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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年度报告 

（2020） 

    一、企业概况与合作背景 

（一）企业概况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 月，注册资金 3000 万元，总部设在北京，

旗下有 11 个分公司，分别位于北京顺义、天津、青岛、潍坊、太原、石家庄、郑州、沈阳、

呼和浩特、承德和北京朝阳。是一家集仓储保管、城市配送、电子商务、运输（含集装箱冷

藏保鲜专用运输、海关监管货物运输）、物流信息服务、校企合作于一体的跨区域、网络化、

信息化，并具有供应链管理能力的综合型物流企业。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是物流标准

化试点单位，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理事会员，4A

级物流企业，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2015）获证单位，政府指定“城市货运保障绿色车

队”。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配套设施健全，仓储面积 80000 多平方米，自有（含外协）

金杯封闭货车、厢式货车、飞翼车、敞篷车、集装箱冷藏保鲜专用运输车、海关监管运输车

等不同车型 300 多台，市内配送车辆均安装有升降尾板，并有交管部门核发的货车通行证；

仓储有先进的 WMS 管理系统。城市配送以大型商超为主；公路干线运输，以华北地区为主，

全面开拓了全国各地的整车、零担业务，开设了多条长途专线及短途专线，做到天天发车、

准点发车、准点到达，保证安全、快速、优质、高效。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始终秉承“精诚服务，追求卓越”的经营理念服务于广大客

户，目前已与国内外一大批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还为国内多所大中专

院校提供物流培训等第四方物流服务，在多年的物流实践中，公司培养和积聚了大批优秀的

物流策划、管理和操作人才。 

（二）合作背景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十几年的运作经验造就了一支专业化的运营团队，但快速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是物流管理人才资源的不足，人才的供给已跟不上公司扩张的步伐，需要高

等院校培养和输送。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首都文明单位。



 

2 
 

2015 年获评“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2017 年获评“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教育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五四红旗团委”；2018 年获评第六届黄炎

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奖”；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获评“亚太职业院校影响力 50 强”。

2019 年 1 月入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单位，2019 年 12 月入选教育部、财政部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创建于 1958 年，北京市属公办普通高

校。现有校本部（通州）、东城、朝阳、涿州四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446 亩，全日制在校生

6100 余人，教职工 630 余人。设有商学院、旅游与艺术学院、立信会计学院、金融学院、

建筑工程管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国际交流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素养教育部）、人文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东城校区）、贯通基础教育学院（朝阳校区）、京冀创新教育学院（涿

州校区） 十一个二级学院和商业研究所、高职研究所两个研究机构；设置物流管理、工商

企业管理、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会计、金融管理、旅游管理、空中乘务、

会展策划与管理、建设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等 25 个专业。学校 60 余年潜心办学，孕育了根

植财贸、与行业共成长的文化基因，铸就了较强的办学实力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在财贸高端

技能型人才培养上拥有较强的实力，被誉为首都商界的“黄埔军校”和“经理的摇篮”。学

校坚持“立足北京现代服务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定位，坚持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以建设“财贸特质、首都特色、世界一流的新商科职业院校”为奋斗目标，坚持特色

立校、深耕细作的专业发展思路，坚持“扬长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财贸素养的人才

培养特色，坚持“德技兼修、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实施“精品化、国际化、信息化、

区域化”和蓝海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冀多校区办学的区位优势，主

动适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为首都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服务。学校获

教育部物流管理、建筑信息模型（BIM）、电子商务数据分析、网络运营推广、智能财税、

母婴护理 6 个“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物流管理方向获“首批国家级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学校入选教育部“AI+智慧学习”共建人工智能

学院项目建设院校。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本着“合作共赢、职责共担、共同培养

人才”的原则，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形成校企分工合作、双主体协同育人、共同

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现代学徒制培养合作期限自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合作时间为 3 年，在物流管理专业实施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

徒制试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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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内容与企业资源投入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在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的校企合作过程中，双方全程投入人力、资金、技术设备保证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的实施，顺

利通过了教育部的验收。 

（一）签订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协议，明确校企职责分工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签订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协

议以及学校、企业、学徒三方协议书（见图 1 和图 2）。协议明确建立“双主体”育人机制，

确定双方的责任与义务，校企共同制订和实施招生招工方案，实施工学交替、交互训教、岗

位成才、多方评价等重点工作，共同做好育人工作。 

  

图 1 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校企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图 2  2017 级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三方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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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现代学徒制工作专班，建立校企例会制度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成立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专班。试点专班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学院院长担任组

长，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学院教学副院长和学生副

院长担任副组长，小组成员包括企业导师、商学院智慧物流系主任和校内导师等。工作专班

负责物流管理专业学徒制工作的组织、管理、监督、考核，不定期召开研讨会跟进人才培养

过程。 

（三）校企分担人才培养成本，共同培养学徒 

校企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校企双方承担的人才培养费用与成本，建立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

制，统筹运用好企业实训资源和校内资源，形成“成本共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师资互

通”的现代学徒制校企长效合作机制。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负责支付学徒跟岗定岗补

贴，负责为学生购买保险，免费提供学徒班学生学材、工服等。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按照每生

每年缴纳人才培养费用的 80%支付给企业主要用于企业师傅指导费（津贴）等。 

（四）校企共同研制招生招工工作方案，共同组织实施 

根据《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实施方案》，结合北京招生工作

实际情况和生源特点，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采取校企联合自主招

生的方式组建学徒班。物流管理专业根据各年级具体情况，分别采用“先招生再招工”和“招

生即招工”两种方式。校企共同开展招生宣传工作，企业负责企业方面的宣传，如企业文化、

企业发展、工作岗位、工作环境及福利条件等，学校负责教学方面的宣传，如专业优势、师

资力量、办学条件、学籍管理等。校企双方共同确定考试内容，联合成立学徒制班级，明确

要求学校、企业、学生签订三方协议，规定学生具有在校学生和企业员工的双重身份，入班

即入企，企业为学徒购买雇主责任险，学校为学生购买意外伤害险，依法规范和保障学徒（学

生）的合法权益。图 3 为 2019 级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校企联合招生简章。图 4 为 2019

