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依据但不局限于国际商务单证任务书的内容，完成了国际商务单证精品开放

课的建设。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相关岗位进行了调研，完

成了专业岗位分析报告及单证课程岗位分析报告，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修订提供了依据。主编《国际商务单证项目化教程》，2017 年 4 月由清

华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主编《外贸单证实务》教材，增加课程思政、融入行业

最新改革，目前已完成初稿，预计 2022 年 9 月出版。制定了教学资源包，编制

了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标准、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总体设计和单元设计、国际商务单

证 PPT 教学资源、国际商务单证实训教程、国际商务单证习题集，录制微课、教

学视频等 54 个。设计了专业项目化考核方案，线上线下教学相融合，极大的提

高了教学效果，16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的学生国际商务单证考证通过

率达到 100%，近三年的教学评价名列前 10%。由于该课程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教学团队的教师应邀到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证培训。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在超星平台也建设了国际商务单证课程，除了本校教师使用以

外，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南华

工商职业学院、广东科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兄弟院校的教师使用了本课程平台

的资源。同时依托课程建设，培养了魏斌、熊海玲、陈慧等校外教师团队，对校

内教学进行了有力的补充。

此外，国际商务单证精品公开课网站的建设为外贸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自主学

习的平台，为跨专业学生了解外贸业务相关知识提供了较好的平台。



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1

应完成要点数（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成率（%）

20 20 100

主要建设任务2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任务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

（分条列举）

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职

业能力分析报告；

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技能

委员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职业能力分析报告；

完成率 100%

2.外贸业务相关岗位能力

分析表；

2.外贸业务员、外贸跟单员、

外贸单证员岗位能力分析

表；

完成率 100%

3.国际商务单证课程岗位

能力分析报告；

3.国际商务单证课程岗位能

力分析报告；
完成率 100%

4.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标准； 4.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标准； 完成率 100%

5.行业、企业资料的收集、

整理；

5.企业调研图片、毕业生岗

位认知小视频、行业 PPT 的

收集、外贸业务单据的收集、

企业讲座视频；

完成率 100%

6.单证员岗位知识点分析； 6.单证员岗位知识点分析； 完成率 100%

7.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整体

设计；

7.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整体设

计；
完成率 100%

8.项目化教程配套的 PPT；
8.项目化教程配套的 PPT15

个；
完成率 100%

9.16 次课的课程单元设计；

9.16 次课的课程单元设计、

9次重点单元信息化教学设

计；

完成率 100%

10.16 次课微课视频；
10.22 个微课视频、38 个教

学视频。
完成率 100%

建设举措和建设目标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经落实的

建设举措和已经实现的目标

（分条列举）

尚未实施的举措

和未完成目标

（分条列举）

11.国际商务单证项目化教

材 1本；

11.2017 年 4 月清华大学出

版社出版国际商务单证项目

化教材 1本；

完成率 100%

12.实训课程指导教程。 12.实训课程指导教程；实训

配套单据的填写；
完成率 100%

1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2 主要建设任务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申报、立项、管理、验收等文件要求，结合项目申报书（含申请书、

任务书等，下同）确定。



13.课程理论相关知识点习

题及详细解析；

13.课程理论相关知识点习

题及详细解析；
完成率 100%

14.课程重难点解析；

14.课程重难点解析，难点内

容均录制了微课视频，学生

课后可以自主学习巩固；

完成率 100%

15.4 次企业专题讲座视频

以及 PPT、照片材料；

15.11 次企业专题讲座视

频；行业专题 PPT13 个；外

贸岗位介绍视频 20 个；

完成率 100%

16.国际商务单证课程考核

方案；国际商务单证考核标

准；

16.国际商务单证课程考核

方案；国际商务单证考核标

准；

完成率 100%

17.外贸业务相关课程整体

考核方案；外贸业务相关课

程整体考核标准；

17.外贸业务相关课程整体

考核方案；外贸业务相关课

程整体考核标准；专业项目

化教学论文一篇；

完成率 100%

18. PPT，课堂教学，学生

学习成果等资料的上传；

18. PPT，课堂教学，在校生

学习收获、在校生国际商务

单证考试获得的证书等资料

已经上传网站；

完成率 100%

19.评价方案的设计；评价

结果的汇总；评价报告；课

程教学改进方案设计；

19.在校生及毕业生教学评

价方案的设计；教材使用情

况调查报告；在校生及毕业

生教学评价报告；课程教学

改进方案设计；

完成率 100%

20.课程网站的完善、全套

课程资源的上传。

20.课程网站的完善、全套课

程资源的上传。
完成率 100%



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3

预期成果（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的建设成果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预期成果

