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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沈颂东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0.07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 
职务 

教授/院
长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中国 

主要 
教学 
工作 
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13 运营管理 研究生 32 吉林大学 

2014 高级财务管理  48x2 财经学院 

2015 内部控制学  36X2 
财经学院 

2015 内部控制学  36X2 
财经学院 

主要 
教学 
改革 
研究 
工作 
简历 

时间 项目名称 获奖情况 

2004-2007 面向未来商学本科教育培养研究 

吉林省优秀

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2006-2009 
ＴＤ－ＳＣＤＭＡ的商业化模式及产

业发展政策研究(2006GXQ3D131) 

吉林省社科

成果奖二等

奖 

2004-2007 ＭＢＡ教育改革研究 

吉林大学优

秀教学成果

奖三等奖 

2014 
广东民办普通高校存在问题及对

政府政策建议 

2014 年广东

省社会科学

学会优秀论

文一等奖 

项 
目 

组 

总人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

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主要 
成员 
（不含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李望国 男 1962.9. 
副研

究员 

广东白云

学院 

质量保

障机制

研究 
 

张国安 男 1965.2. 讲师 
广东白云

学院 

企业实

践教学

研究 
 



李念良 男 1970.06 讲师 
广东白云

学院 

制度机

制研究  

杨宝丽 女 1982.8. 讲师 
广东白云

学院 

协同创

新调查  

申 珅 女 1982.9. 讲师 
广东白云

学院 

部分理

论研究  

李炜  男 1963.10 
副教

授 

广东白云

学院 

部分理

论研究  

刘方义 男 1976.6 讲师 
广东白云

学院 

实践研

究  

 



2．项目内容 （对照申报书/任务书） 
(1)课题研究的背景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要引导一批地方本科高校向应

用技术型大学转型。这是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提出的“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建立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措施。 

广东白云学院董事会高度重视教育部应用技术大学改革试点的战略研究，并

决定要把广东白云学院建成一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大学，以更好地

实现我校人才培养与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对接。 

校企合作是建设应用技术大学的重要内容与手段，中国社会正在经历重大车

型的历史时期，学校、政府、企业都十分重视大学人才的培养及人才应用的发展，

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发展模式。中国实践方面也有很多

经验，但需要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总结及提炼，并不断根据样报形式的需要，创

新及提升校企合作模式，形成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2)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 

围绕本项目研究目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 

（1）国外应用技术大学校企协同育人的主要经验研究 

重点研究国外发达国家在应用技术大学发展中如何解决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的，在充分总结他们成功做法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形成这种模式基础上的政府、

企业、学校的关系，进而分析制度政策与市场在形成校企协同育人培养模式中的

作用机理，找出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及长效机制。 

（2）国内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经验及存在问题分析 

     对国内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的典型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近年来来开

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经验作法。并从体制政策上分析国家现有政策及制度是否

能够支撑这种经验的推广？进而从应用技术大学本质要求出发，深入分析当前我

国社会发展环境下，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还存在那些

制度上的障碍。深入分析这些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3）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实践总结 

研究与总结广东白云学院按近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校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

分析学院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方面开展的各项工作，从中找出可以不断发展的

经验及其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要把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

梳理。 

（4）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创新模式及内容研究 

本课题以实践探索为重点拟通过研究广东白云学院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过

程中的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分析校企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基本规律，进而

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成果。这部分的研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 

其一，顶层设计，研究如何规划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路径。分析学校如

何才能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瞄准建设应用型本科高

校这个目标，围绕转型发展、全面提升这条主线，全面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的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通过深层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引导教师向三能型转变，加大从企业一线聘请专业导师，全面实行“3+1”

