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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实现“产教融合” 

一.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任务要求 

二. “产教融合”的难点——“真情不足”现
象 



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 
 

      2017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决定实施
《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了五大建设任务，其中，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 为职业院校提出了明确要求： 

1.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产业转型升级的
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挥企业重要办
学主体作用，推动职业院校、本科高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创新培养模式，优化培养结构，努力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实践水
平和就业创业能力，带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整体提升，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 
 

2.建设任务。 
以实习实训设施建设为重点， 
① 支持职业院校、本科高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改善人才培养

条件，加强实践育人。 
② 支持中高等职业院校加强基本教学型技能实训设施建设； 
③ 支持中高等职业院校以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或校企合

作模式（依托职业院校为主）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或兼具生产、教
学功能的专业化实训基地； 

④ 支持依托中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区域性、行业性公共实训中心，突出
模块化实训特色； 

⑤ 支持中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和学生生活设施建设，持续加强职业教育
基础能力建设，稳定和扩大培养培训规模； 

⑥ 支持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同步推进学校实习实验实训
环境、平台和基地建设与转型发展改革。 



二.“产教深度融合”的难点——“真情不足”现象 
 1.在校企合作、深度融合中最大的难点：企业“真情不足” 问

题。 
     1980年： 
       成立金陵职业大学、无锡职业大学等为代表的I3所高等职业

学校。 
     2016年： 
       达到1400余所，是1980年的100多倍！ 
       培养人才数量占不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问题： 
       高校高度热情积极推进、企业 “真情不足” 。 
       核心目标的差异：企业追逐“经济效益最大化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二.“产教深度融合”的难点——“真情不足”现象 

3. “校企双主体” 、实施“教融于产、产促进研”的办学理念： 
       2012年，国家骨校建设初期，学校 提出“校企双主体”办学理念，
向企业让利、送权、送人，激发企业“真情”，探索校企共建 “教学企

业”。软件技术专业以此为机遇, 尝试以“教学企业”为主基地、以
真实项目为载体、实施“教融于产、产促进研”的 “异步教学组
织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效果显著。 
    2013年，将软件的成功经验，逐步在计算机学院内部进行了推
广到游戏软件（现为移动应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管理、
数字媒体四个专业；打造了移动应用开发中心、改造思科实训基地、
增建爱浦京服务外包、金山软件测试、金山网游（西山居）、蓝盾
信息安全实训中心、恒电大数据实训中心等校内外教学企业。全面
实施“异步教学组织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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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学生 
自然班 

异步 异步 

大二  进入岗位班学习 

培养基地 岗位技能实训区 

课程设置 企业设置岗位模块课程 

培养载体 企业案例项目 

教学方式 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团队 专兼教师团队 

考核方式 技能测试 

大三 进入项目班学习工作 

培养基地 核心研发区 项目实训区 

课程设置 《综合项目实战》《顶岗实习》 

培养载体 企业真实项目 科技与创业项目 

教学方式 产教融合：教融于产 产促进研 

教学团队 专兼教师团队 

考核方式 基于项目的过程与目标考核 

企业工程师成为人才培养的主力军    学生带薪学习，成为企业研 发的主力军。 

校企双主体  异步教学    协同育人  协同研发 

 
在教学企
业就业创
业或推荐
到合作企
业高质量
就业 
 

三.“异步教学组织形式”实现“产教融合”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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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级的异动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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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体系的异动 

 
 

 

专业基础课程模块 
（必修） 

1. 程序设计基础 
2. 计算机技术基础 
3. 网页设计基础 
4. 数据库基础 
………………… 

专业岗位技能课程模块    
（限选一个岗位模块） 

1. JAVA程序员模块 
2. .NET程序员模块 
3. 移动应用开发程序员模块 
4.软件界面设计员模块 
5.软件测试与服务人员模块 

综合实践课程模块 

1. 综合项目实战 
2. IT新技术 
3. 顶岗实习 
4.  毕业设计 
 

大一(自然班) 
大二(岗位技能班) 

大三(项目班) 

▲根据IT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人才需求动态调整岗位核心技能课程 



 

 师生团队融入企业生产 

 校企共同开展IT培训 
与技术开发  

 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载体 

 校企共同完成岗位技能课
与综合实践课  

   教学 
企业 

专业教学 

 

 

 

实训实战 

社会服务 

生产运营 

   