（分条列举）

1.构建国际商务单证精品

公开课网站

构建了国际商务单证精品

公开课网站

http://218.16.143.19

8:8008/suite/wv/552

883

完成率 100%

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职

业能力及岗位能力分析

完成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岗位能力分析；外贸业

务员、外贸跟单员及外贸

单证员岗位能力分析。

完成率 100%

3.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标准
完成了国际商务单证课程

标准的制定。
完成率 100%

4.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教学

设计，16 次微课视频

完成了国际商务单证课程

整体设计及 16 次课的单

员设计，22 次微课视频。

超额完成

5.编写教材一本

2017年 4月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版国际商务单证项目

化教程一本。

2022年 3月完成外贸单证

实务教材初稿，拟于 2022

年 9 月广东高教出版社出

版。

超额完成

6.课程教学资源包及实训

资源包

完成了课程 PPT，18 次课

堂教学视频+15 次重点内

容及拓展内容介绍视频；

完成了实训指导教程的编

写，课程重难点分析，400

道习题，11 次专题讲座。

超额完成

7.课程考核设计

完成了外贸业务课程整体

考核的设计；以及课程教

学改进方案

完成率 100%

8.课堂教学评价

完成课程教学改进方案的

设计。近三年课题主持人

课堂教学评价排名前

10%。

完成率 100%

9.学生取得的成果 2016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完成率 100%

3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552883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552883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552883


（国际商务）班单证员通

过率 100%。毕业生从事外

贸业务岗位，在企业表现

优异，得到了企业的认可。

10.团队成员提升

团队成员 2018 年获得校

级教学名师 1名、校级优

秀教师 1名，1名成员成

长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负责人。2020 年 1 名教师

获得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一

等奖。2021 年 1 名成员评

为副教授。项目负责人教

学质量排名在学院排前

10%。

完成率 100%

11.技能竞赛取得突破

2019 年广东省报关技能

大赛三等奖。2020、2021

年广东省货运代理以及互

联网+国际贸易大赛分别

获得两次三等奖。

完成率 100%

12.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入

与清远市金创电子商务产

业园达成了合作协议，

2019 年 11 月建成了电子

商务众创空间，与企业合

作培养跨境电商人才，实

现校企深度合作育人。合

作培养 150 多名学生，构

建了 20 多支创业团队。

完成率 100%

13.构建校外企业教师团

队

初步建立了校外企业教师

团队，积极参与课程建设

及课堂教学。企业讲座专

题视频 11 个，行业专家提

供最新行业知识介绍 PPT

13 个。毕业生岗位认知视

频 20 个。

完成率 100%

14.课程辐射其他兄弟院

校及校企合作企业

1.项目团队教师应广东岭

南职业技术学院的邀请于

2016、2019 年分别为岭南

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和

应用英语专业的学生提供

了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培

训，学生课后通过线上教

学资源进行复习，国际商

务单证考试通过率达到

95%。

完成率 100%



2.2020 年疫情以来，各校

广泛开展了线上教学，东

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南

华工商职业学院、广东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

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

贸职业技术学院、河源职

业技术学院等 10 余所兄

弟院校均有使用该课程网

站。

3. 国际商务单证项目化

教程》教材使用量超过

3000 册。

4. 深圳资欧科技有限公

司、艾非丽斯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跨境贸易类小微

企业使用课程平台资源作

为员工入职培训的辅助平

台。为企业员工培训提供

了较全面的外贸单证资

源。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职业能力分析

1.1 企业调研

1.2 专业技能委员会

1.3 企业资料的收集

1.4 企业提供的真实单据举例

1.5 企业人员提供的外贸业务流程相关 PPT

2.外贸业务相关岗位能力分析

2.1 外贸业务员岗位职业能力分析表

2.2 外贸跟单员岗位职业能力分析表

2.3 外贸单证员岗位职业能力分析表

3.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标准

4.国际商务单证课程整体设计

5.国际商务单证单元设计



6.22 次微课视频

7.课堂教学视频（18 次课堂教学视频+15 次重点内容及拓展内容介绍视频）

8.国际商务单证项目化教材

9.教材配套教案

10.实训指导教程（全套外贸业务单据填写样本）

11.教材及课堂调查问卷及问卷统计

12.11 个校外兼课教师讲座视频及 20 个企业提供的岗位培训 PPT

13.习题资源库（400 道选择、判断等题，30 套模拟题）

14.课程教学效果及兄弟院校使用情况

14.1 课题主持人近三年教学评价

14.2 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证培训

14.3 兄弟院校使用课程资源情况说明

14.4 企业使用课程资源情况

16.课程受益学生数量

17.在校生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通过率 100%

18.毕业学生对单证课及国际商务单证教材的评价

19.教学团队成员获得的荣誉

20.团队成员取得的证书

21.学生获奖证书

注：课程资源已经全部上传国际商务单证精品公开课网站，具体网址如下：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552883



