心理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 

2. 宏观购物环境、微观购物环境对消费心理的

影响因素； 

3. 消费者个性特征对消费心理的影响； 

案例分析、讨论； 

学生完善前期撰写的消费分析报告 

3.消费者购买行

为分析 

1. 消费者购买行为理论； 

2. 网络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内容； 

3. 传统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般过程； 

4. 网络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般过程； 

案例分析、讨论； 

学生自选主题撰写网络购买行为分析

报告 

4.消费者行为与

营销策略 4P 

1. 消费者行为与产品策略 

2. 消费者行为与价格策略 

3. 消费者行为与分销渠道策略 

4. 消费者行为与促销策略 

案例分析、讨论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营销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营销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

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市场营销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多媒体课室； 

3.教学资源 

王水清、杨扬主编的《消费心理与行为分析》（第 2 版）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 

Bb 网络课程平台，建设课程资源库、习题库、学生优秀作品库； 

4.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授课过程中除去开篇案例、结尾案例之外，期间穿插能够说明问题、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案例。以小组

为单位对案例进行分析，同时对其他各组所作分析进行评价。最后教师加以总结，得出结论。 

（2）“讨论式”教学法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中不同阶段能够启发学生思考的问题，并且善于引导学生思考。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各自

进行讨论；或从不同层面就某个问题进行辩论。教师根据各方的表现裁决最终结果。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 

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 60%,  评价指标体系详见《消费行为分析课程标准》，期末

考核占 40%，采用笔试方式。 



 68 

 

核心课程 4 市场调查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认识市场调查 
1. 掌握市场调查的涵义； 

2. 理解市场调查的流程； 

3. 了解市场调查机构及其职业岗位 

1. 案例分析：创业者市场调

查 

2. 实训：上网查找专业市场

调研机构 

2.制定市场调查

计划 
1. 能根据企业营销决策问题思考调研目标 

2. 理解各类调研方法，了解互联网大数据用户画像分

析方法；能利用网络二手资料搜集信息，能够运用

深度访谈进行消费行为研究，能够运用实地观察法

开展竞争者研究。 

3. 理解行业分析内容、消费者行为及心理调研内容、

竞争者调研内容 

4. 了解市场调查中抽样方法的选择和具体的运用； 

5. 掌握调研计划书的结构 

1. 实训：自选项目网络二手

资料调研开展行业研究 

2. 实训：自选项目深度访谈

进行消费者购买及使用行

为调研 

3. 实训：自选项目实地观察

法进行竞争者调研 

4. 实训：完成自选项目调研

计划书 

 

3.设计问卷 1. 掌握市场调查中问卷结构及设计原则； 

2. 能设计出较规范的问卷 

实训：自选项目问卷设计 

4.采集数据 理解电话访问、街头拦截访问、问卷星等网上问卷法的特

点 

实训：自选项目开展问卷调查 

5.数据处理与分

析 

1. 能够运用 SPSS 进行数据编码和录入 

2. 理解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能够运用 SPSS 进行描述

性数据统计分析 

3. 理解统计图表运用原理，能够运用 EXECL 绘制统计

图表 

实训：自选项目问卷编码及录

入、数据分析 

6.完成调研报告 
1. 理解调研报告结构和写作方法 

2. 能够撰写 PPT 版调研报告，并进行报告演示 

实训：自选项目调研报告写作及

演示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调研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调研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

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市场调研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可上网机房，用于上网查找资料及开展混合式教学；在线开放课程平台、蓝墨云班课平台；SPSS 统计软件 

3.教学资源 

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市场调查》第三版，吴勇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量企业真实案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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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包括教学视频及丰富视频、动画、文字案例、试题库、作业库等 

4.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课程以学生完成自选真实调研项目为主线，教学做一体完成教学； 

（2）混合式教学：依托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和蓝墨云班课，建设丰富的教学资源，推行混合式教学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 

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 60%,  评价指标体系详见《市场调查课程标准》，期末考核

占 40%，采用笔试方式。 

 

核心课程 5 商务沟通 II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推销技能训练 客户沟通中推销的具体流程

和各种推销技能。包括全面充

分地做好推销前的准备工作；

正确运用商务礼仪接待和服

务客户；有效运用电话沟通技

巧服务客户；灵活运用洽谈策

略和技巧；有效处理与解决客

户沟通中的各种异议和促成

成交等。 

通过推销流程中的不同情境模拟，锻炼不同流程中的各种推

销技能：包括 1）智能手机推销前的准备活动；2）保险推销

接近情境模拟（重点为电话沟通训练）；3）店面推销洽谈情

境模拟；4）价格、需求等各种推销异议情境模拟和促成成

交情境模拟 

商务谈判技能训

练 

客户沟通中谈判的具体流程

和各种谈判技能。包括全面充

分地做好谈判前的准备工作；

有效地营造谈判开局气氛；有

效进行谈判磋商；有效处理谈

判过程中的各种僵局和促成

签约。 

 

一次完整的商务团购谈判实战模拟： 学生分组组建买方和

卖方公司，自选团购的商品， 完成一次团购模拟谈判。模

拟谈判必须包括 1）充分的谈判前的准备活动；2）开局气氛

的营造；3）谈判磋商（报价、讨价还价、让步策略）；4）

谈判签约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销售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销售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教

师应具有专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销售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多媒体课室、商务沟通实训室（配有录播系统、蓝箱仿真模拟系统、VR 系统等可用于场景模拟的实训设施） 

3.教学资源 

《现代商务沟通》，张岩松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8月 

《现代推销—理论、实务、案例、实训》，胡善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6 月 

大量企业真实案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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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沟通精品课程平台，包括教学视频及丰富视频、动画、文字案例、试题库、作业库等 

4.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教学：课程以学生完成推销情景、商务谈判项目模拟来驱动教学，教学做一体完成教学； 

（2）情境教学法：设计不同的推销情境、谈判情境，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下完成推销谈判模拟训练。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采用过程考核。课程成绩=素质评价（占 50%）

+项目评价（占 50%）。过程考核中素质评价包括出勤情况、参与课堂讨论和小组合作项目的表现等，项目评价主要

考核课堂实训项目和课后作业完成质量。 

 

 

核心课程 6 销售管理 

学  期 54 总学时 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销售经理角

色认知 

1. 认知销售管理 

2. 认知销售经理，能开高效例会 

1. 讲座：邀请企业销售经理介绍销售管理工作； 

2. 企业参观：学生到企业参观学习 

3. 市场实地考察：学生实地考察市场 

2.业务管理 

1. 能合理构建销售组织 

2. 能合理管理销售渠道 

3. 能合理制定销售计划 

4. 能有效开展销售分析 

5. 能有效进行客户管理 

分组实训：基于企业真实工作开展业务管理模拟

实训 

3.团队管理 

1. 能招聘销售人员并进行培训 

2. 能合理设计销售薪酬并开展有效激励 

3. 能合理进行销售人员绩效考核 

分组实训：基于企业真实工作开展团队管理模拟

实训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销售管理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销售管理工作经历；企业兼

职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销售管理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可上网机房，用于上网查找资料及开展混合式教学；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3.教学资源 

高职十二五规划教材：《销售管理》第一版，董平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大量企业真实案例素材； 

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包括教学视频及丰富视频、动画、文字案例、试题库、作业库等 

4.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课程以广州珠江啤酒有限公司等企业真实销售管理岗位工作内容为主线，教学做一体完成教

