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2021年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培养

情况报告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工

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9 号）文件要求，学校领

导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积极做好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

行动试点申报、高职扩招学生人才培养管理等工作，制定了

高职扩招管理办法，加强对扩招学生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和

实施等，开展分层、分类培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不降低。

2021 年，学校继续认真贯彻国家有关高素质农民培育和

高职扩招等政策，以实施“村官学历提升工程”为抓手，探

索了一条“育训并举，培育乡村振兴‘双带’（带领致富、

带头致富）人”的新路子，致力培养大批“永久牌”乡村振

兴人才。

一、基本情况

（一）招生基本情况。2021 年，学校高职扩招试点共招

录 1781 人，注册报到人数 1682 人，总注册率达 94.44%。其

中：学历提升计划 604 人（含退役军人 52 人、高素质农民

552 人），现代学徒制 450 人（含退役军人 25 人、农民工

190 人、高素质农民 96 人、其他类型 128 人，均为在岗职工），

高职专业学院 643 人。具体情况如下图。



表 1 2021 年高职扩招招生数据

年份
高职招生

计划数

高职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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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高技能人

才学历提

升录取数

高技能人

才学历提

升报到数

现代学徒

制录取数

现代学徒

制报到人

数

高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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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

业学院

报到人

数

2021 1610 1781 1683 604 600 450 439 727 643

表 2 2021 年高职招生计划报到人数分类

专业

普通高

中毕业

生报到

数

中职毕业

生以及同

等学历报

到数

类型 录取 录取数合 报到数合

工商企业管

理（三年）
324 276

退役军人 10

604 600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0

新型职业农民 594

企业员工 0

电子商务（二

年）
43 76

退役军人 1

120 119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103

新型职业农民 11

企业员工 5

国际商务（二

年）
43 55

退役军人 1

103 98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51

新型职业农民 7

企业员工 44

跨境电子商

务（三年）
56 42

退役军人 0

101 98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21

新型职业农民 18

企业员工 62

财富管理（三

年）
28 16

退役军人 0

44 44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17

新型职业农民 11

企业员工 16

应用英语（三 51 29 退役军人 23 82 80



年）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1

新型职业农民 51

企业员工 7

大数据与会

计（三年）
0 88

退役军人 0

102 88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0

新型职业农民 0

企业员工 0

电子商务（三

年）
0 246

退役军人 0

277 246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0

新型职业农民 0

企业员工 0

环境艺术设

计（三年）
0 48

退役军人 0

53 48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0

新型职业农民 0

企业员工 0

烹饪工艺与

营养（三年）
0 27

退役军人 0

35 27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0

新型职业农民 0

企业员工 0

视觉传达设

计（三年）
0 117

退役军人 0

130 117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0

新型职业农民 0

企业员工 0

园林工程技

术（三年）
0 16

退役军人 0

19 16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0

新型职业农民 0

企业员工 0

畜牧兽医（三

年）
0 101

退役军人 0

111 101

下岗失业人员 0

农民工 0

新型职业农民 0

企业员工 0

合计 545 1137 1781 1682



（二）专业建设情况。2021 年，学校 8 个二级学院联合

19 个单位（含地方政府单位、企业、校外教学点）联合组织

开展高职扩招，涉及不同学制和类型的专业 13 个。其中学

历提升计划开设专业 1 个，现代学徒制开设专业 5 个，高职

专业学院开设专业 7 个。

（三）资源使用情况。2021 年，学校高职扩招采取联合

办学形式。与广东省内地方行政部门，教育条件完善、师资

充足的教育机构和社会知名度高、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等单

位协同办学，联合培养高职扩招职业技能人才。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1.高职扩招日常管理、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2.对校政（企）双导师开展职教能力、企业岗位

技能、教学研究及社会服务能力培训，提升教学水平；3.与

企业建设实训实践基地，保证高职扩招正常且稳定进行。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管理制度修订。为扎实推进高职扩招工作，抓好

人才培养质量，根据高职扩招生源类别不同、教学形式不同，

学校先后出台《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高职扩招校外教学点管理

办法》《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高职扩招村官班教学管理办法》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现代学徒制管理办法》等 3 个制度文件

并严格落实。建立并完善校政（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随

着高职扩招教学工作的实施，逐渐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

（二）招生考试做法。根据学校关于高职扩招工作安排

进程和各二级学院制定的《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高职扩招实施

方案》（下称实施方案）。为确保学校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



顺利实施，各二级学院成立高职扩招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

作组。

根据省教育厅高职扩招专项行动有关信息公布，制定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行动社会人员

学历提升计划招生简章》《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1 年高职

扩招专项行动现代学徒制试点招生简章》，针对不同群体考

生特点，分类确定录取标准，择优录取。

（三）教学培养。根据省教育厅有关做好高职扩招工作

文件，严格按照“质量型扩招”要求，学校将高职扩招教育

教学板块分成三类，由学校教务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指导

意见》，二级学院与教学点协商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及课

程标准，教务部审核并经由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实施。

落实坚持“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动”总体要求。根

据类型不同，制订针对性、适应性和时效性强的分类培养方

案。

1.学历提升计划校外教学点社会生源群体的培养

教学点全面负责教学实施工作，根据联合制订的人才培

养方案，安排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和辅导员老师，负责教学、

学生的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心理教育，制订具体的教学进度

计划，安排资源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实施运用多元化教学模

式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法改革，保证集中学习时长不低于

40%，确保教学质量。

（1）学校指导教学点完成教学实施过程，校内教师和

教学点严格审核聘请的教师共同授课，实施个性化培养。



（2）开设公共必修课程，根据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实施

方案（2019-2021）的开展，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

足公共基础必修课程，为拓宽学生视野，普及美育（特色）

教育，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开设美育特色和“十项全能”课

程，新增《生态文明教育》《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必

修类课程。

（3）开放校内网络课程平台，根据社会人员学历提升

生源情况不同，部分在职社会人员不宜集中的特点，实行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通过采取线上教学、现场授课、网络答疑、

