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地简介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财富管理专业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是依托行业对口企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分公司）而设立，以财

富管理专业（原投资与理财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项目

建设为基础，促进专业发展为契机、打造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015 年基地企业经省教育厅审核批准为广东省新型（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合作企业；2017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

为第二批现代学徒制国家级试点合作企业，2019 年通过教育

部验收；基地地址位于中山市中山二路 38 号民生大厦。

2019 年经公开申报，答辩、专家组评审、学校批准该基

地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粤理工实训【2020】5 号）。



二、依托单位简介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专业化商业

保险集团，国有企业、世界 500 强；中山分公司隶属于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总分组织架构关系。中国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分公司）年原保费收

入超 30 亿元，业务网点遍布中山各镇区，地区人寿保险市

场占有率高达 50％以上、业务员超 5000 人，属于行业标杆

企业；基地地址位于中山市中山二路 38 号民生大厦。

中山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廖耀恒；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20009821254422；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

人身保险业务服务与咨询和代理业务，以及人身再保险业务

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资金业务等。

学校与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签署了合法

有效的合作协议。学校 2015 年-2019 年校企双方紧紧围绕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与改革、联合培养新型技能人才、深度合作

签订了投资与理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改革合作协议。

2019 年后签署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协议。

学校党政办公会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校长办公会纪

要 2019 年第 23 期）通过基地企业资质审核；由于期间受疫

情的影响，最终经校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公

司审核，于 2020 年完成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协议的签署。



三、依托专业简介

（一）专业品牌

财富管理专业于 2021 年由投资与理财更名而来，专业

2009 年成为我校首批特色重点建设专业，2014 年中央财政

460 万专项资金“高职院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展能力项目”

验收合格，2017 年成为教育部第二批新型人才培养（现代学

徒制）试点专业，我校“十三五”重点发展专业。

（二）财富管理专业对接广东省重点产业

根据“广东省加快发展服务贸易行动计划（2015-2020

年）的通知（粤府函[2015]338 号）”，财富管理（原教育

部 2017 年为投资与理财）专业属于金融贸易重点领域重点

发展专业。

（三）十三五重点建设专业

我财富管理（原投资与理财）专业属于我校重点发展专

业，在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党委会审定

稿）中第一章开头就支出我校初步形成了以物联网技术、计

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等工科专业为重点，投资与理

财、养老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专业为支撑的专业布局（佐证材

料 1.3.3.1）。

（四）依托专业与社会影响力

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校内专人

教师队伍中教授三位，副教授四位，其中两位荣获南粤优秀



教师称号；团队中三人为标准“双师型”教师，全部教师都

获得“双师素质”资格；专业团队于 2011 年就获得校级优

秀团队建设立项，三位教授经常被行业企业以专家身份出席

专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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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高度重视校外基地建设

1、制度保障

2015 年学校经校长办公会审核通过了《广东理工职业学

院示范性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办法》（粤理工实训【2015】

9 号文）。

2、专项资金支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专项资金主要通过三大方面进行投

入。首先是按 200 元/课时标准支付企业导师酬金 29.87 万

元，其次是基地科研教改等项目资金专项 72.3 万元，再次

就是专业建设经费 139.41 万元，使用实习实训经费 21.39

万元。



2018-2021 年财富管理专业下拨与使用经费汇总表

经费项目 经费金额（万元）

企业导师课酬 29.87 万元

项目建设经费 72.3 万元

专业建设经费 139.41 万元

实习实训经费 21.39 万元

（1）课酬专项资金支付达 29.87 万元

由于我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合作企业属于央企上市金融

公司，公司一方面不缺钱，另一方面财务制度规范严格，为

提高企业导师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在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

