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现代学徒制试点情况报告

作为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学校认真落实各级教育部门关于现代学徒

制试点的相关精神和要求，积极探索具有现代学徒制性质的“校企一体化”人才

定向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近年来，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规模不断扩大，2015 年学校仅有 1 个省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2021 年省级试点增加至 12 个。在 2021 年，学校作为教育部第

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2个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顺利通过教育部验

收，2个试点专业分别是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和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合作企业分

别为广东广量测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同时，

为进一步扩大现代学徒制试点规模，我校在 2021 年组织开展校级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立项 10 个校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涉及 9个试点专业。

2021 年，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在校生人数共计 2139 人，其中国家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在校生人数为 92 人，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人数为 442 人，校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人数为 1605 人，其中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因合作企业无法

再接收新的学生，2021 年已不再开展试点，故在校生人数相比去年有所减少。

普通高职在校生人数合计 24840 人，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人数占在校生人数的

8.61%。

学校紧紧围绕教育部有关现代学徒制试点的要求，指导各试点专业依托学校

的职教集团平台和各产业学院平台不断拓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探索校企“双

主体”育人机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共建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导师教

学团队，实现产教深度融合。

附件：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一览表



附件：

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一览表

序号 年级 级别 试点专业名称 合作企业
在校生数

（人）

在校生

小计

1 2019 国家级 工程测量技术 广东广量测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8

922 2019 国家级
信息安全与管

理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5

3 2020 国家级
信息安全与管

理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9

4 2019 省级 旅游英语 深圳中洲圣廷苑酒店有限公司 15

442

5 2019 省级 市场营销 广东万讯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6 2019 省级 电子商务 广州尊皇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0

7 2019 省级 工程测量技术 广州全成多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

8 2019 省级
模具设计与制

造
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7

9 2019 省级 商务管理 广东客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7

10 2019 省级 物流管理
杭州百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0

11 2019 省级
新能源汽车技

术

广州市嘉众汽车自动变速箱有限

公司
19

12 2020 省级 工程测量技术
广州智迅诚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21

13 2020 省级 工程测量技术 广州全成多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1

14 2020 省级 商务管理
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3

15 2020 省级 物流管理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1

16 2020 省级
模具设计与制

造
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

17 2020 省级 数控技术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19

18 2020 省级
机电一体化技

术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18

19 2020 省级 市场营销 广东万讯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9



序号 年级 级别 试点专业名称 合作企业
在校生数

（人）

在校生

小计

20 2020 省级 旅游英语 深圳中洲圣廷苑酒店有限公司 1

21 2020 省级
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5

22 2021 省级 工程测量技术 广州全成多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1

23 2021 省级 工程测量技术
广州智迅诚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12

24 2021 省级
机电一体化技

术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15

25 2021 省级 数控技术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14

26 2021 省级 商务管理
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2

27 2021 省级 商务管理 全成地信股份有限公司 12

28 2021 省级 人力资源管理 广州黄埔红海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13

29 2021 省级 工商企业管理 全成地信股份有限公司 20

30 2021 省级 现代物流管理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10

31 2021 省级 电子商务 广州市翘楚科技有限公司 8

32 2021 省级
新能源汽车技

术

广州市新能源校企合作协会（广州

嘉众汽车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广

州欧纬德教学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轩宇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大智（深圳）汽车服务投资有

限公司、深圳市盐田区定鸿汽车维

修服务中心）

20

33 2021 省级 现代物流管理

广州罗洞百匠园产业园区（广东恒

富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广东恒富四

海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森鸿运食

品有限公司）

28

34 2021 校级
机电一体化技

术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新能德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吉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3

1605

35 2021 校级 商务英语 广东头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70



序号 年级 级别 试点专业名称 合作企业
在校生数

（人）

在校生

小计

36 2021 校级 旅游英语

深圳深铁皇冠假日酒店、保利发展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酒店管理

分公司

117

37 2021 校级 市场营销 深圳市乐有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3

38 2021 校级 市场营销 广东德诚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36

39 2021 校级 工程测量技术 广州全成多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3

40 2021 校级
地籍测绘与土

地管理

广州智迅城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93

41 2021 校级
汽车营销与服

务

广州欧伟德教学设备技术有限公

司、广州市嘉众汽车自动变速箱有

限公司、广州南菱凯迪汽车有限公

司

103

42 2021 校级 物流管理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广州荣庆

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188

43 2021 校级
计算机网络技

术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79

合计 2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