学； 

（2）混合式教学：依托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建设丰富的教学资源，推行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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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 

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 40%,  期末考核占 60%，采用笔试方式。 

 

核心课程 7 网络营销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认识网络营销 

1. 网络营销的概念、职能，战略体系，内容体系

和方法体系。 

2. 网络营销岗位及职业成长历程，职业规划 

1.问题引入：我们身边的网络营销，讨

论网络营销方法、职能、内涵 

2.讨论：网络营销岗位及能力要求，通

过搜索招聘网站，了解相关信息，课堂

讨论，教师总结。 

2.搜索引擎营销 
1. 搜索引擎在网络营销中的地位、 

2. 搜索引擎工作原理、营销原理、 

3. 搜索引擎营销的内容、层次和基本内容 

4. 搜索引擎优化原理，优化网站的基本特征、优

化的基本操作技巧。 

5. 搜索引擎付费营销常用平台介绍及操作 

6. 搜索引擎营销的效果评估指标、工具 

1.情景问题引入：小明如何通过网络找

到合适的英语培训机构？ 

2.讨论搜索引擎在网络营销中作用； 

3.介绍搜索引擎工作原理 

4.介绍搜索引擎营销的两大方法：关键

词竞价排名和 SEO 

5.实训：竞价排名和搜索引擎优化 

6.效果评估和站长工具的使用 

3.社会化媒体营

销 

1. 微博、微信、问答、百科、抖音等社交类应用。 

2. 问答营销特点、常用平台，操作流程及技巧。 

3. 百科营销特点、常用平台，操作流程及技巧。 

4. 微信公众号设计及推广运营的方法和技巧。 

5. 小红书、抖音等新兴社会化媒体营销特点，面

向人群特征以及营销技巧。 

6. 营销软文的撰写 

7. 社会化媒体整合营销方案。 

1.案例研究、讨论、总结 

2.实训 1：问答营销与百科营销 

3.实训 2：微信公众号策划、推广 

4.实训 3：社会化媒体整合营销策划 

4.网络广告营销 
1. 网络广告的概念和特点，基本表现形式、渠道 

2. 网络广告策划的概念、原则、内容。 

3. 网络广告文案的元素构成、撰写技巧；  

4. 网络广告投放渠道，许可 Email 广告投放流

程、技巧。 

5. 网络广告效果监测和评估标准 

1.案例讨论：网络广告的类型 

2.讲解：网络广告策划的原则、内容、

投放渠道 

3.邮件广告：邮件广告三要素、内容设

计和投放。 

4.实训 1：邮件广告的设计、发送 

5.实训 2：了解门户网站广告收费情况 

5.网络整合营销 

1. 网络营销策划的基本原理、流程 

2. 网络品牌推广 

1.情境问题引入：某 APP 的推广策划 

2.讲解并讨论：网络推广的特点，常用

手法及推广工具整合。 

3.实训：某 APP 推广策划案（方案撰写

及宣讲） 

4.实训（选做）：全国职业院校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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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运营竞赛校内赛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专任教师应具有 2 年高职教学经历+1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或 3 年以上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历；企业兼职教师应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电商相关岗位工作经历。 

2.教学设施 

可上网计算机实训室 

3.教学资源 

1).ShopEx EcStore 商用建站平台； 

2).中教畅享“搜索引擎营销实训系统”; 

3).博导前程电子商务教学实训平台：www.ibodao.com 

4).全国职业院校电子商务运营技能竞赛训练平台 

5).网络课程平台 

4.教学方法 

1).本课程以任务驱动为核心，法采用案例教学、讲授法、直观演示、翻转课堂、四步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2).以赛促教，全程结合博导前程学习平台“i 博导”上“全国职业院校电子商务运营大赛”、“软文营销大赛”

等职业技能竞赛在线训练系统或全国电子商务技能竞赛教学软件、SEM 营销实训软件（中教畅享）将教学内容与竞

赛实操内容结合，边学边做。 

3).运用“搜索引擎营销”网络课程资源包括互联网上大量实战型网络营销指导课程开展教学； 

5.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注重综合素质考核，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

考核占 60%,  评价指标体系详见《网络营销课程标准》，期末考核占 40%，采用笔试方式。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http://www.ibod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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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3 54

1、

2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2 36

1—

3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1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5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6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7 4320089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 2 36 26 10 * √ 2

8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

17.5 315 227 88 9.5 7.5 0.5  7 126

扩展能

力模块
6 108 54 54  4 2

1 1120091
现代管理方法(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2.5 45 45 0 2.5 1

2 1020099 经济学基础(Foundation Economics) 2.5 45 45 0 2.5 2

3 1020156 商务沟通I(Business Communication) 2 36 18 18 2 3

4 1020094
国际贸易实务（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3 54 27 27 3

5 3720012 经济法(Economic Law) 2 36 36 0 2

12.0 216 171 45

1 0720288

营销职业认知与素养训练(Marketing

profession cognition and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

2.5 45 18 27 * 2.5

 

1

2 0720287 消费行为分析(Consumer Behavior Analysis) 3 54 36 18 √
3

2

3 1020292 商务数据分析(Business data analysis ) 3 54 27 27 ▲ 3   3

4 0722156 商务沟通II(Business Communication) 3 54 27 27 ▲
 3

4

5 0720207 市场调查(Market Research) 3 54 27 27 3 5

6
0720354

营销策划实务(Marketing Planning Practices)
3 54 18 36

▲ √ 3

7 1020073 网络营销（E－Marketing） 3 54 18 36 3

8 0720353 销售管理(Sales Management) 3 54 36 18 ▲ √ 3

23.5 423 207 216 9.5 11 15    

1 1020294
网店运营管理(Network store operation

management )
3 54 18 36 3 1 1020260 营销沙盘实训 2 36 2 3

2 2 1020261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

论文（设计、实习报

告）

18 324 18 4

3 54 18 36 0 0 3 0 20 360

1 1020155 渠道管理(Channel Management) 2 36 27 9 2  1 1020156 新零售营销综合实训 2 36 2 2

2 1020158
商务信息搜索与处理（Business Information

Search and Process）
1 18 9 9 1  2 1020157

新媒体营销综合实训

(Training of New

Media Marketing)

3 54 3 3

3 0720284
网络信息编辑实务(Network information

editing practice ) 3 54 18 36 ▲ 3 3 1020289 企业营销实践 2 36 2 3

4 1020291 商品采编与网店装修 2 36 9 27 2 4 1020421

信息化技能强化训练

(Intensive

Train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kills)

3 54 2 3

5 1020295 网络客户服务 1.5 27 9 18 1.5  5

6 1020299 新媒体商务视觉传达设计 3 54 18 36 3  6

7 1020283 移动电子商务 2 36 18 18 2

8 1020274 跨境电子商务(Cross-border E-commerce) 3 54 18 36 ** 3  

7 126 54 72 0 9.5 8 0 2 36

69.0 1242 731 511 29.0 522合计

1

课程

类型
学时

公共选修课（小计）

合计

内容
核心

课程
实践课程名称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基本素

质与能

力）

小计

小计

4

专业群

平台课

程(必

修)

小计

单项技

能模块

(专业必

修课)

小计

小计

学分

教学模块

小计

序

号

专业

（技

能）

课程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课堂教学

综合技

能模块

（专业

必修

课）

学期周学时数

2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考核

方式

综合实践教学

理论 学分

小计

序

号

课程代

码

考试

方式

学

期

序

号
学时 周数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3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小计

