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职成〔2017〕45 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福建省第三批
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有关本科高校，各高职
院校、省属中职学校：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学徒制项目建设
工作的通知》
（闽教职成〔2015〕41 号）、
《关于做好 2017 年
省级职业教育重点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闽教办职成
〔2017〕2 号）要求，经学校申报、各设区市推荐、专家评
审、公示，确定福建省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89 个，
现予以公布。
各项目院校要按照现代学徒制试点“招生招工一体化、
校企联合培养”主导联合育人”的要求，围绕企业工作岗位
需求，对接职业标准，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
发核心课程、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共同开展质量评价，实现
校企协同育人。要认真落实《任务书》试点工作目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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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障措施，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实施。每年 12 月将现代学
徒制试点工作情况年度报告报送我厅（联系人：施政,电话：
0591-87091249,邮箱：fjzcc@163.com）。

福建省教育厅
2017 年 7 月 7 日

- 2 -

福建省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名单
一、高职（61 个）
序号

院校名称

试点项目名称

1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轨道供电方向)专业现代学徒
制试点

6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现
代学徒制试点

8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9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0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1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2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3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4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5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6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7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8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放射治疗技术方向）现
代学徒制试点

- 3 -

19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0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室内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1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2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导游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3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英语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4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教育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5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教育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6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7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8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9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0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2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3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4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5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6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8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39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0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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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2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3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4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5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6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7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8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9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0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1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现代纺织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2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3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4

湄州湾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5

湄州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6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7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8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装潢艺术设计）专业
现代学徒制试点

59

福建商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60

福建商学院

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61

阳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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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职（28 个）
序号

学校名称

试点项目名称

1

福建工业学校

汽车应用与维修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

福建工业学校

机械制造技术（机器人应用与维修）专业现
代学徒制试点

3

福建理工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4

福建理工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5

福建理工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6

福建邮电学校

通信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7

福建经济学校

市场营销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8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与数码产品维修）专业
现代学徒制试点

9

福建经贸学校

粮油食品烘焙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0

福建经贸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1

福州财政金融职业中专学校

会计电算化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2

漳州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电梯专业现代学徒试点

13

泉州财贸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4

泉州财贸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电算化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5

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皮革工艺（鞋类设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
制试点

16

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

美容美体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7

德化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8

南安市工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19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0

安溪陈利职业中专学校

工艺美术（藤铁）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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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明职业中专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2

大田县职业中专学校

中草药种植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3

寿宁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4

龙岩市农业学校

畜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5

龙岩市农业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6

上杭职业中专学校

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7

永定侨荣职业中专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28

拓荣职业技术学校

药剂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主动公开）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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