上，互不违反国家相关财经制度的条件下，我方通过支付企

业导师课酬 200 元/课时的标准支付方式进行基地专项经费

建设拨付与列支。

2018 年-2021 年基地课酬建设资金支出 29.87 万元

年份 月份
教学经费

（企业导师课酬）
年度合计

2018 年 9-12 月 74480 元 74480 元

2019 年
3-7 月 75600 元

121200 元
9-12 月 45600 元

2020 年 3-7 月 56000 元 93000 元



9-12 月 37000 元

2021 年 3-7 月 10000 元 10000 元

企业导师三年课酬专项支出总计 2986800 元

（2）项目专项资金支付 72.3 万元

学校对我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专项投入经费主要通过

“创新强校”、“质量提升”和“师资培训”等专项资金进

行拨付划转。

校外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中山市教体局对

我专业中国人寿中山分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现代学徒制

新型人才培养拨专款 8 万元。

项目专项经费下拨明细与下拨文件统计表

下拨

时间

资金来源 金额 下拨文件号

2017

质量提升 25 万元 粤理工财〔2016〕3 号

中教体局
拨款

8 万元 中教体财【2016】97 号拨
款

项目招生
专项费

5 万元 高职教务处（评建办公室
合署）

2018
创新强校 10 万元 粤理工〔2017〕5 号

创新强校 2.5 万元 粤理工规划〔2018〕2 号

2019 创新强校 1.0 万元 粤理工规划〔2019〕4 号

2020 创新强校 11.8 万元 粤开大规划〔2020〕4 号



2021 创新强校 9 万元 粤理工规划〔2021〕2 号

合计划拨资金 72.3 万元

（3）三年专业建设经费下拨 139.41 万元

专项专业建设经费按照（专业建设经费 T=专业基本建设

经费 A+人员业务经费 B +公共课建设经费 C+专业效益经费

D）的公式计算进行年度拨付。

专业建设经费下拨明细与下拨凭证统计表

下拨时间 资金来源 金额 下拨凭证号

2021 专业建设经费 23.82 万元 Y00013

2020
使用专业建设与
实习实训经费

24.63 万元 (02)00023

2019
使用专业建设与
实习实训经费

90.97 万元 (02)00040

合 计 139.41 万元

（三）学校每年下拨专项资金 347 万元支持基地建设，基地所在专

业使用实习实训专项经费 21.39 万元，生均费用均大于 150 元/人。

1、学校三年累计下拨专项资金 347 万元支持基地建设。

学校每年都通过实训中心下拨专项建设资金，支持基地建

设。2019 年学校下拨专项资金 100 万元；2020 年下拨 62 万

元，2021 年下拨 185 万元。



2019-2021 年实践建设与提升项目专项资金下拨明细统计表

下拨时间 项目名称资金来源 金额 下拨文件号

2021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185 万元
粤理工规划
〔2021〕2 号

2020
实训基地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

62 万元 粤开大规划
〔2020〕4 号

2019
实训基地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

100 万元 粤理工规划
〔2019〕4 号

合 计 139.41 万元

2、基地实践教学经费每学年均大于 150 元/生的标准。

基地教学实践所需耗材每学期开学前报实训中心由设备设

备处统一招标采购，如中途有部分凝视急需耗材则按照《实

训耗材管理办法》规定进行购买。

2019-2021 年基地使用部分耗材统计表

学 度
已使用实
训经费

专业在校
生人数

生均使用
（元/人）

2018
-2019

8.28 万元 338 人 244.97 元/人

2019
-2020

6.83 万元 297 人 229.97 元/人

2020
-2021

6.28 万元 273 人 230.34 元/人

生均大于 150 元/人的标准



（四）基地开展实习和顶岗实习每学年均大于 10 人

1、2018 年-2021 年基地接受学生实习情况

2018-2021 年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实习情况统计表

时间 实践课名称 年级与专业 班级与人数
实习

人数
总课时

2018 金融行业认知 2017 级投资与理财

（现财富管理专业）

1 班（60 人）

2班（60 人）
120 人 20课时

2019 金融服务营销 2017 级投资与理财

（现财富管理专业）

2017 级金融保险

1、3班（62 人）

2班（60 人）

险班（30 人）

152 人 12课时

2020 金融服务营销 2018 级投资与理财

（现财富管理专业）

2018 级证券与期货

1班（54 人）

2班（55 人）

证券班（37 人）

146 人 12课时

2021 金融服务营销 2019 级投资与理财

（现财富管理专业）

2019 级保险

1、3班（42 人）

2班（40 人）

1班（22 人）

104 人 12课时

基地根据财富管理（原投资与理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课程安排，2018 年《金融企业认知》课程为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校外实践基地实习课程，该课程属

于专业必修课程，开设班级为 2017 级投资与理财专业 1、2

班共计 120 人，实际排课排课 10 节/班，共计执行 20 课时

基地实习任务，实习详细名单为 2017 级投资与理财 1、2 班。

2019 年根据财富管理（原投资与理财）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设计，到校外基地学习的课程调整为《金融服务营销》