   实  现 

 高质量零 

距离就业 
 

      融  入 

  企业文化    

  职业素养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构建教学企业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围绕“以教学企业为主基地，以真实项目为载体，实施异步教学组织形式的”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首先要建设人才培养主基地---教学企业。在教学企业这个人才培养的主基地中：校企共同承担专业岗位技能课与综合实践课、实训实战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载体、师生团队融入企业生产、校企共同开展社会服务；并融入企业文化和职业素养教育。在这样一个大熔炉中，学生得以逐渐转换为准职业人、职业人到有经验的工程师，从而实现高质量零距离就业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教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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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了由35家企业组成的专业校企合作理事会，建设了教学企业机制，校企合作呈新常态 

 专业校企合作理事会  校企文化融合建设 教学企业机制建设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成立了由珠海顶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珠海爱浦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参与的校企合作理事会。       校企合作修订了软件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建立了“教学企业”的 组织架构、规章制度、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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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教学企业 



13 

教
学
企
业
及
实
训
基
地 

校内实训基地 

       移动应用开发中心 

      软件技术与工程中心 

      南方软件园金山教学企业 

  APJ 珠海 IT服务外包教学企业 

程序员基础实训基地 移动应用基础实训基地 UI软件界面设计实训基地 

校外实训基地  新增27个校外实训基地 

校企共建了集教学实训、生产运营、社会服务于一体的5家校内外教学企业和3
个校内实训基地、27个校外实训基地。 

教学企业 

含2个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四.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教学企业 

互联网+应用开发 
人才培养基地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 396万：央财174万  省财：168万     自筹：58.3；企业投入：364万）（142.5万：央财：12.8  省财：32.8万 自筹：98.7万，企业投入：182万）（省财投入40万）（企业投入48万，学校投入50万），企业投入59万，省财40万



合作建设教学企业情况 

 教学 
企业 移动应用开发中心 软件技术与工程中心 互联网+应用开

发人才培养基地 
金山测试教
学企业 

爱浦京校外教
学企业 

类型 校内 校内 校内 校外 校外 

场地 
设备 

学校提供1200多平方
米，企业提供专业设
备 

学校提供900多平方
米，企业提供专业设
备 

学校提供1100多
平方米，企业提
供专业设备 

金山公司提
供场地、设
备 

爱浦京公司提
供场地、学校
提供部分设备  

工位数 527 310 457 40 100 

企业合
作企业 

微软(中国) 、苹果中
国、珠海顶峰、广州
迈峰科技 

金山、杰通尼、森锐
、广视通 

蓝盾股份、广东
恒电、軒辕网络

、中软国际  
金山公司 爱浦京公司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 



教学企业异步教学组织实施计划 

 教学企业 移动应用开发中心 软件技术与工程中心 “金山测试”
校外教学企业 

“爱浦京外包
”校外教学企
业 

类型 校内 校内 校外 校外 

面向行业 
移动互联网、手机
游戏设计、开发、
测试与运营 

能源信息化、通信与
互联网应用开发、软
件开发 

游戏测试、
wps软件测试 IT服务外包 

工位数 527 310 40 100 

常驻企业
工程师 

顶峰科技；20个；
迈锋网络 

杰通尼：3个；森锐
：2个；金山：5个 6个 9个 

开班计划
（个） 

岗位班：移动2个，
UI2个；项目班6个 

岗位班：JAVA2个，
测试1个；项目班：3
个 

项目班：1个 
岗位班：.NET1
个，JAVA1个；
项目班：2个 

四.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 



互聘共培 双岗双薪 

四.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教学企业 

互聘共培 双岗双薪 



教学企业管理委员会

中心执行机构

教学实训部 社会服务部生产运营部 综合办公室

产
品
推

广

社
会
培

训

开
发

组

科
技
服

务

测
试
运

维

策
划

组

界
面
设

计

教
学
管

理

实
训
指

导

财
务
管

理

资
源
管

理

文
档
资

料

日
常
事

务

人
才
培

养

《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部门及岗位工作职责》  
《岗位聘任管理办法》  
《员工工作守则 》 
《教师工作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  
《收益管理办法》《设备管理制度》 
《绩效激励管理办法》  
《岗位及项目班教学组织管理与 
    成绩评定办法》  
《岗位及项目班实训管理制度》 

