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地简介

广东朝阳全网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电子商务专业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是以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为共建单位，以

电子商务专业群的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专业为依托专业，电子商务专

业是电子商务专业群的龙心专业、学校特色专业，市场营销专业是电

子商务专业群的支撑专业、学校重点专业。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群是第二批广东省高职院校高

水平专业群，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专业群，广东朝阳全

网通科技有限公司是目前阿里巴巴集团在全国规模最大的渠道商。双

方合作实现强强联合。实践教学基地集实习实训教学、技能考核、师

资及企业职工培训、技能竞赛、教产研发服务“五位一体”，辐射中

高衔接合作院校之一中山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沙溪理工等，面向广

东理工职业学院校内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开

放共享，紧密结合中山市和以广州市为核心区的珠三角区域产业发展

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面向以中山市为核心的区域内职业院校开放共

享，面向珠三角地区电子商务行业企业和现代服务产业开放共享，围

绕电子商务专业技能训练需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实践教

学模式改革为主线，以设备和资源开放共享为重点，以队伍建设为保

证，将本项目建设成开放共享、校企共建、设备先进、实践教学改革

力度大的多功能实践教学基地。基地在校企合作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1、开放共享、协同共建



充分发挥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示范辐射作用，在为校内跨系跨部

门各相关专业学生、教师服务的基础上，面向区域内职业院校、行业

企业等跨校跨区域开放共享，以提高各方资源利用率和效益。

校方和公司协同管理，服务学生，维护学生权益。基地在学校领

导（分管副校长）和教务处的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学校制定了《校

外实践教学管理办法》，专业制定课程实习方案、毕业综合实践（顶

岗实习）方案等。管理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地管理架构图

建立了纵向高效管理、横向有效沟通机制。基地管理小组包含学

生组长，基地建设小组包括校外专家（红色虚线框）。

充分发挥企业的设备、技术优势和学校的场地、人力资源优势，

校企共同投入建设本基地，共同推动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共同组织实

施实践教学，共同开展社会培训、技术研发。本基地建设可实现跨专

业、跨系、跨校和跨区域等多个维度开放共享，并建设成为电子商务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社会企业培训的桥梁、校企合作的载体、产



学研结合的平台、电子商务创业人才孵化中心。

2、多元协同、合作共赢

图 2 多元育人、资源共享、协同培养

（1）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政校行企多元协同育人。基地发挥多

元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提升行业企业参与度

和协同度，多方合作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

系，使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过程与培养方式体现职业特征、服务区

域经济产业发展要求，促进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避免培

养目标同质化，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合作人才培养获得 2021

年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2）满足实践教学需要。基地可同时容纳 80名学生一起实训

实习，基地曾于 2015 年容纳电子商务 2 个班学生的课程实训（网店

运营、职业技能培训、商品图像处理、搜索引擎优化实训等课程）和

顶岗实习，从2014年至今接收依托专业实训和顶岗实习的学生有400

多人，近 3 年实习的学生人数为 60 人，满足电子商务专业培养人才

的实践教学需要。

（3）完善课程资源建设和学分转换。在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



工职业学院）一体化办学模式下，在 Moodle 平台建设网络课程，依

托基地，补充课程的视频资源、文字资源、题库，促进混合式教学成

效，为高职和市县开大学生提供优质服务；通过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

施，优化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和空间布局，形成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协调

发展，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沟通衔接的新格局，畅通人才成长通道。

促进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在电子商务行业企业应用发展。

（4）推动开展社会服务和技能比赛。在社会服务方面，依托基

地开展电子商务职业技能相关课程建设、电子商务技能提升培训，借

助新媒体服务企业与社会。在师生技能竞赛方面，依托基地获得了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电子商务赛项广东省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 项、三等

