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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敢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

项目名称
高职会计专业基于

“
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改革实践

研究

项目负责人 (签名 ) 冫V豺俐 项目承担学校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项目编号 GDJG2019144 项目类别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项目

一、项目进展情况 (工作方案、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拟开展的工作,能 否按时
完成计划等 )

(一 )工作方案

1.构建
“
产教融合

”
的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建设

基于校企合作平台,产教深度融合,构建
“
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以工作

为导向、、以证书为驱动,以竞赛为促进,整合课程体系,把会计岗位技能、专业资

格考证内容、卜x证书内容、专业技能竞赛内容融入课程。根据会计职业岗位能力的

要求设置专业课程,对税务会计、成本会计、会计主管等会计工作岗位,开设大数

据财务分析、税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RPA财务机器人等课程,实现按岗设

课。在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专业支撑课、专业核心课以及

专业拓展课的课程标准改革,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对会计人员的新要求、新挑战。

2.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打造校企资源共享的教学-工作平台

学校和企业加强合作,双方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包括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习

基地。校内实训基地营造全仿真职业情境,校外实训基地发挥顶岗实习的作用,创

建校企共享的教学实施平台,聘请企业专家为兼职教师共同开展教学活动,基地实

训设各共用、实训环境共享,为 会计专业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在此基础上,

形成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
“
产教融合

”
的教学特色,并使得这一成果得以推广。

3.创 新与改革课堂教学方法

深化教学方法改革,广 泛运用探究式、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教学方式,

将教学方式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相结合;创 新教学手段,依托现代信虑、化技术创

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利用学校与企业资源共享的教学平台,探索混合式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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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促进泛在、移动、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形成。

4.师 资队伍建设

通过企业锻炼及参与校企合作等多种渠道提高教师业务水平,按照每位教师的

发展方向,安排专业教师到校外实训基地学习,参加企业业务活动及课题研究。发

挥传帮带精神,由 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一对一结对帮扶,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加强 “双师型
”

师资队伍建设,使 “双师型
”
教师比例达到 80%以上。

(二 )实施情况

基于
“
产教融合

”
的人才培养模式,会计专业与江门恒生会计师事务所、新视

界财税咨询有限公司等企业专家共同修订了2020级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充

分考虑科技进步和产业变化对会计岗位技能的要求,当 前人工智能技术与财务机器

人等最新行业技术发展对会计专业人才的知识、技能、素养的标准要求,进一步优

化课程体系,增加了《财务机器人》、 《大数据分析》等专业课程,积极应对人工

智能时代对会计财务人员的新要求、新挑战。调整教学内容,把会计岗位技能、专

业资格考证内容、卜x证书内容、专业技能竞赛内容融入相关专业课程内容中。

在研究期间,课题组成员与企业专家共同编写了《财务会计实务》、 《税务会

计》2本校本教材,教材融入了当前会计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及专业资格考证

内容,并运用在 18级和 19级会计专业的教学实践中。

学校和江门新视界财税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建设了校内代理记账工作

室,江门新视界财税咨询有限公司将其一部分代理记账业务转移到校内工作室,通

过 《真账实操》课程,由 企业专家和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完成代账工作。通过这

种校企合作方式,打造校企资源共享的教学-工作平台,实现基地实训设各共用、平

台共享,为 会计专业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形成鲜明的
“
产教融合

”
教学特色。

更新了《财务会计实务》和 《税务会计》的课程标准,进行教学方法改革,以

上两门课程的老师进行集体各课,运用探究式、案例式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实训项

目安排到虚拟财务实训室开展项目化教学,教学效果良好,学 生上课积极性很高。

最后,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会计专业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一对一结对帮扶,共

同各课、共同设计教学过程、相互听课,每周进行一次教学研讨,相 互学习;骨干

教师带动青年教师开展课题立项,进行教学改革,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

选派两位青年教师到合作企业江门恒生会计师事务所挂职锻炼,提高其会计实践操

作能力。

(三 )存在的问题

4



1.疫情原因影响,19级原计划安排在虚拟商业社会环境实训室由双导师指导的

《V-综合实训》课程无法全程在实训室举行,部分课时安排在线上进行,部分课时

延后完成;