小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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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38.6 731 41.20% 

实践教学 59.4 1033 58.80%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24.5 441 25.00% 

专业（技能）课 58.5 1053 59.69%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6 108 6.12% 

专业（技能）课 9 162 9.18% 

总学时/学分 98 1764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或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较强的专业知识功底和企业实践经验，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超过 80%；教师有理想信念、有扎

实学训、敬业爱岗；每五年不低于 6个月的企业生产实践。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

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营销相关知识扎实，三年及以上相关营销岗位工作经验；具备良好的营

销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对教育工作有责任心；能够胜任专业课程授课、实习实训指导、职

业技能竞赛指导和创业项目指导等工作。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内 生产性营销实践中心 

网络二手资料调研、电话

访问 

市场营销、市场调查、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

网络营销、网络信息编

辑等 

可访问外网、可访问

网络中心教学资源、

配商务建站软件、

SPSS 数据分析软件、

SEM 实训软件、网店装

修运营软件、商务数

运用 OFFICE软件进行文字

处理与图表制作 

市场营销、市场调查、

网络营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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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数据录入与分析 市场调查 据分析实训软件 

淘宝网店经营、购物体验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 

网络营销、网店运营等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网页制作与美化 电子商务网页设计 

电子商务网站总体规划、

系统建设与网站测试 

电子商务网站规划与

管理、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 

家银通、互联星空、神州

付、信用卡网上支付、手

机钱包等互联网电子支付

手段的运用 

网上金融实务 

ChinaTcp 个人控件数字签

名系统 1.00 使用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 

多功能营销实训室 

客户沟通、演讲、会议沟

通、辩论、商务礼仪、深

访、座谈会、汽车销售、

4S 店前台接待礼仪等 

商务沟通 

市场调查 

销售管理 

汽车销售服务技法 

汽车商务管理与实务 

多媒体教学设备、录

播系统、模拟 4S 店 

ERP 实训室 
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操作实

训 
销售管理 ERP 软件  

商务创业实训室 模拟创业实训 模拟创业实训 
可上网计算机设备、

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营销策划实施中心 营销策划及实施 营销策划实务 

可访问外网，可访问

网络中心教学资源；

路演设备；配市场营

销综合实训系统；会

议桌椅 

电子商务综合 

实训室 
电子商务综合实训 电子商务综合实训 

可访问外网，可访问

网络中心教学资源；

配电子商务综合实训

系统 

校外 

广州珠江啤酒有限公

司 

快消品渠道销售及管理顶

岗实习 

营销岗位综合实训、毕

业实习 
我校教学企业 

广州骆驼服饰有限公

司 

电子商务网站销售及客服

岗位顶岗实习 

营销岗位综合实训、毕

业实习 
我校教学企业 

广州新居网家居科技

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网站销售及客服

岗位顶岗实习 

营销岗位综合实训、毕

业实习 
我校教学企业 

广州明度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 
市场类顶岗实习 

营销岗位综合实训、毕

业实习 
我校教学企业 

 

（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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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选用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尽量选用三年内出版或修订，知识及资源更新较快，工学

结合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有关市场营销理论、技术、方法、思维以及实务操作类图书，经

济、管理、营销、信息技术类文献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备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要求。 

 

（四）教学方法 

全面推行项目任务驱动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广泛运用

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

等新型教学模式，推动课堂教学革命打造优质课堂。 

推进课程思政，结合营销职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梳理每一门课程蕴合

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营销职业素养； 

 

（五）学习评价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课程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包括职业素养、职业通用能力和专

业知识技能评价；评价标准可量化、可操作，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能有

效进行学生知识能力素质评价，为持续提升教学质量提供依据。 

 

（六）质量管理 

根据《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及质量保障体系》，完善课堂教学、教

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

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

全巡课、听课、评教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 

学院年度开展麦可思毕业生就业质量调研，专业开展年度实习单位满意度调研，建立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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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和社会评价机制，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进行持续定期评价。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基于专业群构建的目标、原则、效益，按产业要素逻辑关系构建专业群，即以商贸物流

各产业要素部门在产业链条上的地位和功能为依据，以关键部门对应的专业来整合其他部门

对应的专业，以市场营销专业为核心专业，整合国际贸易实务、物流管理等专业，构建商贸

物流专业群。 

 

（二）专业群：商贸物流专业群 

共享《现代管理方法》、《市场营销》、《商务沟通 I》、《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跨境电

子商务》等平台课程；共享平台课程教学的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享校内的电子商务

综合实训室、电话营销中心、多功能营销实训室（沟通类和电商类实训室）和校外的商贸系

跨专业实习招聘会，共享专业间实习基地。 

 

（三）专业特色 

本专业建立“营销实战三元一体化”（将专业课程、顶岗实习、校园营销实践三个教学环

节融为一体）教学体系，推行“综合素质”（包括个性特质、职业通用能力、营销技能）人才

培养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综合素质+营销实战”人才培养模式，将互联网营销新模式融嵌入

到营销能力培养的核心课程之中，培养“互联网+营销”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市场营销专业构建了营销人才综合素质测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内驱力、思考力、行动

力、营销专业能力、职业素养五大类指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依据这五大类指标制定；实施

过程中针对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3个年级），使用测评指标体系对学生职业素养进行量化

测评，并以测评结论评价教学质量，以及调整教学方法、改进教学内容，实现对市场营销专

业学生的学习进行有效监控、反馈教学，并达到提升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标。 

培养“互联网+营销”人才，主要定位于培养各类企业的电商运营人才和线上线下结合的

营销推广人才，构建了“互联网+营销”课程体系，在进行深入的企业调研之后开设了以下课

程：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网络营销、商业图像处理、网络信息编辑实务、商务数据分析、

网店运营管理、跨境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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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创新创业教育】 

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整个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启蒙阶段、培养阶段、实战阶段。启蒙阶段：通过开设

《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等课程，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启蒙；培养阶段：通过开设专门

的创新创业训练课程、其它贯彻创新创业理念和培养方法的专业课程，举办培养创新创业的

课外活动和竞赛等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实战阶段：引入企业等共同开发

创业项目，成立创业团队开展创业实践，校企协同开展创业实践指导和创业公司孵化。 

实施阶梯式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包括《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启蒙类创业课程)；

《市场营销》（创业公司营销战略与策略选择)、《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电商网店运营）、《网

络营销》（电商产品销售及品牌推广）等创业技能类课程；《营销沙盘实训》（企业模拟经营）

等创业模拟实训课程。 

校企合作推进学生创新创业：本专业与多个企业合作，积极开展学生创业训练和实践。

通过创业训练和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和兴趣，提高学生对企业和社会的认知，

培养学生创业所需要的心理素质、社会能力和专业能力。 

 

十一.【第二课堂】 

（一）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汽车营销技能大赛；全国“挑战杯”创业大赛；全国营销技能大赛；全国电子商务

技能大赛。 

（二）创业训练 

电商创业训练项目；品牌创业训练项目。 

（三）校园商务活动 

 以学生学术社团“市场营销学会”为主要的组织者，包括校园拍卖会、营销创业大赛

等。 

（四）专业教师指导的其它营销训练活动。 

（五）其它社团组织的创新创业活动。 

（六）扶贫下乡等各种社会活动、晚会等各种美育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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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信息处理技术员 

2.多媒体制作设计员 

3.电子商务运营师 

4.助理广告设计师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二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83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3  学分），专业选修课 9 学分，公共选修课  6  学分， 总学分 

