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成果类型

项目研究报告 □系列课程与教材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目成果名称

一、项目研究报告

面向社会人员扩招背景下的高等职业教育会计专业教学标准研制

二、管理制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人员普通高等职业教育日常教学管理规定（试

行）》

三、专业标准

会计专业教学标准（面向社会人员）

四、论文

1.高职扩招背景下面向新型学习者的教学质量保障行动策略探究---以高职

会计专业为例，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2）；

2.源与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辨析，《清远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

3.高职院校“百万扩招”背景下专业教学标准重构的策略研究——以会计专

业为例，《教育观察》2022 年（10）。

五、其他

校级教学成果奖：“能力本位、业财税德融合育训”的高职会计专业育人模

式研究与实践。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一、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

（一）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了专业教学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关系

1.两者的内在联系

专业教学标准是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依据之一，指导和规范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落实专业教学标准等标准、政策和教学

规范的具体行动计划，专业教学标准的具体内容要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专

业教学标准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都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和政策要

求；编制程序上，都可以遵循成果导向教育（简称 OBE）反向设计原则。

2.两者的主要区别

（1）两者的研制（制订）依据不完全相同

专业教学标准主要依据国家有关职业教育教学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要求、

职业教育相关研究成果、专业面向的岗位（群）或技术领域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

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人才培养方案主要依据现行各类教学文件和相关教学标准要求，教育教学、

学生成长成才等相关内在规律，高职院校专业布局与发展定位以及高职院校自身

软硬件条件而制（修）订。

方案是施工图、路线图，标准是施工图、路线图设计依据之一。

（2）两者的内涵和外延不同

专业教学标准主要对专业人才培养关键要素进行规范，侧重的是为教学环节

提供指导和基本要求。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对学生入学至毕业整个过程进行系统

设计和规划，不仅包括课堂教学环节，同时也包括学生校外见习和实习环节以及

学生第一课堂以外综合素质的培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在调动学校各类资源，

有计划分步骤落实各类标准和政策要求的实现；遵循课程的内在规律、递进关系

对其进行分时段教学安排；灵活运用与课程内容和学生学习基础相适应的教学方

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课程教学资源。简言之，如果专业教学标准的目标是

“培养什么人”，人才培养方案则是“如何培养人”。

（3）两者的作用不同

专业教学标准主要对专业教学过程关键要素进行规范和指导，是指导学校组

织实施教学、加强专业建设、开展质量评价的基本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则是

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对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进度、

资源配置进行总体安排，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具体行动和措施安排。

（4）两者的内容更新的频率不同

专业教学标准是一种规范，除非重大法律法规规定和政策发生变化以及专业

所对应的岗位及职业要求发生较大变动，一般情况下不作调整，具有相对稳定性。

人才培养方案是一种行动计划，可根据实际执行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征询意见

和专家论证等程序稍作调整，许多学校一年或实施一届（2～3 年）进行一次调

整。



上述研究成果，总结形成《源与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与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辨析》论文，发表在《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1期。

（二）提出了基于社会生源专业教学标准的重构策略

为了更好地探讨面向社会生源专业教学标准的重构策略，课题组遵循 OBE

理念，按照“会计岗位能力和素养需求以及新型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会计专业

培养目标和具体能力指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课程资源等保障条件”的路径

对会计专业教学标准进行设计。并提出了“组建高水平专业教学标准团队、开展

面向会计专业新型高职学生学情分析开展会计职业岗位能力分析、根据市场需求

确定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聚焦专业教学标准的“核心”构建面向新型

高职学生的会计专业课程体系以及严把制定的“质量关”，开好会计专业教学标

准论证会”等具体策略，总结形成《高职院校“百万扩招”背景下专业教学标准

重构的策略研究——以会计专业为例》论文，发表在《教育观察》2022 年第 10

期。

（三）提出了扩招背景下面向社会生源的教学质量保障行动策略

针对高职扩招试点会计专业入学者存在“年龄结构多样化、学习基础参差不

齐、年龄离散分布、职业多元并存、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不同步和分散教学”等带

来的现实挑战，学校在“会计岗位职业能力分析、学情分析、会计专业课程体系

重构、课程教学与管理、学习成果认定与转换以及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探索与实践，总结形成《高职扩招背景下面向新型学习者的教学质量保

障行动策略探究---以高职会计专业为例》论文，发表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2021 年第 32 期，为质量型扩招提供借鉴与思考。

（四）开发完成了面向社会人员的会计专业教学标准，并融入人才培养方

案

参照 2019 年教育部发布的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教学标准体例，按照本课题提

出的基于新型高职学生专业教学标准的重构策略，编制完成“面向社会人员的会

计专业教学标准”，并将该标准融入了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2019 级和 2020 级会计

专业（面向社会生源）的人才培养方案。

（五）牵头制订了面向社会人员普通高等职业教育日常教学管理制度

课题负责人黄清泉，分管全院日常教学管理工作 11 年，熟悉高职教育教学

规律和日常教学管理事务，在学院统一安排部署下，牵头制订《清远职业技术学

院面向社会人员普通高等职业教育日常教学管理规定》，2020 年 11 月正式实施，

有效地规范了扩招试点班的日常教学管理，为确保教学质量提供了制度保障。

（六）探索实践了“能力本位、业财税德融合育训”高职会计专业育人模



式

课题组与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会计教研室其他成员充分运用本课题研究的前

期成果，构建“能力本位、业财税德融合育训”的高职会计专业育人模式，经过

5年多的探索与实践，“‘能力本位、业财税德融合育训’的高职会计专业育人模

式研究与实践”获 2021 年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二、项目成果的主要特色

本研究的主要特色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共同推进。

理论上探索了面向社会生源会计专业教学标准重构策略、依据，提出了高职扩招

背景下面向社会生源的教学质量保障行动策略，形成专业教学标准从研制和质量

保障的闭环；开发的专业教学标准已运用于实践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从理论上研究了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源与