课程中的“金融企业岗位认知”任务完成；2019 年先后有

2017 级投资与理财 1、2、3 班 122 人和 2017 级金融保险班



30 人，共计 152 人到校外基地累计完成 12 课时实习任务，

实习详细名单为 2017 级投资与理财 1、2、3 班和金融保险

班。

2020 年先后有 2018 级投资与理财 1、2 班 109 人和 2018

级证券与期货班 37 人，共计 146 人到校外基地累计完成 12

课时的“金融企业岗位认知”实习任务，实习详细名单为 2018

级投资与理财 1、2 班和金融保险班。

2021 年先后有 2019 级投资与理财 1、2、3 班 82 人和

2019 级保险班 22 人，共计 104 人到校外基地累计完成 12 课

时的“金融企业岗位认知”实习任务，实习详细名单为 2019

级投资与理财 1、2、3 班和金融保险班。

2、2018 年-2021 年基地接受顶岗实习

2018-2021 年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接受顶岗实习情况统计表

学年 实践课名称 年级与专业 班级与人数 实习

人数

总课时

2017-

2018

保险产品网络销售

理财规划师基础考试

理财规划师专业能力

2016 级

投资与理财

2017 级

投资与理财

3班（20 人）

3班（2人）
22人

748 课

时

2018-

2019

岗位提升能力实践

寿险会议经营

金融产品售后服务

金融服务营销

2016 级

投资与理财

2017 级

投资与理财

3班（20 人）

3班（2人）
22人

＞1000

课时

2019-

2020

岗位提升能力实践

寿险会议经营

金融产品售后服务

金融服务营销

2017 级

投资与理财

2018 级

投资与理财

3班（2人）

3班（11 人）
13人

＞1000

课时



2020-

2021

岗位提升能力实践

早会专题

金融产品售后服务

岗位提升能力实践

2018 级

投资与理财

2019 级

投资与理财

3班（11 人）

3班（3人）
14

＞1000

课时

基地根据《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中国人寿中山分公司开展自主招

生“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合作协议》已经连续五年开展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合作，2017 年至 2020 年按照教学计划，理论与实践各占 50%

的要求，即采用“工学交替、在岗学习”的培养模式，学员实践全部

在校外实践基地岗位完成，按教学计划每一学年不同年级的两个班级

在基地完成岗位实践学习。在该基地完成了《岗位提升能力实践》、

《早会专题》、《保险规划》和《金融服务营销》等岗位实践课程。

2017-2018 学年：投资与理财专业 2016 级和 2017 级共 22 人全

学年完成《保险产品网络销售》、《岗位提升能力实践》、《早会专

题》等岗位实践课程，岗位实践达到 748 课时，学生名册见佐证材料。

2018-2019 学年：投资与理财专业 2016 级和 2017 级 22 人全学

年完成《岗位提升能力实践》、《金融服务营销》、《金融产品售后

服务》等课程在岗实践学习，学生名册佐证材料。

2019-2020 学年：投资与理财专:2017 级和 2018 级共 13 人全学

年完成《岗位提升能力实践》、《寿险会议经营》、《金融服务营销》

等课程在岗实践学习，学生名册见佐证材料。

2020-2021 学年：投资与理财专:2018 级和 2019 级共 14 人全学

年完成《岗位提升能力实践》、《寿险会议经营》、《早会专题》等

课程在岗实践学习。



（五）基地劳保卫生安全合规合法

基地符合劳动保护、卫生、安全等法律法规要求较好，提供充分

的安全保护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基地本身属于金融重点企业经营场

所，相关部门对该基地的要求更加严格，所有安防都必须满足国家规

定的相关要求，否则不予开业。

同时基地安全保护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路，校企双方各

负其责、职责分明共同做好学生与学员的安全防护。合作企业在做好

实践场地消防、安检、卫生等条件的前提下，同时由合作企业为每一

位在岗实习的学员免费购买商业意外保险（单位点在保单不对外提

供）；学校为学生严格按照全日制学生的管理要求定期进行安全教育，

为学生提供学生宿舍并购买顶岗实习保险和其他保险，为学生提供全

方位的安全保障。

由于基地企业属于央企金融企业，基地软硬件条件优越，不缺外

部投入，基地有能力也愿意全部提供学员实践教学所有软硬件设备，

我方不做任何软硬件投入，其实践教学设条件和设备远优于学校实训

条件，故设备明细不便于统计。



（六）基地组织健全、制度完善、教学规范、保护合法权益

1、基地组织机构健全、管理制度完善

基地企业 2014 年与我专业合作共同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

此成立了《广东理工职业学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在《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

