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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情况简介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作为中粮集团核心研发机构，研究院拥有营养健康与食品安全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能源生物液体燃料研发（实验）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是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营养分会挂靠单位；牵头成立营养健康食品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拥有国家副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粮食局粮油质检中心、天然产物国家

标准样品定值实验室；食品质量与安全检测实验室通过了“实验室认可、实验室资质认定、

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三合一认证。获得“首都文明单位”、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引

进国外智力示范单位”、国家粮食局“全国科技兴粮示范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专利审查员实践活动基地”等荣誉称号。 

二、校企合作开展情况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以市场需求和岗位特点为引导，突出以实践教学为主体的办学理念，

与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合作在科研、师资队伍培养、专业建设以及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方

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共同探索实训基地的校企合作机制。由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等企业

技术专家指导下，建成以市场技术和岗位需求为导向的校内实训基地，在食品加工、检验

等方面广泛合作。 

（一） 专业建设 

以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校企合作构建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分别在 2010 年

百所示范校重点专业建设时期，以及课程体系开发时期广泛调研企业实际，与中粮营养健

康研究院即开展过深入调研，会同企业专家共同开发、拟定。随后在运行过三年后，2013

年绿检专业对原有课程体系根据实际运行结合市场需求，再次开展企业调研，对现有和前

瞻性的岗位需求、人才、技术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重新修订和完善了新的课程体系。根据

企业实际应用，建成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教学资源库。满足食品生产与检验类专业的

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企业员工培训、社会服务等多样化需要，构建教学共享型、技能鉴

定与培训、社会服务 3大平台，建成专业资源库、课程资源库、素材资源库、培训资源库、

职业资格鉴定资源库、技能大赛资源库、行业企业信息资源库、人才信息资源库 8 大资源

库，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结构化、动态化的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类专业教育教学资源库。 



（二）师资队伍培养与科研 

几年来，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对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师资队伍培养与合作科研方面同

时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绿检专业承办北京市高职技能大赛期间，企业

专家多次参与指导，担任评审专家、指导大赛组织工作，为大赛组织人员、指导教师的技

能提升和管理提升提供了切实的帮助。此外，在科研方面，结合企业实际需要与学院绿检

专业老师在营养物质、安全检测等方面开展深入的科研合作，企业专家在一些科研项目的

立项、运行和结题时给予指导。提高了绿检师资队伍科研水平。 

（三）实践教学合作建设 

自专业成立以来，与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签订了实习实训基地协议，建成学生实习基

地，合作贯穿到绿检专业的专项实训、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等各个教学环节。学院每届绿

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的大二学生连续两学期，前往企业进行食品生产、加工和检测的短

期教学实训，大三学生进行毕业前的顶岗实习，在此期间企业择优录用为正式员工，企业

与绿检专业联合进行相关的实习指导和管理。教学过程中，专业、学生与企业签订了三方

协议，为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 

（一）参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情况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参与建设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实训基地，主要负

责建设的咨询和指导工作，提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设意见，保障了检测中心的顺利建成并运

行。 

（二）参与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情况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委派专人积极参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绿检专业的专业建设和课程

开发，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不定期参与绿检专业的研讨会议，为绿检专业提供了丰富的

第一手资料，使专业的定位更清晰、更符合行业与区域发展需求。 

四、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保障 

（一）定期参观学习制度 

根据安排，每年组织学院指导教师和学生进行企业参观学习，从一线操作出发，为学

院讲解本公司的基础建设、食品的生产检验等操作流程，让学生将专业课程中涉及的知识

点和现场的操作流程相结合，全面立体地了解食品生产、食品检测等。同时，与高校老师

进行沟通交流，研讨学院和企业在教学活动及经营活动中可以相互借鉴学习之处。 



（二）建立实训基地提供实习岗位制度 

食品质量与安全是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重点领域之一，目前食品质量与安全检测实验

室通过了“实验室认可、实验室资质认定、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三合一认证。由校企

双方每年共同选送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顶岗实习，校方指定就业指导老师，我校选派优秀

业务骨干进行实地操作指导，双方合力，共同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让学生充分将

所学知识在实践中进行应用，同时将实际的业务纳入到自身的知识系统中，做到“知行合

一”、“学以致用”。 

（三）院校人才培养制度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大为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实习学生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在生活中