级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校企联合招生面试考场。 



 

5 
 

  

图 3  2019 级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校企

联合招生简章 
图 4  2019 级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校企

联合招生面试考场 

（五）校企共建学习场所，搭建协同育人平台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出资 150 万元，联合北京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企业本部在企

业设立了共享型岗位培训基地与学徒中心，并树立明确标识（见图 5），培训基地主要进行

学徒岗位培养中的生产性工作任务训练，学徒中心专门用于学徒（学生）关于理论课程的集

中学习和讨论总结等教学的培训教室。企业学徒中心及岗位培训基地如图 6 所示，图 7 为双

导师团队在企业学徒基地进行现场指导。 

  

图 5 共享型岗位培训基地与学徒中心标识 

  

  
图 6 企业学徒中心及岗位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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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双导师团队在企业学徒基地进行指导 

在企业现场，结合实际企业业务，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联合

设计承办了 2017 年北京市物流职业技能大赛，充分体现了校企合作共建学习场所的特色。

大赛实操现场如图 8 所示。 

  

图 8 承办 2017 年北京市职业院校（高职组）物流技能大赛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要求学徒在企业现场进行岗位学习。图 9 为学生在现场轮岗

工作。 

 

图 9 学生现场轮岗工作 

    校企还联合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图 10 为校企联合举办企业第六届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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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校企合办企业第六届运动会 

企业师傅指导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承办北京市高职组物流技能大赛，见图 11。

 

图 11 企业师傅指导学校承办的物流大赛 

（六）校企成立联合教研室，双导师制指导学徒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成立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联合教

研室。要求校企共同确定企业岗位课程与学校技能课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研究教学内

容，注重课程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共同从职业岗位、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岗位能力及职

业素质出发制定课程标准，真正践行双导师制。 

（七）校企互聘共用教师，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共同制定物流管理专业师傅选拔标准，

规范了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通过校企共同遴选，确定了经验丰富的优秀

员工担任企业师傅，遴选项目经理以上的行业专家作为企业师傅，负责学徒岗位技能传授；

并针对《岗位认知》等课程，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派企业导师为外聘教师到学校授课，

让学生提前了解、认知企业文化、岗位基础知识等，为即将到来的企业培养环节打好基础。

确定校内导师负责理论课程的内容传授，下实习企业指导学生理论学习，并被企业聘为相应

部门的经理助理，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推动专业教师深入理解专业岗位需求，及时完善

和更新相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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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部分校企互聘导师聘书 

（八）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学徒培养落在实地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共同制订现代学徒制实施方案，开展物

流管理专业人才需求调研，形成人才需求调研报告。根据企业典型工作任务，结合人才需求

报告，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岗位学习计划、确定课程模块、岗位（工种）数量、岗

位人数、企业师傅、考评制度等。目前完成了 17/18/19 三个年级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

图 13 为校企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现场。 

 

图 13 校企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组建课程开发小组，融入物流“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资格标准，构建了能力递进、理实一体的课程体系，按照认岗、跟岗、轮

岗、定岗的认知规律，实施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角色融合的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从职

业岗位、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岗位能力及职业素质出发，提炼出 13 个典型工作任务并开

发相应课程，制定了 6 门学徒制核心课课程标准（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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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核心课程标准 

（九）校企共同建立管理制度，规范现代学徒制运作 

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联合制定了一系列现代学徒制试点配

套管理制度，包括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管理方案、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企

业师傅选拔标准、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考核评价办法（试行）、物流管理专业

现代学徒制教学督导工作办法、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质量监控方法、学徒安全管理

细则等。 

三、合作成效 

（一）顺利通过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验收, 校企合作成效显现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现代学徒制第二批试点验收结果和第三批试点检

查情况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97 号），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通过现代学徒制试点验收。 

 

图 15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通过教育部验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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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主体育人落到实处，解决了企业用人的困难 

实践证明，现代学徒制交互训教、交替教学的做法极大地树立了物流管理专业学生们加

入现代学徒制班级的信心，增强了学生们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形成了良性培养循环，北京安

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已从 2019 级学生招生开始实施现代

学徒制。 

（三）学校积极推广应用，形成现代学徒制专业群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在实施现代学徒制中也深化了校企合作，将现代学徒制中的典型做法

逐步推广应用到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工商企业管理和电子商务等其他专业。如其连锁

经营管理专业与永辉超市联合进行现代学徒制试点，工商企业管理和电子商务专业与沃尔玛

联合实施企业课堂正是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的典型表现。 

四、问题与展望 

（一）遇到的问题 

1．作为民营企业与公办院校合作，双方如何突破体制障碍，在未来的合作中采用更为

紧密型的合作形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并享有相应权利，需要进一步探索。 

2. 民营企业与公办院校合作需要资金的支持，校企双方应就成本共担进行更为具体的

探索。北京安信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虽然在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项目

实施中实行了校企共担培养费用，但由于经费来源问题，实施的力度总体不大，学生的学费

成为学校成本分担的主要来源。经费总体投入力度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学徒制

项目实施的力度。 

（二）对未来的预期 

在财政、税收、工资等政策上突破校企深度合作的制度约束，才能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

育办学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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