2.课题组在编写 《会计岗位实训》教材中因疫情原因将安排在企业实地收集实

训资料的工作也调整为线上进行,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与企业专家进行研讨。

(四 )拟开展的工作

1.安排会计专业学生到合作企业顶岗实习,加深产教融合力度

安排 19级学生到合作企业-江 门恒生会计师事务所和江门新视界财税咨询有限

公司精心顶岗实习,由会计专业教师与企业专家全程跟踪指导,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同时专业教师深入企业,可 以参与企业项目,掌握岗位最前沿的会计专业技能,提

高专业教师实践指导能力,提高
“双师型

”
师资队伍的专业素质。

2.完成 《会计岗位实训》教材编写

到校企合作单位⋯江门新视界财税咨询有限公司收集实训资料,然后组织课题组

成员对资料进行筛选,确 定作为 《会计岗位实训》编写的案例资料,再分配任务 ,

完成的 《会计岗位实训》教材编写。

3.发表教改论文,形成课题研究成果

在项目研究初始阶段,对课题组成员作了分工,通过前期教学实践研究,已积

累了一定的成果,课题组成员要根据自已所负责的研究实践任务,撰写相关的教改

论文,形成课题研究成果。

4.适应智能时代发展新要求,打造创新型、复合型会计专业人才

随着
“大智移云物

”
时代的到来,产 业分工更细化,业态更多样,模式不断在

创新,原 有的岗位将会消失,同 时催生出新的岗位。相应的,会计这个面向现代产

业服务的职业领域也需要相应的做出变革。对于高职会计类专业,要顺应产业需求,

产教进行深度融合,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会计专业人才。

(五 )能否按时完成计划

根据项目开题报告中所列任务要求,目 前已经完成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优化了课程体系,形成了较全面的课程体系;编写了2本校本教材;完善了实训资

料;预计能够顺利按时完成预期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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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性成果简介 (发表杂志或采用单位、基本内容、应用价值、社会影响等 )

(一 )创新会计专业人才培养,形成特色人才培养方案

会计专业通过校企深度合作,邀请企业专家全程参与 2020级人才培养方案的制

订,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更新了专业能力和素质要求,根据会计工作岗位

专业技能要求,优化了课程体系,形成以突出 “能力
”
丿|练 为主的

“
基础实践、专

业实践、综合实践
”
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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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第一阶段的基础实践是针对会计的基础技能实训,培养学生形成会计核算能力和

对企业经营的认知;第二阶段的专业实训是会计分岗实训,根据财务会计、税务会计、

成本会计c管理会计等会计工作岗位设置实训内容,培养学生财务会计、成本管理、

财务管理和分析、税收筹划等各项专业能力;第三阶段的综合实训,包括真账实操、

财务机器人、顶岗实习,通过三个阶段的实训,强化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学生数字

化、智能化运用能力和综合能力,形成较强的会计职业能力。

(二 )校本教材 《税务会计》

主编:赵秀梅 何玉英 副主编:李小燕 陈倩倩 汪国利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11月

主要内容: 《税务会计》根据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 (包括最新公布的

自2018年 5月 1日 起实施增值税税率调整的有关规定及 2019年 1月 1日 起实施的个

人所得税最新规定 )编写,注重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有机融合,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税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各个税种的会计处理方法。教材注重教学实用

性,教学结构模块化,重视案例的编写,使之具有新颖性和趣味性,强化实训,体现

高职教学的特点,内 容丰富,结构清晰,以增强学生创业能力为核心,培养适应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财税会计人才。

(三 )校本教材 《财务会计实务》

主编:陈倩倩 何玉英 副主编:汪国利 李小燕 赵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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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1月

主要内容: 《财务会计实务》依据财政部最新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按照理

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原则,以现代企业会计岗位技能为标准,教材将教学内容的课程