径，基本厘清了专业教学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关系，为高职院校开展教学

提供了参考；提出了高职院校“百万扩招”背景下专业教学标准重构策略。

2.从开展会计岗位职业能力分析和学情分析等九个方面入手，提出高职扩招

背景下面向新型学习者的教学质量保障行动的策略，开发了面向社会生源的会计

专业教学标准。

3.针对高职扩招试点会计专业入学者存在“年龄结构多样化、学习基础参差

不齐、年龄离散分布、职业多元并存、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不同步和分散教学”等

带来的现实挑战，提出“三递进三主线”会计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思路，开发了“会

计专业学分认定与转换范围与标准”，力求避免“吃不饱和吃不了”的现象发生，

为实现“毕业要求相同、培养质量不降、共同提高进步”目标提供一种思路。

4.立足社会生源的学习基础、学习时间、学习愿景等特点，在遵循高职教育

会计专业国家教学标准的基本要求基础上，开发了《会计专业教学标准（面向社

会生源）》，从课程体系重构、教学组织和学习成果认定与置换等方面丰富了教育

部公布的会计专业教学标准。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

1.论文 1：高职扩招背景下面向新型学习者的教学质量保障行动策略探究

---以高职会计专业为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2）；

2.论文 2：源与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辨析，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

3.论文 3：高职院校“百万扩招”背景下专业教学标准重构的策略研究——

以会计专业为例，《教育观察》2022（10）。



4.研究报告：面向社会人员扩招背景下的高等职业教育会计专业教学标准研

制

5.专业教学标准：会计专业教学标准（面向社会人员）

6.校级教学成果奖：“能力本位、业财税德融合育训”的高职会计专业育人

模式研究与实践，2021 年获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7.管理制度：《清远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人员普通高等职业教育日常教学

管理规定（试行）》。

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会计 890

大数据与会计 128

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

（一）理论研究成果得到了业内同仁的认可

发表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北大中文核心期刊）2021 年第 32 期的《高

职扩招背景下面向新型学习者的教学质量保障行动策略探究---以高职会计专业

为例》论文，为高职扩招试点院校开展日常教学管理、确保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

较好的思路和解决方案，见刊三个月以来已被同行下载 220 多次；发表在《清远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1 期的《源与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与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辨析》论文，进一步厘清了专业教学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为职业院校编制教育教学文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遵循，该论文发表一个月，已被

同行下载 110 次。从下载量来看，相关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业内同仁的相当认可。

（二）开发完成了的专业教学标准已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参照 2019 年教育部发布的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教学标准体例，按照本课题提

出的基于新型高职学生专业教学标准的重构策略，编制完成“面向社会人员的会

计专业教学标准”，并将该标准融入了 2019 级和 2020 级会计专业（面向社会生

源）的人才培养方案，其课程体系遵循教学教学规律和会计技术技能成长规律，

受到学生好评。

（三）探索形成的会计专业育人模式已显现成效

“‘能力本位、业财税德融合育训’的高职会计专业育人模式研究”项目从

2015 开始在本校开始实践，前期形成的部分成果编写成《会计手工与电算一体



化实训教程》，2015 年 3 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当年进入“十二五”职业教

育国家规划教材名单，截至 2021 年该教材已出版发行 8000 多册。

（四）制度建设为扩招试点教学管理保驾护航

牵头起草《清远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人员普通高等职业教育日常教学管理

规定（试行）》已实施 2年多，较好地规范了社会教学点的日常教学管理，2021

年学院对校外教学点教育教学管理专项诊断中，校外教学点的教学管理指标平均

达成率为 99.30%，先行的日常教学管理制度建设起到了很好作用。

项目组成员（不含负责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

余秀珍 讲师、会计师 会计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罗忠实 科长/ 讲师 教育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刘细群 科长/ 讲师 教育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岚 讲师 会计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张晓玲 助教 思想政治教育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戴 杉 讲师 会计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黄佑军 校长/教授 会计学 佛山市技师学院

刘雪玲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审计学
清远市建信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项目主持人（签名）：

2022 年 4 月 20 日

项目经费决算情况

（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项目收入：30000 元（学校配套）

项目已支出：

1.发表论文版面费：4500 元；



2.印刷打印、购买移动存储设备等：6399 元；

3.开展学生座谈、项目组研讨、学情调研：12000 元。

4.专家咨询费：1250

项目待支出： 5851 元。

说明：剩余费用主要用于图书资料、结题评审费等支出，待项目结题后才

能完全支出。

学校结题或验收专家名单

姓名 职称/职务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及联系方式

范新灿 教授 计算机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3510607396

丁立 教授/二级学院院长 药学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3719299293

宁培淋
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副教授
土木建筑工程施工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3602486876

李玉甫 高级工程师 土木工程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3570950527

杜宏丽 教授/教务处处长 高职教育教学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3822213307

专家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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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7 日

学校负责部门意见

注：1.表格不够可另附纸。2.须附项目成果材料原件，无法提供原件的，由

学校教改项目管理部门在复印件上盖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