教学方式，把封闭式校内课堂教学与产业发展、生产实践、企业实践结合起来。

在这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明确战略转型的行动计划。从中分析推动学校

转型发展、校企协同育人的机制形成的机理。 

其二，以白云学院为例认真总结近几年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为基础，对

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主要功能进行研究。从共同开发技术研发平台、共同制定人才

培养目标和标准、共同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编写教材、共同建设师资

队伍、共同建设企业实践教学基地、共同制定实施企业实践教学方案（企业人才

培养方案）、共同指导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共同评价企业实践教学质量以及共

建助学平台等，实现育人的无缝对接的实践中总结经验。 

    其三，研究协同育人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内在要求。应用技术大学本质上要求

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

对接”，并通过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做到学以致

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根据教育部改革的整体要求，学校将设计在校企联合招

生、联合培养学生，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

教师的政策方面有所突破，围绕上述环节进一步研究协同育人对质量的内在要

求。 

    其四，研究构建校企业合作发展联盟过程中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管理

制度与保证体系。学校创新办学模式，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项目共担、

互惠多赢”的原则，与多家政府机构、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成立合作发展联盟，

打造了多主体合作、多团队协作、多模式运作的教育、科研、服务一体化协同创

新大平台。研究学校如何依托联盟，与各成员单位之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如何形成了协同创新、

互惠多赢的发展机制。同时研究学校在组织管理方面各职能部门（企合作办公室、

科研处、实践教学中心、二级学院、学生处）如何实现分工合作，如何有效开展

校企协同育人工作，如何构建正常管理制度及保证体系。通过对这些具体工作的

研究，进一步分析组织与管理工作中的协同育人机制建立的内容。 

其五，研究协同育人模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性。根据突出应用的导向，学

校将全面修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构基于工作过程系统

化的课程体系；统筹通识课与专业课，打通两类课程；统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加大实践教学比重；统筹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将第二课堂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与专业能力培养融为一体；统筹校内培养与校企双主体校外培养，提高学生职业

素养与岗位工作能力。在这种产学研相结合，教学做一体化的培养模式中，协同

育人机制的作用机理将会更好地展现出来。 

 

 

 

 



3.项目研究方法与实施方案 
（１）实施方案 

对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形成的机理、宏观环境及政策要求、市场导向的内在规

律、校企协同的组织合作与创新机制、运行管理、内部条件及制度建设、绩效管

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经验研究、典型问题分析及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并以

广东白云学院为重点，从应用出发，构建应当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技术大学

校企协同育人系统性的整体框架、人才培养改革实施方案、制度建设与政策保障

体系。从而总结出校企协同育人的规律及不断完善运行机制。使之成为应用技术

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２）研究方法 

在方法方面，第一，运用资料收集法及典型经验调查法，系统收集国内外成

功经验，分析当前国内校企协同育人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二，从宏观及微观两个

角度研究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内涵及形成机理。宏观角度主要研究在校企协同育人

过程中政府、学校、企业的角色及地位作用，分析市场与制度政策的关系；微观

角度主要研究学校内部具体方案设计，研究实现协同育人的创新模式与内容。第

三，以实践探索为重点，从理论与实践二个层面研究应用技术大学校企协同育人

的规律。加强应用技术大学及校企协同育人的理论研究，为课题研究提供理论支

撑。在实践探索方面要不断总结、学习、消化和吸收国内外应用科技大学的成功

经验，逐渐形成广东白云学院应用技术大学协同育人机制及理论与实践体系。 

（３）具体实施计划 

     计划进度共分为七个阶段：包括资料收集与调查研究、国内外实践的经验

总结与理论研究、广东白云学院向应用技术大学整体转型方案研究，校企协同育

人创新模式研究、校企协同育人创运行机制研究及全面总结提炼推广研究。 

(具体内容见后面的时间进程安排) 

 



 

4.项目分工与进度安排 
（1）项目分工 

项目组相关人员分工如下： 

李望国负责从国家及整体角度研究校企合作政策及应用技术大学对校企合

作整体要求研究；国安负广东白云学院３+１实践教育方案的设计与整理，并从

校舍企业合作角度研究其合作的管理机制；杨宝丽负责研究国内外经验及广东白

云学院实践经验；李念良重点研究相关国内外经验；李炜、沈颂东重点研究理论

机制及应用效果总结，并撰写研究报告。 

 

 

（2）项目进度安排 

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阶段，资料收集整理及调查研究(已完成) 

起止时间为，2015.1-2015.08 

研究内容主要有： 

（1）国内外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研究 

（2）应用技术大学校企协同育人的一般模式研究 

（3）我国现阶段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及主要问题研究 

第二阶段：校企协同育人经验总结及主要内容研究(部分完成) 