精心设计成八个项目,包括出纳岗位、往来结算岗位、存货岗位、固定资产岗位、无

形资产岗位、筹资岗位、对外投资岗位、财务成果岗位。同时将最新的考证教材 《中

级财务会计实务》、 《初级会计实务》内容融入教材,做到课证融通,通过项目教学

使学生对每一模块内的内容充分掌握。全程
“
做中学,学 中练

”
教学模式,以 “

项目

实现
”
为具体目标,使枯燥乏味的授课学习过程变得生动、形象、趣味横生。教材以

“
产教融合

”
理念,以会计岗位设计教学内容,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代财务会计理论

的最新成果和技术技能,而且更加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职业能力,突 出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7



经费情况

1经 费到位情

况

经费来源
到位金额
(元 )

到位时间 下拨文件名称

省财政

学校 15000 2019-09-O1

关于下拨 2018年省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专

项经费的通知
(财字 〔2019)9号 )

学校 15000 2020-04-06

关于下拨 2018年省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专
项经费的通知
(财字 〔2019〕 9号 )

其他 :

合计

3.2经费支出情

况

支出科目
支出金额
(元 )

支出时间

差旅费 4000.00 2019-08-12

评审费 4500,00 2019-09-24

专用材料

费
17000.00 2019-10-12

资料印刷

费
1572,96 2019-12-04

专用材料

费
5480.00 2019-12-10

差旅费 3600.00 2020-08-06

合计 36152.96

四、项目实施效果 (具体案例,字数控制在 30OO之 内,可另附页 )

项目实施中,基于
“
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课程改革,通过广泛企业调研和

校企合作,探讨如何培养大数据、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专业人才,邀请企业专家全程参

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更新了专业能力和素质要求,

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体系,确定基于
“
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内容,

以职业岗位能力标准制定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与 企业合作撰写

校本教材,对接了当前会计岗位的技能标准,课题组成员将前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

实践。

通过初步项目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 )基地共建,资源共享,实现了校企产教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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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专业与江门新视界财税咨询有限公司建设了校内实训基地-校 内代理记账工作

室,学校提供电脑、网络、桌椅等设各,合作企业提供做账用的财务软件-亿企代账软

件和派遣企业专家。校企双方资源共享,企业利用了学院的设各完成工作项目,学校利

用企业的软件和人力资源完成了实训教学任务,让学生在校就接触到企业真账,可 以了

解企业做账的实际流程,掌握企业岗位所需的技能素质,提升了专业技能,双方互赢互

利。校内实训基地营造真实的工作情境,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 强了课

堂教学效果。校企合作建立的校外实训基地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顶岗实习环境,为 学生

形成良好的职业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这种校企合作方式,会计专业形成鲜明的
“
产

教融合
”
教学特色。

(二 )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了课堂教学效果

财务会计实务和税务会计两门课程的授课运用探究式、案例式教学方式进行教学,

学生上课积极性很高。如在讲授增值税教学任务时,设定企业与客户进行商品交易的情

境,例举商品交易案例,引 入探究任务:商 品交易会产生的税费有哪些,应如何计算应

交税金?然后布置学习任务,引 导学生动手操作,深入探究学习任务;通过学生相互讨

论,教师指引方式,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教学效果良好。

在真账实操课程教学中,引 入企业的真实业务,班级以小组形式分工,以工作任务

引领知识、技能和态度,让学生在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知识,较好地掌握了专业

技能。

(三 )校企合作撰写教材,提升了专业知识的实用性

企业专家参与了课题组编写的《财务会计实务》和 《税务会计》教材,以现代企业

会计岗位为载体,内容对接了会计岗位的技能标准。教材中每一个项目,基于会计岗位

需求,将会计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有机的融入到教材中,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解

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 ) “双导师
”
实施,提高了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学校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校企共同组建师资教学团队,共同对《财务会计

实训》、 《真账实操》等实践课程进行教学指导,由 于企业导师的实践工作经验丰富,

在授课中能把最前沿的会计实践技能传授给学生,大大提高了学生会计专业实践操作能

力。

(五 )学生考证通过率提高了5%

通过课题项目的研究实践,会计专业在课程体系中做到课证结合,将专业资格考证

内容和卜X证书内容融入课程教学中,针对性开设了财务会计实务、经济法基础等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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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专业课程学习中,更容易消化考证内容,提升考证通过率。2019年 ,324名 会计