奖 4项；获得行业协会赛项奖项多项。

二、依托单位简介

广东朝阳全网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总部位于广东东

莞莞城区，是目前阿里巴巴集团在全国规模最大的渠道商。主营业务

为：阿里巴巴诚信通平台会员开发与续费、会员增值服务、平台数字

化营销、电子商务及网络营销实战培训、蚂蚁金服网商贷、电商直播

等主营业务。发展至今在珠三角有 8家分公司，分别位于东莞、佛山、

广州、深圳、中山、惠州、汕头、泉州等地，并设立多个城市的办事

处。



图 3 公司办公场所、环境

全网通在职员工 2600 多人，技术运营类人员达到 800 多人，其

中全网通的高管 70%来自于阿里巴巴。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理念传承阿

里巴巴，完善的培训、晋升、薪酬与福利体系，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性

化管理，致力于和一群有情有义的年轻人，做一份有情有义的事业。

朝阳全网通以“成为中国最受人喜欢和尊敬的企业互联网化服务

商”“成为新时代年轻人最向往的公司“为愿景，大力倡导推行、致

力于与中小企业一起拓展线上渠道，为中小企业电商发展提供全链路

的解决方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奋斗，在赢得中小企业认可的同时，

朝阳全网通先后荣获“高新技术产业”、“东莞市先进企业”、“东

莞市效益贡献企业”、“东莞市骨干企业”等荣誉称号。

广东朝阳全网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阿里巴巴诚信通中

山官方授权渠道商，成立于 2014 年 6 月，现已成立 7 周年，致力于

广东中小企业电商能力的提升和网络渠道的开发，最大限度地实现企

业通过阿里巴巴网络营销最大化，帮助企业开拓网络渠道。公司的理

念是：快乐工作、认真生活！

公司目前主要战略分布点有：中山、古镇、江门、阳江，拥有



员工 300+，是阿里巴巴在广东省珠三角区域最核心的战略合作伙伴，

也是阿里巴巴在广东省珠三角最大的渠道代理商。

中山分公司总部位于国父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地处 CBD 中心，

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港区的几何中心，毗邻港澳，周边四大机场（香港

机场、深圳宝安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珠海金湾机场）；广珠轻轨、

武广轻轨、深茂铁路建设完善，使得中山在出行的便捷性飞速提升，

形成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更是成为人才、企业和资本的“吸金石 ”。

三、依托专业简介

电子商务专业引领的电子商务专业群是广东省高水平专业群，学

校“十四五”重点建设专业群。电子商务物流教学团队和市场营销教

学团队均为校级教学团队。团队教师主持的省级及以上项目 43项，

科研经费合计到账经费 179 万元；获得国家专利及软著 9项；编著教

材共计 44部，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约 147 篇。

专业群承办 4 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电子商务赛项广东赛区竞赛，位居

广东高职院校首位。师生比赛获奖国家级 14项、省级 80 项。省级实

训中心和实训基地各 1 个。教育部“1+X”证书和现代学徒制试点办

学专业，与 35家知名企业合作。

电子商务专业群教师团队以国家标准为纲，对接产业发展前沿和

龙头企业用人标准，分类施策、精准育人，服务学生终身发展，为社

会和企业输送精准人才，努力提高人才培养效果，同步促进了教学模

式创新和成果转化。专业群形成基于学分银行的“职终融通”体系，



提供多元成长成才机会。构建融合政校行企的“多元协同”机制，奠

定产教融合扎实基础。

电子商务专业群对应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十四五规划和乡村振兴

发展战略所积极推进的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立足湾区电子商务服

务业，电子商务专业作为龙头专业，专业群分别对接电子商务服务产

业链的前端销售推广、中端电商运营及后端现代物流服务，为电子商

务产业链的智能化、高效化、精细化、融合化和信息化发展提供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图 4 电子商务专业群一体化建设人才培养



四、认定条件符合情况（应按照条件的 8 个方面进行逐一说

明）

（一）学校高度重视，出台了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项目管理办法：

粤理工实训〔2020〕5号+关于 2019 年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立项的通知、

粤理工实训〔2015〕年 9号关于印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示范性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粤理工实训〔2015〕年 10 号关于

印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最近三个学年（2018-2019 学年、2019-2020 学年和 2020-2021 学年，

下同）每个学年均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校级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工

作，投入基地的资金可以有效保障基地的运作：

1、粤理工规划〔2021〕2号+关于公布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创新

强校工程”建设项目 2021 年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投入实践教学基

地建设经费为 185 万。

2、粤开大规划〔2020〕4号+关于公布广东开放大学“创新强校

工程”建设项目 2020 年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投入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 148 万，投入实训基地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62万，共 210 万。

3、粤开大规划〔2019〕10 号+关于公布广东开放大学“创新强

校工程”建设项目 2019 年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投入实训基地服务

能力提升项目 100 万。

（二）基地依托广东朝阳全网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依托

单位为独立的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为 91442000303984211X）。



该公司是目前阿里巴巴集团在全国规模最大的渠道商。组织机构

健全，遵纪守法，生产运行正常，所经营的业务和承担的职能与基地

所在专业对口。

学校与广东朝阳全网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多次签订合法

有效的合作协议，最近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重新签订协议。

（三）基地依托专业最近三个学年实践教学经费。依托专业为省

高水平专业群专业、校“十三五”、“十四五”规划重点专业，专业

经费和实践教学经费有保障。

实践教学经费在我校近三年主要通过创新强校建设项目分配资

金，包括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训基地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师资队伍