达   98  学分（学时达  1764  ）方可毕业。                                             

                                              编制人：钟平、燕艳 

审定人：肖利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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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物流管理 

专业代码：630903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三方物流、制造企业和电子商务物流企业，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掌握智慧仓储、智慧运输、智慧供应链、智能配送、货代、快递和物流加工等

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来分析与解决智慧物流业的实际问

题，并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能够胜任仓储、运输调度、货代、快递等工作岗位，具有持续

所属专业大

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

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等级证书举例 

财经商贸

（63） 

物流 

（6309）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G53-60）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服务

人员（4-02） 

运输、货运代理、

仓储、配送 

助理物流师证、叉车

证、助理电子商务师

证、外经贸单证专业

证、助理跨境电子商

务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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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件，具备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扎实的物流管理专业知识、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服务企业和社

会意识，具有绿色物流意识。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国学精粹、创新创业、国防军事、体育等知识。 

（2）专业知识 

熟悉掌握商品检验和养护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了解主要物流设施设备及其管理方

法；掌握无人仓技术和管理方法；掌握运输调度基本知识和智慧运输系统，熟悉 GPS监控技

术，智能交通运输选择的基本方法；了解国际物流、货运代理、快递管理等基本知识，熟悉

货物通关的基本程序；熟悉仓储、运输、ERP 等物流信息系统；掌握电子商务企业的货物调

度、自动化分拣、智能配送管理等知识；掌握物流运营方案设计、业务谈判技巧；熟悉供应

链管理技能方法。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编写专业技术报告，并借助辞典阅读英文专业文献；

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完成团队组织与协调管理，善于同他人密切合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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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学习、更新和使用各类办公软件完成相关工作；具有较高的

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参与或主持创新创业活动、竞赛和项目；具有公关与营销的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仓储管理能力：会开展配送业务；使用 RFID 和条码出入库；能操作叉车、地牛、起重

机等物流设备；会操作无人仓设备；进行无人仓方案设计。运输调度能力：能使用物流运输

信息系统（TMS）；设计运输路线、安排车辆和司机；监控运输途中车辆；能安排货物的装

卸与货物交接；进行智能车辆运输方案设计。货代管理能力：能制作和审核报检资料、业务

单证等；能办理报检业务。物流运营能力：能质量标准规范物流活动，并制定部门标准；培

训物流人员；进行物流质量控制；制定绩效考核体系并培训物流人员；协调各部门的协同办

公；善于与供应商的沟通和谈判。供应链协作能力：能制定供应链整体运营的方案；会进行

大数据分析，识别潜在客户；能进行供应链系统平台操作能力；完善产品供应链整个流程，

预防风险；能熟练操作各类数据软件，供应链数据进行有效管理。 

（3）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生产运作管理、物流投资项目与管理策划能力；具有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能力；具

有国际物流运营能力；物联网设备操作和物流技术应用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仓库管理

★ 

货物进/出与在库养护，仓库货

物的整理和归类存放，收发货业

务。 

会开展配送业务；使用 RFID 和条码

出入库；能操作叉车、地牛、起重

机等物流设备；会操作无人仓设备；

进行无人仓方案设计 

仓储与配送管理 

物流信息系统 

物流设施与设备 

无人仓设计与管理 

2 
运输调度

★ 

制作客户运输计划；运输计划执

行与监督；处理货损货差或车辆

异常情况；车辆管理；GPS 和北

斗监控管理。 

能使用物流运输信息系统（TMS）；

设计运输路线、安排车辆和司机；

监控运输途中车辆；能安排货物的

装卸与货物交接；智能车辆运输方

案设计 

物流运输组织与实务 

快递运作实务 

物流信息系统 

物流大数据分析 

3 
货运代理

★ 

承揽国内外散杂货运输业务；进

行租船、订舱操作；操作相关单

证业务；安排报关和报检业务 

能制作和审核报检资料、业务单证

等；会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办理

报检业务。能进行一体化运输管理 

报关实务 

进出口商品报检实务 

货运代理 

4 物流运营 

监控公司日常运作，控制及处理

公司日常客户投诉；对供应商进

行有效管理；处理相关的异常订

单，不断提出系统优化建议，优

能根据 ISO9000 和 14000 等质量标

准规范物流活动，并制定部门标准；

培训物流人员；进行物流质量控制；

制定绩效考核体系并培训物流人

采购管理 

采购谈判与沟通技巧 

物流英语 

物流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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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配送系统设置；与仓储，技术，

客服等跨部门协作； 

员；协调各部门的协同办公；善于

与供应商的沟通和谈判 

5 
 供应链

管理 

制定公司供应渠道的整体运营

策略、营销策略；对销售和采购

制定相应活动计划，充分挖掘利

用平台方资源完成销售指标；结

合线上线下研究市场发展趋势

动向，进行数据分析，高效实时

调整营销策略；合理控制供应链

库存及周转情况，定期梳理并制

定相应供应链策略。 

能制定供应链整体运营的方案；会

进行大数据分析，识别潜在客户；

能进行供应链系统平台操作能力；

完善产品供应链整个流程，预防风

险；能熟练操作各类数据软件，供

应链数据进行有效管理 

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 

市场营销 

物流大数据分析 

物联网技术与管理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

律基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

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

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法律素

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

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理论、

原则，帮助大学生领会社会主

义法律精神，掌握相关法律基

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

生活问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

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主动学

习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发

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

培养与训练（理想信

念、人生价值、爱国

主义和核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个人品德、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和家庭美德规范和

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法律规范和

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

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育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

学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要

求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

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

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

观和法治观教育，引导大学

生提高思想道德素养和法

律素养，成长为自觉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与辩证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毛

10、 毛泽东思想 

11、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 

12、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有

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

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熟

悉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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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

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

力，准确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

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与

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解释

社会现象的能力。 

类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

源库。 

3 
形势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

党和政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

的能力，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

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

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外交、国际战

略等各主题的重大

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

线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

须同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和线下作业，学期考核方能

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

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

作,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

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动损

伤和预防等，熟练掌握一定的

体育裁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

织与管理，以及体育竞赛的鉴

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

度的体育竞技水平,组织不同

规模的体育比赛,能够执裁一

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鉴赏

体育竞赛，参与并指导社区的

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

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

排球（气排球），乒

乓球，羽毛球，体育

艺术类项目（健美

操、体育舞蹈、瑜

伽），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职业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

职业道德及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1、基础模块：日常

的英语听说、自主学

习，交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

规划未来、创办公

司、公司介绍、职场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

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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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

型,了解时间管理、职业规划、

创业、产品及公司介绍、招聘

与评估、销售与营销、商务旅

行、会展等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

英语对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

交流，能阅读一般题材的英文

资料，能完成英语应用文写

作，能借助词典英汉互译业务

材料。 

沟通、产品介绍、求

职招聘、联系业务、

推销产品和服务、电

子商务、商业调查、

商务差旅、参加会展

等 

3、综合拓展模块：

强化训练和英语考

证模拟训练。 

6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信息化处理工作的意识和

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

的功能，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

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

本知识，掌握常见办公软件的

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

件的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

安全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

和物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

统的操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

技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脑机

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络化

多媒体机房、局域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师要

求具有丰富的信息技术教

学经验，能动态掌握目前信

息技术的更新和变化，责任

心强，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7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