提供相关帮助，尽力做到让学生无需为工作以外的事项分心。鼓励学生实习、在职期间的

学习，对于学习成果优秀的学生给予物质奖励。实习期满后，公司鼓励表现优秀的学生直

接与公司签约，公司内部的招聘活动也首先倾向于从实习学生中内部调配。希望此举可以

与校方就提高毕业生实习质量，提高毕业生就业率而共同努力。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师与在中粮酒业的毕业生交流 

（四）校方教师挂职锻炼制度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选派骨干教师到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进行挂职锻炼，培养教师在教



学科研方面的综合素质。挂职期间由研究院提供相关岗位和指导人员，教师与公司业务人

员就专业性较强的业务模式进行讨论研究，挂职结束后由公司向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提交教

师挂职锻炼的证明和评价。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师在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实验室做实验 

（五）企业选派优秀业务骨干担任学院兼职讲师制度 

根据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安排，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选派优秀的职能管理

人员、业务运营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等到学院担任兼职教师。研究院选派的兼职教师，在

掌握教材、精心备课、严格保证教学安排的基础上，认真研读教材，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

中遇到的真实案例融入教材中，为理论知识提供详实丰富的事实依据，使得案例更有针对

性和方向性，使得学生对于各类概念和案例的感知更加充分具体。 

（六）积极参与各类校方活动制度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注重与校方的日常交流合作。公司领导受邀，在北京农业职业学

院组织、承接的各项活动中作为评审组、活动成员参加，并与学院教师进行经验交流分享，

有效拉近了校企距离，巩固了双方合作关系。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黄蔚霞主任担任 2017 年北京市技能大赛裁判长 

五、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成效 

（一）合作机制的建立 

建设深度共建合作，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关系更为紧密，校企

合作的意识更为浓厚，合作渠道更为畅通，丰富了校企合作内涵。在合作内容方面，专业

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评价、项目研发、招生就业、学生

管理等方面均为合作办学的范畴。与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构建的现代学徒制教育模式，在

学校和企业双方平台支持下,将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

让学生在学校接受职业理论教育，在企业由技术师父带领,作为企业学徒学习相关技术和经

验,培养出拥有学历与职业资格两种证书的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

能型专门人才,学校解决了学生就业率、对口率不高、公司与学院合作流于形式；企业解决

了招工难、产业转型人才支撑能力弱等问题,开创多方合作寻求共同发展,惠及多个主体的新

局面。 

（二）人才培养方案的建设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职业分析入手，以培养满足职业岗位需要的高素质高技术技能

型人才为目标，在对食品加工及检测工作岗位、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岗位技能分析的基



础上，确定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目标和要求，创新并实践高职教育教学规律的人才培养

模式。围绕人才培养模式，统筹建设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课程体系、教学团队。 

在开展人才需求调查，分析专业岗位群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校企共同组建的专业指导

委员会，对专业岗位群的有效性与针对性进行论证，科学分解出岗位典型工作任务，确定

人才的职业核心能力和专业技能。以此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以“五个对接”为导向，精心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的架构体系。人才培养方案架构体系

的设计要充分体现“五个对接”，即：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技能水平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的要求，

全面提升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的建设水平、和产业服务能力。 

（三）学生实习实训、就业情况 

从 2013 年 10 月开始至今共有 18 个班次共 68 名同学参与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的实习

实训及就业，具体统计情况见下表。 

表 1   学院 13-18 年参与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实习实训及就业统计表 

