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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 年省高职教育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检查结果的通知

各高等职业院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0 年现代学徒制试点检查

验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 ， 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 2020 年省

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检查工作。现将检查结果予以公

布，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省教育厅以专家意见为基础，对各试点专业分类处理。

其中，对因客观原因未招生且学校有说明的专业点，不出具检查

结论；对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专业，取消该专业省级试点资格

和 2021 年该专业省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资格。

二、各试点高职院校要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现代学徒制

试点的工作要求，高度重视试点工作，牢牢把握现代学徒制“招

生招工一体化、企业员工和学校学生双重身份、校企双主体育人”

基本特征，完善试点规章制度，落实人财物保障，加强试点项目

管理，切实提高试点成效。

联系人：彭涛，电话：（ 020) 37629455 。



附件： 2020 年省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检查结果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校对人：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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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专业名称 合作企业名称 检查结论

30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

3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

32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广东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通过

33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深圳市深广通财税代理有限公司 通过

34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设公司 通过

35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华发中建新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通过

36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广州莫伯治建筑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通过

37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各工程技术 广州市金大宗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通过

38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广州!tjj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

39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广东相温氏－食品－集团股公份司有照平限公份司公开司平市 通过

4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广东宝岛眼镜有限公司 通过

41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

4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珠海市鑫润达电子有限公司 通过

43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珠海市欧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

44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珠海市欧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

45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社会体育 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

46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社会体育 广州市动益健健身有限公司 不通过

47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有限公司 通过

48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珠海动力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通过

49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投资与理财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通过

中山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原名称
50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满堂红〈中国,I 『三）鸟置儿飞、业苦与斗有、限责任公司中 通过

51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

52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通过

53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广州柏悦酒店 通过

5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

55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英语 广州市金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通过

56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浙江森之物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

57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

58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广州景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

59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广州市六合食品有限公司

60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广州永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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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专业名称 合作企业名称 检查结论

293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深圳尔必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94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东莞市百达连新电子商务公司

295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广东好百年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96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应用英语 广州市金小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通过

297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广东鹏程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通过

298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国际商务 广州普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

299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被加分（广州｜〉营销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通过

30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文秘 广州慧信档案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

30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东莞中创华铠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通过

30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加以信（广州 〉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

304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305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通过

306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食品加工技术 广州乐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307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化妆品技术 珠海市丝域连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08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通过

309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因艺技术 广州迎峰连心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通过

31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茶艺与茶叶营销 清远英德聚良茶业有限公司 不通过

31 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广州歌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通过

31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物业管理 广州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通过

313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通过

314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广东南大机器人有限公司

31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数控技术 奥斯龙（广东〉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316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江门市汇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17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

318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江门市德悦进出口有限公司

319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数控技术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320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广东文盛远程教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21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清远市旅游协会 通过

322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深圳市大鹏新区民宿协会 通过

323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广东文旅民宿与乡村旅游研究有限公司

通过
（广东省推游协会民宿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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