觉践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

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具

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

悉儒家思想主要旨趣，熟读

《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

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

经典著作，熟读《道德经》，

了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

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

慈悲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

传统思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

想内涵的能力，具备反省自我

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觉将中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

生智慧、道家的人生

智慧与佛家的人生

智慧等内容，具体设

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

学、孝亲、诚信、敬

业、自然、无为、智

慧、慈悲等教学模块

（每模块 1-2 学

时），根据不同专业

特点选择使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

城市国学讲坛（3 学

时）、雅艺体验（2

学时）、岭南文化调

研或其他国学实践

类活动（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

琴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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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会现

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能力。 

综合实践项目（2 学

时）。 

8 

大学生职

业生涯与

创新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

来的职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业能

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

职业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

写；了解创新创业相关理论、

形式、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

建的方式与方法，了解创业企

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撰

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

业准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

学习与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

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

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

能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

反馈与修正；科学组建团队，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

创业实践活动为载体参与创

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范的创

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

申请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

理；具备求职技能，能快速适

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

方法，价值观和职业

选择的关系，认清自

我的技能，掌握职业

环境探索的内容、方

法，职业生涯规划书

的撰写，组建创新创

业团队，创业环境分

析的因素与方式方

法，创新创业项目调

研与选择的方式方

法，创新创业融资的

渠道、方法及注意事

项，创新创业实际操

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

业准备，提高就业技

巧，职业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实践）项目等多

个校内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

通等教学 APP 

9 
应用写作

实训 

掌握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

的 OA 电子公文写作基础知

识、格式 、技法、行文规则

等。能够一步到位，格式规范，

快速准确地写作以党政机关

公文为核心的常用电子公文。

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习

惯和协作能力，提升职业核心

竞争力。 

 

应用文及其写作过

程、党政机关公文办

文、事务文书办文、

财经文书办文、常用

文书办文、应用写作

综合技能实战演练。 

 

全面体现中小型企业办文

过程的项目教学设计，使教

学成为一个完整的“OA 办

文业务实践流程”，将纷繁

复杂的理论学习转化为的

生动有趣的“办文工作模拟

实训”。 

10 经济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

学文化，把数学思想、方法延

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1、通识基础模块：

基本的一元函数微

分学和简单的一元

函数积分学。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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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

练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掌握古

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和随机变

量的数字特征计算，熟悉微积

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

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方法处理实际工作中有关数

量问题,能完成非均匀变化的

连续问题的变量间关系的构

建，连续变化时的关系、变化

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线性

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

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并予以求

解,可应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

对实际或然问题进行求解。 

  2、专业基础模块：

一元函数微分学和

积分学、简单的一阶

微分方程求解(理工

类)。 

  3、综合拓展模块：

多元函数微积分学，

线性代数，概率统

计。 

11 
军事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

强军目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

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实施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

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

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忧患

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

综合国防素质。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2 
军事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

行禁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

的过硬作风。提高安全防护能

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

能力，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

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

条令的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

作的基本要领，了解格斗防卫

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领，

了解战备规定、紧急集合、徒

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本要求

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

训练：共同条令教

育，分队的队列动

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

轻武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

防护训练：格斗基

础。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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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现代管理方法 

掌握管理基本原理；熟悉管理

理论；能熟练使用计划、组织、

协调、控制、激励、指挥等功

能。掌握伦理道德、社会主义

公民道德等 

管理学概念；管理学发

展；管理功能；划、组

织、协调、控制、激励、

指挥；企业伦理、企业

社会责任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网络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2 市场营销 

了解市场营销的概念；掌握营

销 6P 管理；能熟练指导价格，

促销策略，分销渠道；人员推

销策略 

市场营销概念；价格，

促销策略，分销渠道；

人员推销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3 统计 

了解统计概念；掌握统计方

式、统计调查设计；统计整理；

统计分组；统计指标；统计报

告写作。 

统计概念；统计方式、

统计调查设计；统计整

理；统计分组；统计指

标；统计报告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统计工作方

法 

4 物流管理基础 

认识物流；掌握物流功能和基

础理论；掌握物流创新和创业

基本技术和方法；掌握智慧物

流发展 

物流概念；物流理论；

物流功能；创新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网络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5 物流会计与财务 

掌握物流会计出入账操作；会

计单据操作；财务分析；会计

报表分析 

物流会计出入账操作；

会计单据操作；财务分

析；会计报表分析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6 物流设施与设备 

掌握物流基础设施使用流程；

掌握物流装卸设备操作；出入

库设备操作；无人机操作；运

输设备管理与操作；流通加工

技术分析；物流信息系统操作 

物流基础设施；物流装

卸设备操作；出入库设

备操作；无人机操作；

运输设备管理与操作；

流通加工技术分析；物

流信息系统操作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7 物流大数据分析 

掌握物流数据的收集；运用大

数据分析技术进行数据处理、

分析；完成大数据研究报告 

物流大数据收集；大数

据分析工具；大数据处

理；大数据分析；大数

据研究报告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8 仓储与配送管理 

掌握智能仓库设计；物流信息

系统；掌握仓储管理技术；进

行仓储单据操作；智能配送方

案设计 

智能仓库设计；物流信

息系统；智能仓储管理

技术；仓储单据操作；

智能配送方案设计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仓储岗工作

方法 

9 
物流运输组织与

实务 

掌握智能运输设计；能进行智

能运输调度、监控、质量管理；

国际物流运输操作；运输单据

操作 

智能运输设计；智能运

输调度、监控、质量管

理；国际物流运输操作；

运输单据操作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运输工作方法 

10 智慧物流与供应 掌握智慧物流系统理论；掌握 智慧物流；智慧物流规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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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管理 智慧物流规划与设计；熟悉供

应链管理；能进行智慧物流规

划；供应链维护与管理；智能

客户管理 

划与设计；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维护与管理；智

能客户管理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11 
物流成本管理与

控制 

掌握物流成本分析方法；物流

成本控制；能熟练分析物流成

本产生、成本控制；物流风险

控制与防范；物流融资和物流

金融 

物流成本分析方法；物

流成本控制；物流成本

控制；物流风险控制与

防范；物流融资和物流

金融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12 快递运作实务 

掌握快递站点管理；能熟练操

作国内外快递分拨；集散；快

递单制作；客户管理；国际快

递运输 

快递站点管理；能熟练

操作国内外快递分拨；

集散；快递单制作；客

户管理；国际快递运输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快递工作方法 

13 
进出口商品检验

实务 

掌握进口和出口商品检验、检

疫；熟练填制进出口商品检验

检疫单；熟悉进出口许可业

务，填写进出口许可证 

进出口商品检疫检验；

托盘等物品的检验检疫

证明；进出口许可业务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货代工作方法 

14 报关实务 

掌握货物商品编码编制；熟练

掌握进出口报关单制作；熟悉

通关流程；能进行网上报关业

务操作 

货物商品编码编制；进

出口报关单制作；通关

流程；网上报关业务操

作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货代工作方法 

15 货运代理 

熟练掌握货物的代理进出口

业务；熟悉船代业务；掌握货

物多式联运代理；大陆桥运输

代理和航空代理业务 

租船代理；船务代理；

航运代理；铁运代理； 

道运代理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货代工作方法 

16 物流信息系统 

掌握物流仓储信息系统、物流

运输信息系统、货运代理系

统、快递信息系统等物流信息

系统的操作 

仓储管理信息系统；供

应链管理信息系统；货

运代理信息系统、快递

信息系统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17 物流英语 

熟悉物流基础英语；掌握物流

业务操作英语；掌握物流商务

英语；能进行物流业务方面的

英语对话和写作 

物流基础英语；物流专

业英语词汇；物流商务

英语对话与写作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18 采购管理 

熟练掌握物流物品采购计划；

掌握第三方采购；管理 MRP

采购；电子商务采购；招标采

购；供应商管理 

物流物品采购计划；第

三方采购；管理 MRP 采

购；电子商务采购；招

标采购；供应商管理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19 
物联网技术与管

理 

掌握二维码制作和使用；掌握

RFID 卡片制作和使用；掌握

手持终端的操作和维护 

二维码制作和使用；

RFID 卡片制作和使用；

手持终端的操作和维护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20 
物流岗位综合实

训 

掌握物流主要岗位的岗位技

能；掌握主要岗位的知识、素

质和技能；掌握物流主要岗位

物流主要岗位的岗位技

能；主要岗位的知识、

素质和技能；物流主要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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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智能技术使用；质量控