序号 学期 班级 姓名 实训内容 
指导 

教师 

1 2013-2014（1） 绿检 1111 

傅洋、刘冬雪、

刘凯丽、马超、

李若璞 

无机物测定 王辉 

2 2013-2014（1） 绿检 1112 段珊珊、吴永超 无机物测定 段丽丽 

3 2013-2014（2） 绿检 1211 
杨倩、李振南、

石凯欣、王瑜 

营养物质测定、微生物测

定 
句荣辉 

4 2013-2014（2） 绿检 1212 
罗珍、赵明轩、

张雨晴 

营养物质测定、微生物测

定 
贾红亮 

5 2014-2015（1） 绿检 1311 
于雪松、任田田、

张国晴、曾红梅 
样品前处理、微生物培养 刘焕龙 

6 2014-2015（1） 绿检 1312 
刘立芳、王莹、

赵婧嫣、腾菲菲 
样品前处理、微生物培养 孙玉清 

7 2014-2015（2） 绿检 1311 
何桂英、王利梅、

刘庆莲、俄妮霞 

矿物质元素测定、维生素

测定 
王丽琼 

8 2014-2015（2） 绿检 1312 
仲唯希、王竞、

谷南南、张家欣 

矿物质元素测定、维生素

测定 
汪长钢 

9 2015-2016（1） 绿检 1412 
刘云鹏、李奕尘、

王浩君、王昊 

营养物质测定前处理、微

生物测定 
段丽丽 

10 2015-2016（1） 绿检 1411 
吴迪、贾丽楠、

郭义赛 

营养物质测定前处理、微

生物测定 
王丽 

11 2015-2016（2） 绿检 1411 
张阳、王欣雨、

田硕 

食品添加剂测定、微生物

菌落总数测定 
王辉 



序号 学期 班级 姓名 实训内容 
指导 

教师 

12 2015-2016（2） 绿检 1412 
李壮、曹玥、张

兆瑞、王猛强 

食品添加剂测定、微生物

菌落总数测定 
句荣辉 

13 2016-2017（1） 绿检 1511 
韩璐、杨雅倩、

高沐僧、王玉洁 

矿物质元素测定、维生素

测定 
王建 

14 2016-2017（1） 绿检 1512 
张博硕、王云皓、

高晨博、潘玥 

矿物质元素测定、维生素

测定 
潘妍 

15 2016-2017（2） 绿检 1511 
张婷，赵建颖，

林策，李贺峰 

有机磷、有机氯农残测

定、矿物质元素测定 
贾红亮 

16 2016-2017（2） 绿检 1512 
徐荣辉、高思祺、

王小金、史健 

有机磷、有机氯农残测

定、矿物质元素测定 
汪长钢 

17 2017-2018（1） 绿检 1611 
秦文瑞、朱思、

郭雪曼、冯雍敏 
样品前处理、微生物培养 王辉 

18 2017-2018（1） 绿检 1612 
高艳芳、刘英捷、

刘柏序 
样品前处理、微生物培养 李晓红 

数据来源：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系 

六、问题与建议 

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合作近七年，在学生实习实训、就业、

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师资历队伍建设等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问题 

1.政府推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与管理机制不健全 

目前，政府没有出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政策法规，致使未能真正建立

起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体制和模式。 

2.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其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源自

其经营目标。企业合作意识淡薄，没有把培养人才纳入企业价值链中，把校企合作当成是

选择人才的途径，而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不予关注。 

（二）建议 

1.建议重视培养学生社会能力与企业文化对接。在与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合作的

几年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培养学生社会能力的重要性，即将企业物质文化、企业行为文化、

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精神文化融入学生社会能力体系标准和考核标准当中的重要性，并将

这种校企对接后的社会能力贯穿于学校培养人才的全过程，使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与企业

文化对接．培养学生具备“职业人”、“社会人”的良好形象和行为规范。 

2.建议专业设置与行业岗位群对接。衡量专业设置是否真正与行业企业岗位群对接。最



终要看学生本专业的就业率。专业设置就像一个企业的产品，要有市场需求，尤其要重视

各个专业所对应的技术岗位群、技术工种和技术证书等内容 

3.建议与企业共同创立产学研用一体模式，建议利用现有专业教师和学生研究开发的人

力资源优势和先进的实验实训设备，与企业共同创立集科研、生产、应用和高级技能型人

才培养于一体的经济实体，利用经济杠杆把双方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经济利益共

同体，建立产学研用长效合作机制。 

4.建议创新校企合作的运行模式 

（1）生产性实训基地进驻企业，希望能依托企业建立院校与企业共用的生产性实训基

地，由企业或园区提供实训场地、管理人员和实训条件，实训设备项目列入职业教育建设

项目规划中，校企共同投入，按照符合企业生产要求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将校内实训室

建在企业。实现学生的专业职业能力与企业岗位职业能力相对接、实习实训环境与企业生

产环境相一致。 

（2）生产车间进驻院校模式，职业院校引进企业进驻学校，企业按生产要求提供建设

生产车间的标准、加工产品的原材料和产品的销售，学校提供符合企业生产要求的环境、

场地和设备，建立生产型实训基地，实训基地享受校办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选派人员

管理基地生产经营，指导师生的生产、实践和实习实训．帮助学校建立实训课程体系；学

校按照生产要求，将实训课程纳入整个教学体系当中，安排学生到基地顶岗实习，派教师

到基地实践，输送优秀毕业生充实企业员工队伍，解决了职业院校缺乏真实生产场地和师

生真刀真枪参加生产的双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