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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高职本科协同育人试点报告 
 

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搭建职业教育“立

交桥”，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关于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学校积极探索与实践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试点工作，提高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力和水平。 

一、高职本科协同育人机制方面 

为进一步强化内涵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做好学校高职本科协同育人试点工作，与对应本科学校共

同制定了职业教育专、本融合衔接，技术技能并举的人才培养新

机制及管理体制，从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和培养目标等多方

面进行协议约定。具体见表 1所示。 

表 1：学校高本协同育人机制一览表 

序号 机制名称 

1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与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转段考核方案 

2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转段考核方案 

3 广州商学院与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转段考核方案 

4 广州华商学院与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转段考核方案 

5 广东白云学院与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转段考核方案 

6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合作协议 

7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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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广州商学院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合作协议 

9 广州华商学院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合作协议 

10 广东白云学院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合作协议 

11 畜牧兽医专业（仲恺）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12 园艺技术专业（仲恺）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13 药品生物技术专业（仲恺）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14 水产养殖技术专业（仲恺）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15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16 影视动画专业（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17 商务英语专业（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18 市场营销专业（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19 大数据技术（广州商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20 国际商务（广州华商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21 财富管理专业（广东白云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22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广东白云学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方案 

二、试点专业基本情况 

我校举办“3+2”分段专升本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项目，历时

8年，试点专业 12个，2021年在校生为 972人，同比增长率 232%；

举办“2+2”专本协同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项目，试点专业 1 个，

招生计划数为 50人。高本协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转段考核方案

等，实现资源充分共享，职教人才培养“立交桥”成效显著，2021

年专升本转段考核通过率 93.3%以上。 

三、试点专业招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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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校以点带面拓展高本协同育人项目，试点规模逐

年扩大。新增财富管理、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大数据技术、国际

商务、市场营销等 5个三二分段（“3+2”）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

试点专业，试点专业达到 12个。新申报视觉传达设计与广东技术

师范大学开设“2+2”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专业，试点专业覆盖

“3+2”、“2+2”两种类型。报到人数 575 人，专本协同育人总

体报到率为 90.6%。 

表 2：2021 年学校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专业一览表 

序号 试点高职专业名称 对接本科高校名称 招生计划数 
实际报到学

生数 

协同育人

类型 

1 畜牧兽医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50 50 “3+2” 

2 园艺技术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50 46 “3+2” 

3 药品生物技术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60 57 “3+2” 

4 水产养殖技术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50 45 “3+2” 

5 商务英语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60 55 “3+2” 

6 市场营销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50 45 “3+2” 

7 影视动画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50 40 “3+2” 

8 视觉传达设计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50 45 “3+2” 

9 大数据技术 广州商学院 50 43 “3+2” 

10 国际商务 广州华商学院 50 42 “3+2” 

1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广东白云学院 60 56 “3+2” 

12 财富管理 广东白云学院 60 51 “3+2” 

合计 640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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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一）高本协同，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 

一是园林学院召开园艺技术专业高本协同人才培养改革研讨

会，针对多元化生源的基础不同和培养目标的不同，设置了不同

的教学标准和课程体系，调高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内容和难度，

便于与三年后本科段的《园艺》等课程进行有效衔接。 

二是动物科技学院畜牧兽医、水产养殖技术等试点专业结合

双方优势特色，明确了人才培养规格和高职、本科阶段的培养目

标,共同研究制定五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梯次递进、内容

衔接的课程体系，实行“分项考核、综合评价”。《“铸魂强技、知

行并进”的畜牧兽医专业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改革研究与实践》

获 2021年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三是商贸学院市场营销试点专业双方深入沟通达成共识，确

定了公共课程统一考试科目 2门，确定了专业能力考核科目 1门，

专业技能考核科目 1门。 

四是管理学院财富管理试点专业，经过多次交流沟通，反复

研讨，进一步明确了高职段与本科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增开《“十

项全能”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以及艺术鉴赏类课程。 

（二）统一思想，共同开展新生专业教育 

一是食品生物学院药品生物技术试点专业配备经验丰富、教

学能力强的教师作为专职班主任，开展新生军训、爱校等教育。 

二是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试点专业开展新生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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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加强专业教育。 

三是外语学院商务英语试点专业开展“生态教育”、“安全

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内容丰富多彩的专业教育主题班会，

确保同学们能扣好人生的第一课纽扣。 

（三）教学相长，共同推进师生双线交流 

动物科技学院畜牧兽医、水产养殖技术等专业召开高本衔接

三二分段学生座谈会，邀请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领导、教师参加，

开展教研活动，广泛听取学生对高本衔接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

置、转段考核的意见。 

（四）企业调研，共同激发专业学习热情 

信息学院大数据技术试点专业组织学生赴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调研，共建省级示范产业学院，了解行业发展和新技术发展情

况，了解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近距离感受企业环境、了

解工作岗位、感受企业文化。 

（五）课证融通，共助学生实践技能提升 

学校2021年度1+X证书制度试点获批人数3736人，完成考核

2549人，其中畜牧兽医、园艺技术、市场营销、商务英语、财富

管理、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试点专业215人，参加

《家庭农场畜禽养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设施蔬菜生产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等“1+X”证书考试。 