司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制定《培养试点工作

方案》，从招生考试到教学管理以及质量评价过程都建立了一套完善

的管理机制。

2、教学规范、学生权益保护得力

基地企业属于金融特殊企业，组织机构依必须满足国家相关监管

条款及风险管理要求，具有完善的保险代理人管理制度、培训与学习

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基地教学管理规范、学生权益保护有保障。

为保障学员实践、学习权益的落实，企业将实践教学课程排入学

校课表进行严格规范管理，学员完全享受全日制在校学生应有的权

利。同时由企业培训部和职场经理提供岗位实践与技能提升培训的支

持服务，学校教师负责理论知识讲授。

学员以为员工的身份办理入职手续，按照公司正式员工（保险代

理人）管理，与公司其他人员（保险代理人）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和

劳动保护，企业为学徒免费购买一份商业意外险，学校则购买“学生

顶岗实习责任保险”。

“合作协议”中明确校、企、徒的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为各方的

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学校特制《现代学徒制学生管理办法》。



（七）协同推动“共拟培养方案、同步实施、双导师执教、交叉

考核”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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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组成实践教学指导队伍，实践教学指导到位，确

保实践教学质量。

该基地与我专业合作始终把新型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放在

首位，校企合作、企业深度参与，采用“双主体办学、校企联合招

生、工学交替、双身份学习、双导师执教、在岗培养、交叉考核”的

人才人才培养模式，严格按照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严把人才培养质量

关，为企业培养急需的财富管理人才。

签署了《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分公司开展自主招生“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合作协议》，2015 年

首批财富管理（原投资与理财）专业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班招生。

为保障该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质量的有效性，我专业制定了省级

《投资与理财现代学徒制专业教学标准》，在专业标准的框架内细化

《投资与理财现代学徒制专业课程标》和《学校课堂、网络课堂、职

场课堂教学标准》，同时对在校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制拟订了《岗位

提升能力实践》和《早会专题》纯实践类课程的评分标准和实施细则，

做到考核有标准、实施有细则、执行易操作、学员易接受。

在规范课程教学的同时也对校企双导师提出了更高的规范要求，

出台了《现代学徒制双导师工作量考核办法》和《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现代学徒制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制度》等四项制度。



针对新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的教学质量管理，特制定

了《现代学徒制教学督导与管理意见》，依据文件进行现代学徒制教

学监督检查。校企双方对自己擅长的部分负责监督和检查，学校督导

组成员定期下企业督导检查企业老师的授课情况，企业也会对学校老

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并定期沟通；同时专业负责人和院系领导还会

根据在专业上的特长对现代学徒制教学质量进行定期听课评教；学生

每学期都必须参与授课教师的评教活动。最后，学校每年都聘请外部

独立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公司对应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最终形

成了一套从学校到院系、从教师到学生、从内到外全方位教学质量评

价监督机制。

（八）基地依托的专业和单位无实习违规问题

基地依托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企业属于国有

老字号金融企业，各项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管理和组织机构健全，守

法经营的意识很强，分公司有专门的法规部和内审部，外部监管也很

严格，对各项业务的操作各管理风险把控严格，从 2015 年开始与我

专业合作以来没有任何违规违纪的实习问题出现。

基地依托专业财富管理专业自 2015 年以来严格遵守学校和企业

的相关规定，无任何实习违规违纪的事件发生。



五、基地取得的成果

（一）依托基地建取得设标志性项目成果

通过校企共同参与现代学徒制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取得教育部和省级多项重大成果，特别参与项目的校内青年专任老师

取得长促发展，近三年间获得多项省级教研教改课题的同时也发表核

心期刊论文多篇，有两位青年教师获得高级职称。

1、 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校企共同完成。

2、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投资与理财专业现代学徒制本

土化方案研制与成功实践 》， 校企共同完成。

3、 广东省投资与理财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标准：《基于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投资与理财专业教学研制与实践》，校企共同完

成。

（二）依托基地建设发表标志性项目核心论文成果

1、基于“PDCA”循环的现代学徒制课程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

杜鹃 （2019.05）；

2、投资与理财专业现代学徒制班教学标准研制探索，杜娟

（2019.04）。

（三）依托基地建设获得标志性省级科研与教改项目成果

1、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以投资与理财专业为例，余博（2018.4 ）；

2、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投资与理财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余博

（2019.8）；



3、高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以投资

与理财专业为例(GDJG2019135)，杜鹃（2019.8）。

（四）依托基地建设完成的校内精品课程资源

1、《个人保险规划》 刘家瑞

2、《证券投资基金》 郑祖军

3、《国际金融原理与实务》 杜鹃

（五）依托基地建设成果团队获得高级职称的晋升

1、杨翠友 教授

2、张玲 副教授

3、杜鹃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