四、项目建设水平

（包括：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情况、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等）

1. 项目建设质量

（1）课程资源丰富，面向全社会开放。目前，得实平台网站访问量 62815

人次（截止 2022 年 4 月 11 日）。 超星平台资源也得到了广泛使用。

该项目严格按照省级精品公开资源课的建设要求及任务书的内容，逐步推

进，建设了国际商务单证精品公开资源课网站，网站学习资源丰富，不仅提供了

教材相关的内容，也提供了外贸业务相关岗位认知的相关视频，网站点击量超过

了 6万次，为本校及外校学生学习国际商务单证提供了支持，让学生能够随时随

地的在网上进行国际商务单证的学习。同时也为毕业实习生提供了学习的园地，

很多做外贸业务的学生，实习阶段对信用证、单据的填写等有些生疏，通过国际

商务单证精品公开资源课网站观看微课，重新温习信用证审核及外贸业务相关单

据的填写。此外，该网站也为新教师学习该课程，了解课程的整体架构及教学方

法提供了借鉴。

（2）紧跟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三教改革”，将最新行业动态融入教材

基于对外贸业务岗位及单证员岗位的调研，本人主编的《国际商务单证项目

化教程》于 2017 年 4 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

技术学院等兄弟院校均有使用，销售量超过了 3000 册。

2018 年开始报关与报检融合，报关、报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自 2016 年开

始跨境电商发展如火如荼，为了使教材能够更上行业发展的步伐，2019 年开始，

本人与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的徐兰老师，加上外贸行业的从业人员魏斌、熊海玲等，

重新构建了外贸单证实务教材，2022 年 3 月已完成了初稿，拟于 2022 年 9 月在

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新版的教材融入了课程思政元素，注重培养学生技能的同

时，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和职业素养。新版教材中也融入了新的大数据技术，

将本课程网站的内容以二维码的形式展示在教材中，以期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学习

平台。



2. 成果应用情况

（1）课程在兄弟院校间使用良好

本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英语、电子商务等专业均开设了国际商务单

证课程，2016-2021 年期间，累计有 30 个班级使用了本课程资源，累计人数达

到 1500 多人。

此外，2018-2019 年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使用了课程平台资源，助力学生考

国际商务单证员资格证书。2020 疫情开始——至今，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河源职

业技术学院等兄弟院校均应用了本平台课程资源进行线上教学以及课后辅助教

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得到了较高的认可。

（2）教材推广使用效果良好

2017 年 4 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商务单证项目化》教材在顺德职

业技术学院、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兄弟院校使用，

教材使用量超过 3000 册。

（3）为 10 余家跨境电商等外贸业务内小微企业员工培训提供了辅助平台，

企业利用课程资源平台为员工提供外贸知识培训。

（4）校企深度合作共同培养学生

课程平台将企业资源与课程资源融合，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行业、企业发展

现状。除了邀请企业人员给学生进行培训讲座，2020-2021 年期间，也定期邀请

企业人员为学生进行培训，将最新的跨境外贸知识传递给学生，共建创新创业学

生团队，共同培养学生 150 多人，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实现真操实练。

同时邀请毕业生对外贸业务岗位以录屏的形式进行讲解，给在校生提供一个

初步的岗位认知。







八、项目校内结题专家组意见（需附结题实证材料）

校内结题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范新灿 教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3510607396

2 丁立
教授/二级学院

院长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3719299293

3 宁培淋
土木工程学院党

委书记/副教授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3602486876

4 李玉甫 高级工程师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3570950527

5 杜宏丽
教授/教务处处

长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3822213307

….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2022 年 4 月 30 日—5月 3日，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教务科研处组织专家组进

行通讯评审项目，专家组通过查阅了相关材料，形成意见如下：

1.项目材料符合要求；

2.研究成果达到预期目标；

3.经费使用合理。

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专家组长签章

日期：2022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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