（六）平台多元，共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商贸学院和外语学院的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试点专业通过

党史学习教育，加强思想引领，组织学生积极参加“中秋话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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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叙党恩情”、“端午留校• 同心战疫”、“唱支山歌给党听”、“校

长面对面”、“冬至包饺子”、“阳光长跑”等特色活动，特色学生

活动有效促进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七）协同实施，共同做好学生转段考核 

学校分别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广州商

学院、广州华商学院、广东白云学院共同制定了三二分段专升本

协同育人项目转段考核方案。 

2021 年畜牧兽医专业开展了 2018 级三二分段专升本转段考

核，共有 40 人报名参加，其中 36 人上线，通过率 90%。2021 年

园艺技术专业开展了 2018 级三二分段专升本转段考核，共有 35

人报名参加，其中 34人上线，通过率 97.1%，高本协同育人转段

考核通过率高。 

表 2 2021 年学校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专业转段考核情况表 

序号 专业名称 对接高校 班级人数 实际报考人数 报考率 上线人数 通过率 

1 畜牧兽医 仲恺学院 42 40 95.2% 36 90% 

2 园艺技术 仲恺学院 37 35 94.6% 34 97.1% 

五、试点专业协同育人成效 

（一）以赛促学，提升学生专业技能 

一是动物科技学院畜牧兽医专业试点专业2021年组织参加各

类大赛100余人次，其中黄泳欣同学获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赛项一等奖，谭淇芮、冯

癸洋、陈芷殷、黄慕贞、曹彩玲、何煜雄等6位同学获2021年获第

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汪达-宠物新业态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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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者》）省赛金奖、国赛铜奖。谭淇芮、冯癸洋、陈芷殷、黄慕贞、

曹彩玲、何煜雄等5位同学的《猪猪多元化体验馆》，梁品玥、陈

海韵、李睿、胡丽珊等4位同学的《花漾百万宠星打造计划》获得

广东省第二届女大学生创新创业邀请赛优胜奖。 

二是园林学院园艺技术试点专业2021年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大

赛，刘莉莉同学获得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花艺赛项（高职组）一等奖1项，袁世聪同学获得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花艺赛项（高职组）二等奖1项，刘莉

莉同学获得2021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插花花艺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二等奖1项，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国内名列前茅。 

（二）育训结合，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 

动物科技学院畜牧兽医高本班杨舒婷、袁之琳、黄楚涛、彭

哲奕、魏志航等5名同学通过“1+X”家庭农场畜禽养殖职业技能

等级水平考核。 

（三）试点带动，助力专业建设发展 

学校通过三二分段高本协同育人项目试点的 8 年建设，带动

了专业的建设发展，畜牧兽医专业获得广东省一类品牌专业立项，

2021年，以畜牧兽医、园艺技术、市场营销专业等试点专业为龙

头的 5个专业群获批为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六、教学管理与组织 

（一）成立试点专业建设领导小组。分别成立由仲恺农业工

程学院等对接本科院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任组长、广东科贸职业

学院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副组长、对接本科院校教务处处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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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科贸职业学院教务部部长、对接本科院校相关专业负责人、广

东科贸职业学院相关院长、专业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对接本科院校、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相关合作单位共同组建专业建设委员会，承担试点专业的日常

教学运作指导、人才培养质量咨询、修订、各项管理机制的完善

与改善研究，专业建设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解决相关事宜。 

（三）两校共同制定五年制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单独

编班，合理设置梯次递进、内容衔接的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

共同制订课程教学标准、职业能力标准；共同探讨教学方法改革，

强化教学实践环节。双方均可派出教师参与对方的教学教研活动，

以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为目标，推动教学改革。 

（四）两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和相关企业科研院所组建有利于

专业发展的协同育人平台，充分利用平台优势，进一步提高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 

（五）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负责组织高职学段教学菅理以及高

职学段学籍管理、毕业证书发放等；对接本科学校负责本科学段

的教学组织与管理、毕业证书、学位授予等。 

七、师资与教学资源共享 

（一）师资共享。两校可跨校安排优秀教师担任试点专业的

理论 和实训教学。学生高职学段在期间，由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负

责师资的配备管理，若需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派出优秀教师担任

专业课的教学时，派出教师需要服从双方的共同教学管理安排，

教学工作量计入教师工作量，其差旅、住宿及课酬由广东科贸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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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院支付，课酬标准按照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兼职教师课酬标准

发放。 

（二）教学资源共享。两校需跨校综合利用对方的优质实践

教学条件。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双方须无偿为试点专业提供需要

使用的已有优质实训场地和设备，无偿安排人员协助对方的实训

指导。 

八、学生管理 

学生高职学段由我校负责实行集中管理，本科学段由对接本

科学校负责实行集中管理。管理范畴包括学生学业管理、思想、

生活、安全、技能竞赛、考证、文 体娱乐、社团活动等各项管理。 

九、学费收取与管理 

按照教育厅的有关规定收取学生的学费。高职学段由我校收

取和学费管理，本科学段由对接本科学校负责学费收取与学费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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