能力提升工程、电子商务专业群、电子商务专业和市场营销专业建设

等专项资金中拨付划转部分。

实践教学经费来源情况如下表所示。注：专业使用金额明细请查

看“帐务凭证明细帐查询”。

学年 实践教学经费来源

2018-2019

1、实训基地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实训中心刘志勇

2、电子商务移动端学习支持服务项目：曾定茜

3、教师培养培训工程：韩刚

4、专业建设经费
以上 1-3来源于：粤开大规划〔2019〕10号+关于公布广东开放大学“创

新强校工程”建设项目 2019年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

2019-2020

1、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训中心赵国信

2、实训基地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实训中心刘志勇

3、电子商务移动端学习支持服务项目：曾定茜

4、师资队伍能力提升工程：韩刚

5、优质教学资源建设：教务处曾祥跃

6、专业建设经费
以上 1-5 来源于：粤开大规划〔2020〕4号+关于公布广东开放大学“创



新强校工程”建设项目 2020年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

2020-2021

1、“创新强校工程”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费：实训中心赵国

信

2、2021 年现代职业教育提升计划专项资金-电子商务专业群：

罗学强

3、创 新 强 校 财 政 专 项 资 金-电子商务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赖文燕

4、师资队伍能力提升工程：韩刚

5、优质教学资源建设：教务处胡宇霞

6、专业建设经费
以上 1-5 来源于：粤理工规划〔2021〕2 号+关于公布广东理工职业学

院“创新强校工程”建设项目 2021年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统计情况如下表所示：

在校生数/学年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生源

电子商务专业 201 211 1038 高考生、1+x、专业

学院（2020 始）、

高技能提升计划

市场营销专业 95 96 222 高考生、现代学徒

制

合计 296 307 1260

专业生均实践教学经费情况如下表所示：

学年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实践教学经费/元 81000 116000 435000

在校生 296 307 1260

生均经费/元 273.65 377.85 345.24

广东朝阳全网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电子商务专业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生均实践教学经费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2018-2019 学年统计时间为 2018.9.1-2019.8.31，2019-2020 学年统计

时间为 2019.9.1-2020.8.31，2020-2021 学年统计时间为 2020.9.1-2021.8.31。

学年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实践教学经费/元 5787.54 13294.62 13360

基地学生数量 23 40 42

生均经费/元 251.63 332.37 318.10



基地依托专业最近三个学年平均每个学年生均实践教学经费投

入超过文科类专业 150 元/生标准。

（四）基地最近三个学年均接受依托专业学生实习，共接收顶岗

实习学生 60 人。学生在企业前期主要是《网上商店》、《电子商务

概论》等课程的认知实习，毕业前开展《毕业综合实践（顶岗实习）》

课程实习。最近三个学年平均每学年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数量为 20 人，

高于文科类专业 10 人的标准。部分学生毕业后留在公司工作，实习

和工作时间累计超过 1 年的有 35 人，双方相互之间的满意度高。

（五）基地符合劳动保护、卫生、安全等法律法规要求，提供充

分的安全保护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基地制定了

劳动安全的监察管理和监督方面制定了相关制度、劳动安全与劳动卫

生相关制定，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现实性强、综合性强。为保证学

生工作安全，配备了劳动安全卫生设施，提供了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

和特殊劳动保护措施。学生所用的设备主要是电脑和办公设备，作为

电商行业知名公司，公司能充分满足学生的实训实习和工作的设备需

求，能给实习的同学提供充分的办公设备、安全的办公条件等，每位

同学可操作一台电脑，保证了常规的实践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实践教

学设备完全满足实践教学要求。

（六）基地组织机构健全，建立了由学院领导、公司经理、专业

负责人、实践办主任、基地负责人、校内指导老师、校外企业导师等



纵向高效管理、横向有效沟通机制（如图 1 所示）。基地教学运行、

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管理制度完善，实践教学管理规范，学校制定

了《校外实践教学管理办法》，专业制定课程实习方案、毕业综合实

践（顶岗实习）方案等，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基地从 2014 年开始与

我校合作，建立了一系列的实习、工作管理指导，并和我校实训中心、

经管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群共同制定了电子商务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运营管理制度、电子商务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宣传管理制度、电

子商务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共享管理制度、电子商务专业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日常管理制度等相关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基地严格执行

《劳动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保障学生权益。公司为每一位在岗的实习生免费购买商业意外保险，

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

（七）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和实施校外实践教学方案，协同推动校

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双方共同确定适合我校的“多元协同、专创融

合、职终融通”模式，组成实践教学指导队伍，每个学生都配备了一

名校内指导老师和一名校外指导老师（企业老员工），实践教学指导

到位，确保实践教学质量。在学校老师和企业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实

践教学情况良好，公司经理曾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论证，促进了人才

培养方案的完善，厘清专业群专业之间的关系，完善课程体系，共同

建设课程资源。电子商务专业群教学团队提升了实践技能，专任教师

（除新来教师外）双师比例为 100%，实践教学质量得到提升，教学

质量评价为优的比例得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依托专业获



得两项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八）基地依托的专业和单位 2018 年以来未出现实习违规问题。