起止时间为，2015.9-2016.1 

总结近年来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改革经验，从理论上研究校企协同育

人的体系设计内涵、运行保障及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提炼在校企协同育

人机制建立的内容，并从理论上进一步进行分析及研究。 

本阶段研究的可行性：在目标定位及人才培养方面，学校已进行了大量的实

践，并系统设计了“3+1”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方案，围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开展了制度设计、体系构建及保证体系的建设及实践探索。同时在相关理论研究

方面也有一些阶段性的三颗，这些都为本部分研究提供了内容保证。 

第三阶段：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整体设计及协同育人机制形成研究 

起止时间为，2016.1-2016.04 

根据国家政策，对广东白云学院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方案进行顶层设

计。主要内容包括： 

（1）广东白云学院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整体方案研究 

（2）探索民办高校的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 



（3）构建应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校企协同合作育人平台 

本阶段研究的可行性：本阶段所涉及的内容学校已提前一年至一学期已开始

进入，相关内容大多经过多次的方案设计、理论分析及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对

其再进行总结提炼能从更深入的角度发现问题的本质。 

第四阶段：校企协同育人的创新模式及效果研究 

起止时间为，2016.04-2016.08 

本阶段研究主要包括： 

（1）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创新经验总结 

（2）广东白云学院校企业协同育人重点创新项目效果分析 

（3）建立应用技术大学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的内外部政策创新研究 

本阶段研究的可行性：本阶段所涉及的内容学校已在近年进行了实践探索，

并形成了可操作性的方案，在引基础上研究它的规律，分析其运行效果具有可行

性。 

第五阶段：校企协同育人运行机制研究 

起止时间为，2016.08-2016.10 

本阶段研究主要包括： 

    （1）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方案完善及不断改进实践研究 

    （2）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运行机制运行分析 

    （3）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中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建立的动态研究 

本阶段研究的可行性：经过几年的发展，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及机制已有很多

阶段性成果，更应当从规律及整体上对它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从不断改进，进一

步完善角度深入研究校企协同育人的内涵及动态规律。 

基础上研究它的规律，分析其运行效果具有可行性。 

第六阶段：校企协同育人总结提炼推广研究 

起止时间为，2016.10-2016.12 

主要内容包括： 

总结各阶段内容，形成整体研究报告，对相关经验进行再提炼，进一步明

确本课题研究目标，找出应用技术大学企合作的长效运行机制，努力将课题研究

成果及白云学院的成功经验在更大满园内进行推广。 

 

 

 

 

 



5.项目预期成果（含阶段成果和最终成果） 
预期成果 

论文 2-3篇，研究报告（5万字以上），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制度、管理

标准等文件一套。 

预期效果 

项目完成后，构建应用技术大学校企协同育人的有效机制，解决校企合

作的瓶颈问题，建立一套企业实践教学规范，第一步在广东白云学院使用，

预期效果好。可在国内同类学校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6.项目经费安排 

（项目共 10000  元，其中省拨 5000 元、校拨 5000 元） 

序号 支出科目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１ 

 

图书资料费（含图书购

买，资料复印费用等） 

1200 

 

购买图书 30本 

30x30=900元 

打印、复印 1000页 

1000x0.3=300元 

2 

 
调研费 2000 

省相关企业调研 4次 

每次平均交通等费用 500 元 

 

3 

 

论文发表费 

 

4000 

 
发表版面费平均 1500元左右，

共计划发表 2－3篇 

4 

 

劳务费 

 

1500 

 

劳务费占研究费的 15% 

 

5 小型会议费 800 
计划两次小型会议，每次会议

400元 

6 其它费用 500 
主要用于项目结项中的不可预

见费 

 合   计 10000  



6.专家评议 
评议内容与结论： 

 

 

 

 

 

 

 

 

 

 

 

 

 

 

专家组组长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专家组成员(含组长) 

姓   名 职称 评议组内职务 专家签字 

    

    

    

    

    

    

    

 

 

 



7.结论 
教务处意见 

 

 

 

 

 

 

 

 

 

 

 

 

 

 

 

 

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领导意见 

 

 

 

 

 

 

 

 

 

 

 

 

 

学校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