制；人员安排和调度技术 

岗位的现代智能技术使

用；质量控制；人员安

排和调度技术 

方法 

  21 

毕业（顶岗）实

习与毕业实习报

告 

掌握物流主要岗位的实践技

能；能够直接上岗操作，完成

毕业实习报告制作 

物流主要岗位的实践技

能，完成毕业实习报告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

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物流岗位群工作

方法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仓储与配送管理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仓库设计 仓库选址；仓库内部设计与布局；仓库设施设

备选择 

活动 1：仓库选址 

活动 2：仓库内部设计 

活动 3：绘制仓库平 图 

入库管理 
接单；订单录入；库位选择；安排叉车员、叉

货、上货架 

活动 1：入库及制单 

活动 2：外包装检查 

活动 3：货物装卸搬运 

仓库管理 ABC 货物分类；仓库及仓库设备；仓储保管 活动 1：货物盘点 

能 力 进 阶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物流管理
基础 

第五阶段 

岗位能力培养 

 

 

 

毕

业

实

习

与

实

习

报

告 

仓储与配送
管理 

物流法律
法规 

进出口商品
检验 

统计 

采购管理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应用写作

实训 

货运代理 电子商务基
础与实训 

无人仓设
计与管理 

物流运输组
织与实务 

 

物流会计与
财务 

 

报关实务 

采购谈判与

沟通技巧 

 

智慧物流与
供应链管理 

快递运作实
务 

市场营销 
 

物流设施设
备 

 

物联网技术
与管理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现代管理
方法 

计算机应
用基础 

 

物 流 系 统
规划 

国际物流 

物流综合
岗位实训 

物流大数
据分析 

智能调度与
管理 

物流管理技
能等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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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仓库日常管理 

活动 3：特殊货物检查 

出库管理 制作出库单；分拣；集货；打包 

活动 1：出库及制单 

活动 2：货物分拣 

活动 3：货物积载与交接 

配送 制作配送单；装车；在途运输；交货；回单 

活动 1：装货计划 

活动 2：配送路线设计 

活动 3：配送计划 

仓储综合解决方案 综合分析仓储管理流程设计 活动：综合仓储管理流程设计方案与优化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教师需要 1 年以上物流行业工作经验，拥有双师证书。本课程在校内生产性实践基地“物流设施设备实训室”，

采用项目考核。 

 

核心课程 2 物流运输组织与实务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公路运输 
运输网络设计；货源组织；接单；商业包装；运输方案设计；运

输调度；异常事故处理；运行管理；质量控制；交货管理 

活动 1：普通货物整车运输 

活动 2：零担货物运输 

活动 3：特殊货物整车运输 

铁路运输 
列车运输申请；货款结算；运输方案设计；途中站工作；达到站

工作；异常事故处理。 

活动 1：普通货物整车运输 

活动 2：零担货物甩挂运输 

活动 3：国际货物大陆桥 输 

水路运输 
租船运输；班轮运输；集装箱提箱；装箱；装船；制作单证；投

保；运输路线设计；卸船；货物交接。 

活动 1：家电品租船运输 

活动 2：日常用品班轮运输 

活动 3：展品集装箱运输 

多式联运 
多式联运货源组织组织；运输路线设计；报价多式联运单证操作；

运输工具的调度；运输工具之间货物交接；到达后货物交接 

活动 1：家电品多式联运 

活动 2：特殊物品多式联运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教师需要 1 年以上物流行业工作经验，拥有双师证书。本课程在校内生产性实践基地“物流多功能实训室”，采用

过程性考核为主。 

 

 

核心课程 3 采购管理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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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MRP 采购 
物料需求计划制作；订货点设计；需求单制

作；采购合同签订；采购入库；货款结算 

活动 1：家电品原材料采购 

活动 2：家具原材料采购 

电子商务采购 
货源搜寻；货物比较；议价；网上购买；收

货。 

活动 1：电子商务采购价格 

活动 2：电子商务采购方案 

招标采购 
标书制作；发布招标信息；资质审查；招标；

签订协议；采购入库。 

活动 1：办公品招标采购 

活动 2：原材料招标采购 

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调查；供应商开发；供应商的选择；

供应商的评估； 供应商关系管理。 

活动 1：供应商管理 

活动 2：供应商选择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教师需要 1 年以上物流行业工作经验，拥有双师证书。本课程在校内生产性实践基地“物流多功能实训室”，采用

项目考核为主。 

 

 

核心课程 4 货运代理 

学  期 1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租船代理 
租船信息 布；寻找船方信息；议 ；拼船；班

轮租船；航次租船；光船租船。 

活动 1：彩电出口租船 

活动 2：汽车进口租船 

船务代理 
船信息发布；寻找货源；出租船合同签订；佣金

计算；装卸船操作；船的交接操作。 

活动 1：光船出租 

活动 2：航次出租 

活动 3：班轮仓位出租 

航运代理 
委托运输单制作；计算仓位；制作货运单；交接

发运；航班跟踪；交货。 

活动 1：家电品出口航运代理 

活动 2：机械制品进口航空代理 

铁运代理 
铁运货运代理合同签订；货物验视；装箱装车；

国际铁运代理；交货。 

活动 1：纺织品出口铁运代理 

活动 2：医药品进口 运代理 

道运代理 
货运信息发布；寻找运输商；收货入库；装箱装

车；货运代理单制作；货物在途监控；货物交接 

活动 1：日常用品道路运输代理 

活动 2：特殊物品道路运输代理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教师需要 1 年以上物流行业工作经验，拥有双师证书。本课程在校内生产性实践基地“物流多功能实训室”，采用

项目考核为主。 

 

 

核心课程 5 快递运作实务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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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客户 单 网上接单；电话接单；上门接单；客户投诉处理。 

活动 1：文件品网上接单 

活动 2：个人物品电话接单 

活动 3：电子商务物品网上接单 

收件处理 
制单；派单；货物验视；快递包装；称重计价；保

价。 

活动 1：文件品上门收货 

活动 2：电子商务物品前台收货 

分拣打包 
快递品分拣；完美包装处理；集中打包处理；贴标

签；按区域堆放处理。 

活动 1：文件及纸质品分拣打包 

活动 2：普通品分拣打包 

活动 3：水果蔬菜分拣打包 

活动 4：鲜活品分拣打包 

国内快递 
扫描出库；配送中心收货；按区域发货；二级区域

发货；快件交接。 

活动 1：文件及纸质品发货处理 

活动 2：普通品发货处理 

活动 3：水果蔬菜发货处理 

活动 4：鲜活品发货处理 

国际快递 
制作国际快递单；扫描出库；报关报检；国际航空

快递运输；送达交接。 

活动 1：文件及纸质品国际快运 

活动 2：普通货物国际快运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教师需要 1 年以上物流行业工作经验，拥有双师证书。本课程在校内生产性实践基地“物流多功能实训室”，采用