教学企业机构 

教学企业管理制度 

合作企业总经理担任专业企业带头人、中心
副主任；企业深度参与到的课程设置、开发、
教学、考核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教学企业管理 

过程考核运行记录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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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VA方向的课程体系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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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动应用方向的课程体系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 ——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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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I方向的课程体系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 ——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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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测试与服务方向的课程体系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 

《IT新技术》课程改革创新的探索  

《IT新技术》介绍IT前沿新技术发展及应用，开阔学生视野。与珠海

市今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聘请珠海知名企业从事前沿技术研发的高
级工程师，结合工程项目研究的实践案例进行授课。 

张平；珠海市今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市计算机学会副理事
长,高级工程师； 

朱翔：中国联通珠海分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邱嘉文：珠海市诚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市智慧城市建设专家,

高级工程师； 
李建华；广东德豪润达股份有限公司CIO.高级工程师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做法—《IT新技术》 

2016—2017第一学期的授课表 
序号 姓名 上课时间 职务职称 主题 

1 张平 9月28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市今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市计算机学
会副理事长,高级工程师 

《大数据视角下的人类商业逻辑的改变
》 

2 邱嘉文 10月12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市诚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市智慧城市

建设专家,高级工程师 

《大数据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 

3 邱嘉文 10月19日，星期三下午
2:30 《设计智慧城市大脑》 

4 李建华 10月26日，星期三下午
2:30 

广东德豪润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副总经理,CIO.
高级工程师 《云计算下的网络架构设计1》 

5 白子文 11月2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ＣＩＯ，珠海市CIO
协会会长. 《IT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与实践分享1》 

6 张平 11月9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市今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市计算机学
会副理事长,高级工程师 《云计算技术概念与应用分析》 

7 朱翔 11月16日，星期三下午
2:30 

中国联通珠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物联网技术与商业创新》 

8 李建华 11月23日，星期三下午
2:30 

 广东德豪润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副总经理,CIO.
高级工程师 《云计算下的信息安全》 

9 白子文 11月30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ＣＩＯ，珠海市CIO
协会会长 

《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中心管理
》 



五. 取得成效 

2016年软件技术专业广东省一类品牌专业 ，2016年软件技术专业被列入广东

省国家优质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2016年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被评为广东省

二类品牌专业；  

2012年软件技术专业获得“广 东 省 珠 江 学 者岗 位”设岗专业 

2013年教学企业——移动应用开发中心被评审立项为 
            “广东省移动互联网应用研发与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中心” 

2014年以软件技术专业为龙头的计算机学院获得教育部、人社部联合颁发的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软件技术专业教学团队获得广东省优秀教学团队 

2015年软件技术专业评审为 “珠 海 市 优 势 学 科”，余爱民教授评为珠

海市“特聘学者”；  



五. 取得成效——学生创新研发能力得到增强 

25 

▲ 以学生为研发主力军研发了90余款手机APP和游戏；
其中《超级变声器》《史上最坑爹的游戏》《小苹果》
等明星产品位列Appstore 排行榜前三，累计用户下载量
超6000万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学生获奖  2.学生就业率  3.学生创业  4.学生研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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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技能竞赛获奖多 

学生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数学建模大赛、全国蓝桥杯软件设计大赛、

省高校杯软件设计大赛等省级以上专业赛事获奖298项；一等奖30项。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学生获奖  2.学生就业率  3.学生创业  4.学生研发作品



27 
▲ 参加广东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一等奖，奖金10万，风投50万 

 学生就业率达99.8%，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  

           2015年          4171元 
         2016年          4707元 

五. 取得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成效显著 

▼ 成功培育孵化的三个创业团队 

学生就业质量逐步提高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学生获奖  2.学生就业率  3.学生创业  4.学生研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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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余家中央、省市媒体对专业学生作品和人才培养深度报道 

媒体广泛报道 社会效益明显 

五. 取得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成效显著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学生获奖  2.学生就业率  3.学生创业  4.学生研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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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职双师素质动漫游戏制作实战提升培训 ▲广东省高职双师素质移动应用开发实战提升培训 
  

 ▲ 为佳能公司开展图像处理培训 

▲ 省高职双师素质动漫游戏制作实战提升培训 ▲为中职骨干教师开展手机软件开发技术培训 ▲北大青鸟Android工程师师资培训 

五. 取得成效——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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