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教务﹝2020﹞8号 

  

各二级学院（部）：  

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务院〔2019〕 

4 号）、《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三年行 

动计划（2019-2021）》（广府〔2019〕4 号）、《教育部关于职

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

职成〔2019〕13 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现对我校 2020 级

各类生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以下制（修）订意见：  

一、制（修）订原则  

（一）立德树人 

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技术技

能培养、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树立“课程思政”育人理念，

将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培育融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积极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并写入课程标准。 

（二）产教融合  



发挥专业产学研用委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在专业建

设中的指导作用，根据专业职业岗位素质和能力需求设定课

程（尤其是核心课程），学生实践（包括认识实践、基础实验、

专业实训、顶岗实习等）不少于总学时的 50%。 

（三）全能培养 

结合“德智体美劳”五维度综合评价体系，通过“十项

全能”学分置换方案将“德智体美劳”教育融入专业人才培

养全过程。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专业核心课程融入不少于 2

学时的创业教育内容，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旨在培养学生创新

思维方法、首创精神和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创业通

识课程。加强专业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课程建设，在专业教

育过程中激发学生创新创业意识、训练学生创新创业思维，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其他课程要把创新创业理念融入到教学

全过程，如教学方法创新、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创新创业创

意成果塑造等，并写入课程标准。 

（四）分类实施 

针对不同生源特点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普高、自主招生、现代学徒制、高本对接等生源专业

采取三年学制“2.5+0.5”模式，使用附件 2、附件 3 人才培

养方案模板（高本对接、现代学徒制等相关专业参照修订）；  

2.“三二分段”生源专业采取两年制“1.5+0.5”模式，

使用附件 8、附件 9 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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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根据行业企业需要确有专业需进行“2+1”人才培养

改革试点的，必须按省教育厅要求进行专业论证及报备（现

代学徒制生源试点专业除外）。  

（五）标准引领 

以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为基本遵循，贯彻落实党和国

家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书证融通，根

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专业教学标准要求，将证书内容有机

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统筹教

学组织与实施。鼓励将学生取得的行业企业认可度高的有关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已掌握的有关技术技能，按一定规则折

算为学历教育相应学分。明确学生毕业标准，强化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促进高素质复合型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二、制(修)订程序  

（一）规划与设计 

教务处提出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指导意见或工作方

案。 

（二）调研与分析 

各专业成立由行业企业专家、科研人员、一线教师和学

生（毕业生）代表组成的专业产学研用委员会（专业建设委

员会），做好行业企业调研、毕业生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

研，分析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企业人才需求，明确本专业面



向的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形成专业

人才培养调研报告（附件 10）；组织召开专业产学研用委员

会（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会，形成论证报告（附件 11）。 

（三）起草与审定 

各专业起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实际落实专业教学

标准，准确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合理构建课

程体系、安排教学进程，明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

源、教学条件和保障等要求；各二级学院应对本院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进行审议、修改，填写《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人才

培养方案审定表》（附件 5），由二级学院院长审查、签字、

加盖公章后报送教务处；二级学院组织由行业企业、教研机

构、校内外一线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的论证会对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论证后，由教务处提交学校党委会审定。 

（四）发布与更新 

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通过学校网站公开。各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教学环节、学分、学时、授课学期、

考核方式等一经确定，在一个使用周期内不得随意调整。每

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技术发展趋势和教育教学改革实

际，及时优化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三、制(修)订说明  

（一）附件 2 和附件 3 说明  

1.附件 2 说明  



（1）参照 2020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参考（有批注）

（附件 1）制（修）订###学院 2020 级###（###）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附件 2）。  

（2）附件 2 中不可以直接复制附件 3 表格进去。为方

便印刷，请注意排版，如文字下面不要有下划线、阿拉伯序

号后使用圆点（例如 1.）。  

2.附件 3 说明 

（1）公共基础类课程、综合实践类课程、公共选修类课

程模块中相关信息已经填好。  

（2）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核心类课程”、“专业基础类

课程”和“专业拓展类课程”三个模块课程，可以根据需 

要增减单元格。  

（二）课程模块说明  

以专业核心类课程的设置为逻辑起点，融入“互联网+”