项目考核为主。 

 

 

核心课程 6  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学  期 4 总学时 45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智慧物流 智慧物流概念；智慧物流发展；智慧物流的应用 

活动 1：认识智慧物流 

活动 2：智慧物流发展趋势 

活动 3：智慧物流应用 

供应链构建 供应链结构；供应链类型；供应链构建方法和过程 

活动 1：供应链结构 

活动 2：供应链类型 

活动 3：供应链构建方法和过程 

战略合作伙伴管理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选择；战略合作

伙伴管理 

活动 1：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活动 2：战略合作伙伴选择 

活动 3：战略合作伙伴管理 

联合库存管理 牛鞭效应；联合库存构建策略；联合库存管理 

活动 1：牛鞭效应 

活动 2：联合库存构建策略 

活动 3：联合库存管理 

供应链管理方法 快速响应方法；敏捷管理；柔性管理 

活动 1：快速响应方法 

活动 2：敏捷管理 

活动 3：柔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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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教师需要 1 年以上物流行业工作经验，拥有双师证书。本课程在校内生产性实践基地“物流多功能实训室”，采用

项目考核为主。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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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04 应用写作实训 2 36 26 10 * √ 2

11 4358001 经济数学 2 36 36 0 2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9.5 531.0 353.0 178.0 17.5 11.5 0.5 10 180

扩展能

力模块
10.0 180.0 90.0 90.0 4 4.0 4.0

1 1120091 现代管理方法（Management） 2.5 45 36 9 2.5

2 1020161 市场营销（物流方向）（ Marketing） 2 36 27 9 √ 2

3 1120085 统计（Statistics） 2 36 27 9 2

6.5 117 90 27 0 0 2.5 2 0 2

1 1120263
物流信息系统（ Logiisitc Informantion

system）
3 54 27 27 3

2 1120200 物流英语（Logistics English） 2.5 45 18 27 2.5

3 1120142 物流管理基础（Logistics Management） 3 54 27 27 √ 3

4 720088
物流会计与财务

（Logistic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 54 27 27 3

5 320034
物流大数据分析（Logistics Big Data

Analysis）
3.5 63 27 36 ▲* √ 3.5

6 1120145
物流设施与设备

（Logistics Facilit ies and Equipment）
3 54 27 27 ▲ 3

18 324 153 171 3 6 5.5 3.5 0 0

1 1120097
仓储与配送管理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3 54 27 27 **▲ √ 3

2 1120147
物流运输组织与实务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Practice）
3 54 27 27 **▲ √ 3

3 1120103
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5 45 27 18 **▲ √ 2.5

4 1120115
物流成本管理与控制（Logistics Cos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3 54 27 27 ▲ √ 3

5 1120145
物流设施与设备

（Logistics Facilit ies and Equipment）
3 54 27 27 ▲ 3

6 1120175
物联网技术与管理(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management )
3 54 27 27 3

17.5 315 162 153 0 3 6 8.5 0 0

1 1120138 快递运作实务（Express Operation Practice） 3 54 27 27 **▲ √ 3 1

2 1020141
进出口商品检验实务（Imports and Exports

Commodity Inspection Practice）
2 36 18 18 ▲ 2 2 1120095

物流岗位综合实训

（logistics

Practice）

8 144 8 5

3 0720295 报关实务（Customs Declaration） 2 36 18 18 ▲ 2 3 1120109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

业实习报告

（Graduation

Practice）

18 324 18 6

4 1120094 采购管理（Purchasing Management） 3 54 27 27 **▲ √ 3

5 1120108 货运代理（Cargo Agency） 3 54 27 27 **▲ √ 3

13 234 117 117 3 3 4 3 0 0 26 468 26

1 3720004 物流法律法规（Logistics Law ）

2 0720260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训(Introduction to E-

Commerce)

3 720423 VBSE综合实训(VBSE Integrated Training)

4 720117
物流投资与项目管理（Logistics Project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5 1120194
生产运作管理

（Produc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6 1520271 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 4 72 36 36

7 1120146
物流系统设计及规划（Logistics System

Designing and Programming）

8 1220145 国际物流（International Logistics ）

9 1320144
无人仓设计与管理（Intelligent Warehouse

Design & Management）
2 36 18 18

10 1220178
采购谈判与沟通技巧  （ Purchasing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11 1120136
连锁经营管理

(Cha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12 1020274 跨境电子商务（Cross-boder E-Cmomerce）

13 920412
智能调度与管理(Intelligent Scheduling

and Management)
6

13.5 243 153 90 0 2.5 4.5 4 2.5

108 1944 1118 826 26 26 24.5 27.5 6 36 648

2.5

4

2.5 45 18 27 ▲

18

2.5

27

2.5 45 27 18 ▲

2 36 18

2

2.518

2

2.5 45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基本素

质与能

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5

综合技

能模块

B（专

业必修

课）

4

专业群

平台课

程(必

修)

合计

核心

课程

小计

实践

合计

1

小计

序

号

专业

（技

能）

课程

2

6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小计

序

号
内容

课程

类型
学分

小计

考核

方式

综合实践教学

理论 学分学时

2

课堂教学

综合技

能模块

A（专

业必修

课）

学期周学时数

2

教学模块

小计

小计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考试

方式
学期

序

号

学

时
周数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小计

小计

小计

3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小计

36 18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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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62 1116  43.06% 

实践教学 82 1476  56.94%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29.5 531  20.49% 

专业（技能）课 91 1638  63.19%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94% 

专业（技能）课 13.5 243  9.38% 

总学时/学分 144 2592  100.00% 

八.【实施保障】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物流管理、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较强的专业

知识功底和企业实践经验，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低于 80%；教师有理想信念、有扎实学训、

敬业爱岗；每五年不低于 6个月的企业生产实践。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

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营销相关知识扎实，三年及以上相关营销岗位工作经验；具备良好的营

销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对教育工作有责任心；能够胜任专业课程授课、实习实训指导、职

业技能竞赛指导和创业项目指导等工作。 

 

   （二）教学设施 

 

类型 
实训基地

（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内

实训

基地 

物流软件实

训室 

入库管理、盘点、出库管理、配送、电器仓综

合操作等。 
仓储与配送管理 

智能物流仓储

实训软件 

整车运输方案设计 物流运输组织与实务 
物流运输信息

系统 

物料需求分析、采购定价、供应商信用评估、

采购谈判 
采购管理 

采购信息系统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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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运成本分析、物流服务价格及成本调查 物流成本管理与控制 
物流供应链软