学校和公司管理规范，学校和学院专职督导、专业负责人定期检查，

专业和单位均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五、基地取得的成果

（一）促进了电子商务群各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

通过校企合作，校企共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分类施策，精准育人。

图 5 电子商务群分类施策，精准育人

优化课程体系。电子商务专业群有 3个专业：电子商务、现代物

流管理、市场营销，通过基地的实践对群专业课程体系进行整体设计。

基于“德技兼修、工学结合、课证融合、平台共享”理念，制定基于

职业能力发展阶段的校企共享、中高本衔接的课程体系及课程标准；



根据职业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设计课程；联合校行企，开展以职业成

长为目标的一体化实训实习项目，共建专业中高本行企共享的优质教

学团队；共建共享优质的课程资源。确立专业服务领域、岗位、典型

工作任务、课程关系等，实现基础课程平台共享、核心课程模块分立、

拓展课程互选的课程体系。

图 6 电子商务专业群课程整体设计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广东开放

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一体化办学优势，致力于为学生打通多样

化选择、全面发展与多路径成才、终身发展通道。面向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升级，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主要针对

零售企业、农产品运营商、电子商务运营商、现代物流服务企业，培

养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市场调研与分析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营销

策划能力、营销推广能力、运营能力、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能力及

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依托基地，合作项目《“一体

双翼、职终融通”的电子商务专业群中高本衔接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和《市场营销专业“双通道、三平台、四模块”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均获得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立项 2 项省级 1 项市厅级教改项

目：《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改革的整体优化研究与实践》

（省级）、《中高本衔接框架下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省级）、《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学赛创”一体化教学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市厅级）等。

图 7 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奖证书

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高。2020 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9.18%、对口

率为 71.46%，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满意率为 96.41%、

对母校的满意度为 93%。1+X 中级证书考证通过率高，跨境电商 B2B

数据运营和网店运营的考证通过率分别为 100%和 91.02%。

（二）促进公司的发展壮大和员工素质的提高



通过联合培养，减少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建立校企合作管理，参

与到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去，使得学生能够在毕业时达到其岗位要

求，从而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

校企合作基地为公司引进优秀的人才，学校根据企业的需要采取

相应的教学模式进行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培养企业紧缺人才和储

备优秀的后备资源。

在学生培训阶段，校企合作也增强了学生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有

效地降低企业人员的流动性。对学生而言，解决了后顾之忧，使学生

能够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技能，让自己获得更高的价值。

（三）促进教师教学实践技能的提高

依托基地，教师加大下企业实践的力度，通过指导学生实训和顶

岗实习，参与学生的实际项目，教师的实践技能得到提高，除了新任

教师，双师型教师的比例达到 100%。

通过和企业交流及下企业实践，教师更新了教学理念，改变传统

的思维方式和程序化的教学模式，摒弃相对滞后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

法，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理念。教师在教学方式上更加注重

以学生为主，突出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关注体验性的教学，

提倡交流与合作的学习。教师团队取得的职业技能证书包含高级电子

商务师、高级营销师、高级物流师、高级采购师、高级电子商务师考

评员、高级客户服务管理师考评员、高级营销师考评员、经济师、工

程师、电子商务人才测评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信息系统项目管

理师等。教师团队成员的教学质量评价为优的比例不断提高。



（四）促进技能比赛、教材建设、课程资源建设等。

依托基地，师生获得了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电子商务赛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行业协会赛项奖项多项。依托基地，

电子商务专业在 Moodle 平台中建设和完善 8 门网络课程，为广大高

职和市县开大学生提供优质服务，累计服务超 5 万人次；依托基地，

提供兼职教师、补充课程的视频资源、文字资源、题库，促进资源建

设和成果转化。

图 8 电子商务技能大赛获奖证书

序号 课程名称 视频时长与数量 题库及课件

1 电子商务服务 466 分钟、44 段视频 有

2 移动电子商务 530 分钟、59 段视频 有

3 跨境电子商务 600分钟、68段视频 有

4 电子商务概论# 210 分钟、14 段视频 有

5 互联网营销# 405 分钟、22 段视频 有

6 电子支付与安全# 352 分钟、20 段视频 有

7 搜索引擎优化与营销 360 分钟、26 段视频 有

8 电子商务系统分析与设计 464 分钟、46 段视频 有



图 9 网络课程平台



图 10 公开出版的教材





附：

认定专家组名单

序号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1 洪洲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教务处处长 教授

2 张雪峰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科技处副处长 研究员

3 王明刚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副处长
高级工艺美术

师

4 高俊文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教务处 教授

5 赵清艳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副院

长
副教授

6 李国杰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招生就业与校企合

作办公室主任
教授

7 董本清 东软教育科技集团 副总裁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