专业学生参加助理会计师和卜X证书考试,通过人数为 258人 ,通过率为 79.6%;2020

年,282名 会计专业学生参加助理会计师和卜X证书考试,通过人数为237人 ,通过率

为 84%,提 高了5%左右。

(六 )学生参加专业技能大赛成绩优异

通过课题项目的实践,将企业实际的技能需求和职业素养有机的融入教学中。通过
“双导师

”
制在部分专业实践课的实施,由 于企业导师的实践工作经验丰富,能把最前

沿的会计实践技能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2019-2020年 ,学 生参加会

计专业技能大赛成绩优异。

表 1 2019-2020年主要比赛获奖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授奖部门 获奖等级 获奖级别

1 ⒛⒛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会

计技能赛项 (高 职组 )

广东省教

育厅
一等奖 省级

2 第四届
“
科云杯

”
全国职业院校财会职

业能力大赛 (高职组 )

中国商业

会计协会
一等奖 国家级

3 第十三届
“
新道杯

”
大学生会计信息化

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

工业与信

息化部
二等奖 国家级

学校教改项目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通迪啐蚓核豇。

注:1.如 因特殊情况需变更项目负责人等重大事项,需另填报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并按要求备案。2.此报告书为项目过程管理的佐证材料 ,

须在项目验收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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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攵≡群 匚2020) 19号

关于⒛1s年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中期检查结果的通报

各部门:

根据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⒛18年省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

项名单的通知》及 《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管理要求》文件精神,2018年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汩研究与实践期已满一年,教务处发布 《关于组织开

展 ⒛18年省教育教学教改研究与实践项目中期检查工作的

通知》,启 动了⒛18年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中期

检查工作。经校内外专家评审,中 期检查工作现已完成,现

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中期检查结论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中期检

查结论

1 GDJG2019144

高职会计专业基于
“
产教

融合
”
人才培养模式的课

程改革实践研究

汪国利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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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事项

此次中期检查重在发现问题,督促项目负责人明确项目

研究与实践任务,确保更好地推进项目研究与实践。在项目

研究与实践期间,各相关部门须加大项目管理工作力度,采

取具体措施督促项目负责人开展项目研究与实践,确保项目

达到预期成效。

特此通报。

《‰u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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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攵≡衽 〔2020〕 20号

关于⒛1s年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管理报告

各部门:

根据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⒛18年省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

项名单的通知》及 《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管理要求》文件精神,⒛ 18年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项目于⒛19年 9月 开始研究实践,至 ⒛20年 9

月研究与实践期已满一年。学校教务处发布 《关于组织开

展 ⒛18年省教育教学教改研究与实践项目中期检查工作的

通知》,启 动了2018年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中

期检查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期检查时间

20⒛ 年 9月 26日 一2020年 10月 10日

二、中期检查专家

由 1名 校内专家和 4名 校外专家组成专家组,所有专

家均具各高级职称。

三、中期检查情况

专家组对 1项 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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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项 目评审得分为专家评分平均值,如项目评审得分小

于 60分 ,或专家评审分数小于 60分的票数超过一半,则

视为该项目中期检查结论为暂缓通过,评审结果如下:

学校教务处于⒛20年 10月 28日 发布 《关于⒛18年省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中期检查结果的通报》(教字

E⒛⒛)18号 ),正式通报项目中期检查结果。

四、其他事项

通过中期检查督促项目负责人明确项目研究与实践任

务。确保更好地推进项目研究与实践。在项目研究与实践期

间,学校各相关部门加大项目管理工作力度,采取具体措施

督促项目负责人开展项目研究与实践,确保项目达到预期成

效。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中期检

查结论

1 GDJG2019144

高职会计专业基于
“
产教

融合
”
人才培养模式的课

程改革实践研究

汪国利 通过

馐Ⅱ哪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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