件 

货运合同填写、外贸单证填写 、货代单证填

写、货代案例分析 
货运代理 货运代理软件 

物料清单的编制和工艺流程的制定、流水线的

设计与布局、生产计划与生产控制的制定、生

产进度管理、生产设备和生产质量管理 

生产运作管理 物流信息系统 

物流信息系统 物流信息系统 

国内快递业务模拟操作、国际快递业务模拟操

作  
快递运作实务 快递软件 

校内

实训

基地 

物流设施设

备实训室 

物流设施设备操作技能实训、仓库设计、连锁

超市物流、货运代理、国际多式联运、报关、

库存管理、装卸与搬运、物流信息技术、库存

管理、ERP 系统、POS 系统 

货运代理 货运代理软件 

物流设施设备 
物流相关软件

和硬件 

无人仓技术与管理 无人仓软硬件 

物联网技术与管理 物联网软硬件 

进出库业务流程、仓库布局设计、包装、装卸

与搬运、理货、分拣 
仓储与配送管理 WMS 系统 

物流多功能

实训室 

供应链管理模拟、啤酒游戏、供应链合作实训、

供应链成本控制 
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软件 

报检单证制作 进出口商品检验实务 报检软件 

制作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一般贸易、转关、清

关货物的报关流程 
报关实务 报关软件 

校外

实习

基地 

广东大参林

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 

仓库管理、仓库平面设计、仓库布局设计与优

化、货物分拣、进出库业务、运输调度、物流

岗位综合实训、毕业实习 

仓储与配送管理 物流设备硬件 

物流运输组织与实务 物流软硬件 

采购管理 采购工作环境 

采购谈判与沟通技巧 工作协商环境 

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 
物流软硬件 

物流设施设备 物流软硬件 

物流岗位综合实训 综合物流岗位 

广东怀远物

流实业有限

公司 

仓库管理、仓库平面设计、仓库布局设计与优

化、货物分拣、进出库业务、运输调度、采购

计划编制、采购谈判技巧、供应商管理、物流

岗位综合实训、毕业实习 

仓储与配送管理 仓储岗位  

物流运输组织与实务 运输调度岗位 

采购管理 采购岗位 

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 

仓储和供应链

管理岗位 

物流成本控制与管理 会计岗位 

物流岗位综合实训 综合物流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综合物流岗位 

嘉里大通物

流公司 

运输管理、货运代理业务、报关与报检业务、

物流岗位综合实训、毕业实习 

货运代理 货运代理岗位 

进出口商品检验实务 报关报检岗位 

报关实务 报关报检岗位 

物流岗位综合实训 综合物流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综合物流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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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邮政物

流有限公司 

物流跟单、货运代理、快递服务、物流岗位综

合实训、毕业（顶岗）实习 

货运代理 仓储岗位 

快递运作实务 快递岗位 

物流运输组织与实务 运输岗位 

物流岗位综合实训 综合物流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综合物流岗位 

（三）教学资源 

1、教学选用 

选用“十三五”规划教材或省级精品课程编制的教材；项目化模块化教材或以实际项目

案例编制的教材；“1+x”证书要求内容的教材；电子化、网络化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学院图书资源、电子文献； 物流实训室专业图书。 

3、数字资源配备 

物流实训室网络资源库：仓储、运输、快递、货代、电子地图等；物流实训室 VR 和 3D

模拟物流岗位实训资源；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网络课程。 

 

（四）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包括移动 APP、网络教学、微课等；“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方法；校企合作实践教学；课证融通，推行“1+x”专业技能证书。 

 

（五）学习评价 

推进第三方评价方式，利用“1+x”证书评价组对学生学业成绩进行评价。采用过程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使用平时成绩+操作实训成绩+终结性成绩。企业岗位实

践性课程采用企业评价为主的方式。 

 

（六）质量管理 

推动第三方质量评价方式，通过“1+x”证书考核委员会对专业培养质量、专业条件、专

业教学等进行质量评价。采用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方式，委托专业的调研机构对专业学

生进行学业、就业质量的跟踪和调研。通过校企合作理事会平台，跟踪采访学生的就业质量

和岗位能力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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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基于专业群构建的目标、原则、效益，按产业要素逻辑关系构建专业群，即以商贸物流

各产业要素部门在产业链条上的地位和功能为依据，以关键部门对应的专业来整合其他部门

对应的专业，以市场营销专业为核心专业，整合国际贸易实务、物流管理等专业，构建商贸

物流专业群。 

（二）专业群： 商贸物流专业群 

共享《现代管理方法》、《市场营销》、、《跨境电子商务》、《统计》、《职业英语 II》、《电

子商务基础与实训》共享平台课程教学的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享校内的电子商务综

合实训室、电话营销中心、多功能营销实训室（沟通类和电商类实训室）和校外的商贸系跨

专业实习招聘会，共享专业间实习基地。 

（三）专业特色 

本专业实施“一平台、两行业、三核心岗群、四阶递进”人才培养模式。一个平台是指

“专业平台”，通过校企合作理事会下属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共同构建专业平台，其

功能是行业企业调研、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两行业”是指第三方

物流业和电商快递业，本专业就业方向主要是第三方物流业和电商物流、快递等方面企业及

相关延伸行业；“三核心岗群”是指，本专业就业核心岗位群包括仓储岗、运输岗和货代岗等

三个核心岗群；“四阶递进”是指 “单项技能、业务综合技能、拓展技能、专业综合技能”。

通过专业基础平台可以学习到物流基础知识，掌握物流仓储、运输、快递、货代的专业操作

技能，并要求掌握无人仓管理和维护技能、智能调度和物流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技能、电商快

递业的自动分拣技术和自动识别技术、自动打包、智能派送等智慧物流技术。然后经过学生

对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爱好的选择和教师的推荐，学生可以选择第智慧物流方面进行创新和创

业，或进一步深造。教师根据学生的选择，安排不同的专业模块进行教学。从而使学生学习

热情更高，学习效果更好，职业方向更明显，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也更高。 

 

十.【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传、帮、带”形式，由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组织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团队，

利用现有实验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将立志于创新创业的学生挑选出来，组成物流管理专

业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创新设计和创业。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在《物流基础》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的基本知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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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创业的主要模式、制作简单的创业意向书。在第二学期的《现代管理方法》课程中，引入

创新团队组织与运行，创新模式等内容，并组织学生创新团队小组，进行创新培育。创业中

行业的选择、产品定位与选择，创业策划书的制作等。第三、四学期，依托广东省挑战杯创

业竞赛，成立创业小组，进行创业规划、创业的可行性分析，制作出完善的创业策划书。依

托广东省物流协会创新竞赛，创新团队小组研制新产品，并能参与竞赛。第五、六学期，学

生根据创业策划书，进行创业。 

依托各种创新创业竞赛，宣传创新创业的意识、思维；在相关课程中要求创新创业内容；

在老师带领下，成立创新创业团队；建立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和数据库；聘请以往进行创业的

毕业生及行业经理主管作为顾问，对创新创业项目进行评估；建立创新创业跟踪体系，对专

业的创新创业团队进行长期跟踪。 

 

十一.【第二课堂】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和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大学生创

业训练项目和实践项目，创新创业项目及公益活动等。 

职业技能竞赛：广东省物流技能竞赛，广佛肇物流技能竞赛，学院学术科技节物流技能

竞赛，GMC挑战赛等。 

各类文体活动：国学朗诵、简历制作竞赛、班级风采大赛、节日文艺汇演、体育运动会、

社区文体活动等美育活动。 

社会活动：学院组织的“三下乡”； 学院组织的“社会调研”；学院团委组织的“志愿者

活动”；社会团体组织的“义工”。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叉车驾驶证 

2.助理物流师证 

3.助理电子商务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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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经贸单证专业证书 

5.助理跨境电子商务师证 

6.报关员水平测试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20.5 学分（含

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3.5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

达  144 学分（总学时达  2592学时  ）方可毕业。 

 

                                                  编制人：江成城 

 审定人：肖利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