专题讲座、教学研讨等多种方式，进行分层、分类实施教学。

并积极引导学生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和各种资源进行线上学

习，如智慧树、超星学习通等。

2.学历提升计划村官班高素质农民群体的培养

（1）采用弹性学分制，探索实践“三高融合”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实践“人社部门的高技能职业证书培训”“农

业部门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教育部门的高职学历提升”的

“三高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把人社部门的高技能职业培训、

农业部门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经理人培训中适合农民学

习特点和农业生产规律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方式，融入高素质

农民学历提升高职培育方案中来。根据《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学分互认办法》，将职业技能证书、新型职业农民证书（高

素质农民、农业经理人证书）等进行学分互认。

（2）教学过程实行“五合”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

采用“五结合”教学方法实现工学结合：“教学+生产”“集



中+分散”“共性+个性”“线上+线下”“学历教育+技能培

训”，按照“三农”特点有的放矢组织教学。

（3）学校高度重视，党政一把手亲自部署，多次召开

“村官”班专题会议，并亲自带队到粤北、粤东、粤西等市

县与当地组织部、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农业企业或乡村宣传

发动招生，宣讲国家政策，开创一条“政、校、企、村”协

同招生模式。

（4）实施了“职教强县”工程、“职教扶贫”工程、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工程、“村官学历提升”工程和“协

同创新交流”工程等 5 项工程服务乡村振兴，大力推广了新

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与培训，积极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将职业

教育服务广东经济建设的触角延伸到了南粤大地，形成了覆

盖珠三角、辐射粤北及东西两翼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

3.现代学徒制“双重身份”学徒群体的培养

（1）开展“双主体育人”教学模式。基于现代学徒制

学徒“既是学校学生，也是企业员工”双重身份的特殊性，

新生注册报到后做好分班工作，企业给学生提供专业对口的

岗位实习，做到“招生招工一体化”。

（2）实行“双导师”管理模式，每个教学班配备 1 名

班主任（企业导师）负责日常管理；二级学院根据教学点专

业设置情况选派 1 名专职辅导员（校内导师）做好双导师对

接并跟踪管理。

（3）建立“双师团队”师资队伍建设，制订出台《广

东科贸职业学院现代学徒制校企双岗互聘管理办法》，企业



聘请校内教师教课上门、学校聘请企业老师职业带教，做到

理论实际两手抓，知识技能全方位提升。完善教学培养设置，

多方共管，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四）监管制度。教学点根据《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高职

扩招校外教学点教学评价表》每学期要开展综合检查和自评，

撰写《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高职扩招校外教学点自查报告》，

并于每学期末向教务部提交教学评价表和自查报告材料的

纸质版和电子版。并且做好教学资料的归档，每学期开学初

将本学期开课计划、课程安排、任课教师信息等以及上学期

学生上课考勤记录、作业登记、考试情况等汇总电子版提交

到学校教务部。学校教务部、学生工作处、质量管理办公室

及相应二级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点进行随机抽查和定

期检查。

三、教学改革研究立项

2020 年，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 年省高职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扩招专项立项名单的通

知》（粤教职函〔2020〕27 号）学校 7 个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扩招专项成功立项，以此探索百万高职

扩招背景下，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实施不同教育教学方法。

如基于在线教学语境构建精准教学模式。按照“精准确定目

标——制订学习任务——组织教学过程——学习诊断评价”

四个环节进行“分类培养、分层教学”。开发覆盖教学全过

程的在线教学资源。



四、学生培养取得成果

（一）高职扩招学历提升学生典型案例

20 工商企业管理(秋季学历)6 班学生、广州籍轮椅女篮

运动员张雪梅，在第 16 届东京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女子轮椅篮球决赛上，夺得银牌，创造了中国残奥会该项目

的最好的成绩！并作为中国代表团旗手出席 2021 年 9 月 5

日晚闭幕式，张雪梅持五星红旗进入体育场。

20 茶艺与茶叶营销（学历提升）1 班：学生陈卓然于 2021

年被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2020 年广东省农村乡土专

家”，并荣获 2021 年“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20 茶艺与茶叶营销(秋季学历)4 班：学生梁彩莲于 2021

年被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2021 年广东省农村乡土专

家”。

20 茶艺与茶叶营销(秋季学历)5 班：学生熊文玟于 2021

年被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广东省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学生曾翠平于 2020 年被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授予“广东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学生苏勇平 2021

年被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2020 年广东省农村乡土专

家”。

20 茶艺与茶叶营销(学历提升)6 班：学生农红秋参与

2020 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两项，2020-2021 年发表了三篇省

级期刊论文，2021 年被评为中级生产应用（茶叶种植）专业

工程师；学生何辉星于 2021 年被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

“2021 年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学生梁运鹏 2020 年参于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三项。

20 园艺技术(秋季学历)班：学生罗新辉获评“2020 年

全国劳动模范”，被梅州市市文明办评为 2021 年第二季度

“梅州好人”。

（二）高职扩招村官班学生典型案例

海丰村官班班长、海丰县新山村党总支书记吕湖泳，是

学校 2020 年高职扩招村官班 20 工商企业管理的学生，甘愿

放下生意回村当书记，把贫困村建设为“美丽乡村”。所在

党总支荣获“2021 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三）高职扩招学生获奖情况

2021 年，学校高职扩招试点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2 人，

励志奖学金 1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