和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构建“公共基础类课程+专业类课程

（包括专业核心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拓展类课程）

＋综合实践类课程”的课程体系。具体模块说明如下：  

1.公共基础类课程  

（1）公共必修课程，26 学分、473 学时。三二分段、学

徒制类专业可以根据人才培养需要选择开设；高本对接专业

开设《大学英语》，15 学分 276 学时（第一学期 3 学分 60 学

时、第二～四学期分别为 4 学分 72 学时；《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和《应用文写作》拟开设学期参考附件 4。  

（2）公共选修类课程，12 学分，216 学时。学校统一安

排，每学期开设，包括公共英语、公共计算机、ISO9000、网

络课程以及创新创业系列课程或根据需要调整的其它课程。 

2.专业类课程  

（1）专业必修课（包括专业基础类课程和专业核心类课

程），不少于 66 学分，1209-1309学时。设置 6～8 门专业核

心课程，一般为以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为主线，融“教、

学、做”为一体的专业主干课程。 原则上第一学期不安排专

业课程。 

（2）专业拓展类课程 

专业限选课程，6 学分，102 学时。每门课程 2 学分，第

二、三、四学期开设，3 至 4 个模块（其中一组模块为创新

创业类课程），每个模块是由 1 组课时、学分相同的 2 门以

上课程，由学生从中选择 1 门课程； 

3.综合能力类课程  

①“十项全能”课程，10 学分 160 学时。每学期开课，

通过第二课堂积分置换学分。积分内容分五大模块，各模块

根据所修积分换取对应模块学分，其中德育模块 2 学分、智

育模块 2 学分、体育模块 2 学分、美育模块 2 学分、劳育模

块 2 学分。各模块累积 10 积分可以换算对应模块 1 学分，

达到毕业条件。实际积分不设上限，鼓励有条件学生修得更



多第二课堂积分。 

②专业实习（实训）或顶岗实习，20 学分、340 学时。 

第五学期不开设专业课程的专业开展专业实习（实训）。鼓励

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学生创新创业学分可以置换公共选修课

程或专业实习学分或顶岗实习学分，具体参照《广东科贸职

业学院学分积累与互换管理办法》（粤科贸院教﹝2016﹞56

号）执行。  

四、其他说明  

1.请参考并核对《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0 年拟招生专

业信息统计表》（附件 6）、《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0 级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目录》（附件 7）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如有异议

及时反馈。  

2.教学任务编排  

严格执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课程学时。课程安排小于

或等于 18 周，18 周内完成考查课考试，第 19 周学校统一进

行考试课考试，第 20 周教师进行试卷批改、分数统计及成绩

录入。 

3.各专业于 4月份开展专业人才培养调研并撰写调研报

告（附件 10）；5 月份组织召开专业产学研用委员会（专业建

设委员会）进行论证，撰写《专业产学研用委员（专业建设

委员会）论证报告》（附件 11），研讨并确定 2020 级人才培

养方案。  



4.为顺利进行排课，6 月 15 日前以二级学院（部）为单

位提交《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审定表》（附件 5）

纸质版，同时将 2020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附件 2、3、

8、9）、专业人才培养调研报告（附件 10）、专业论证报告（附

件 11）、专业核心课课程标准按照《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XX 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目录模版》（附件 12）进行排版，并以二级

学院为单位打包发至 gdkmjwc@126.com 邮箱。  

5.在新生入学教育时，应详细解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请于学校 AIC 平台下载。  

  

附件：  

1.2020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参考模板（有批注）  

2.###学院 2020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3.###学院 2020级###（###）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

表（修订）  

4.2020～2021 学年度拟开设公共基础课程  

5.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审定表  

6.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0 年拟招生专业信息统计表  

7.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0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录  

8. ###学院 2020级###（###）专业“三二分段”（高职 

学段）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9. ###学院 2020级###（###）专业“三二分段”（高职 



学段）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表（修订） 

1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院 2020 级###（###）专业

人才培养调研报告 

1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院 2020 级###（###）专业

产学研用委员（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报告 

1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XX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录模版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