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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情况 

（一）企业简介 

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是海淀区社会保险业务的经办机

构，主要负责辖区内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医疗五项社会保险基

金的收缴、支付、管理等工作。目前除中心本部外，另设有万寿路、

上地两个分中心，共拥有 7 个对外服务大厅，服务大厅面积共计 4000

余平米，对外服务窗口 181 个，现有工作人员 260 余人。 

目前海淀区社保经办业务主要包括参保单位及人员的社会保险

登记、社会保险基金收缴、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社会保险权益记录的建立和管理、社保卡发放及管理等共计 12

类 121 项业务。近年来，社保基金规模日益增长。目前海淀区参保单

位达 10 万余家，参保人数为 330 万人。 

（二）校企合作概况 

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是劳动经济管理系的产学研合作

单位。从 2001 年起，开始接收劳经系毕业生，自 2009 年起批量接收

劳经系毕业生，一直与该系有良好的合作。2009 年 11 月，我中心首

次为劳经系 2010 届毕业生做全员社保软件培训，通过培训考试的毕

业生可以参加面试，通过面试即进入中心实习。2010 年 9 月，首次

为实习学生颁发《实训证书》，实现了联合认证的第一步。《实训证书》

的发放是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与劳动经济管理系合作的里



程碑，为与劳经系进行订单式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0 年 11 月，

海淀社保中心再次为劳经系 2011 届毕业生做社保软件培训，并在此

基础上开始了海淀社保订单班的尝试。中心领导和劳经系领导高度重

视，制定了《劳动经济管理系海淀社保订单班培养计划》。第一届订

单班有 85 名毕业生参加。自 2010 年至今，海淀社保订单班总共举办

了六期，培训了 434 名毕业生。2012 年，海淀社保中心挂牌成为劳

经系毕业生校外实训基地，劳经系聘我中心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实现

了教师的互聘。 

从 2009 年开始，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与劳经系通力合

作，形成了订单班培养、兼职教师聘用、教师实践、学生实习、学生

职业资格取证、毕业生接收等全方位、全过程的合作机制。2017 年，

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将与劳经系在学徒制改革方面进行新

的探索，并继续在学徒跟岗实习、教师培养、课程开发等方面给予支

持和投入。2019 年 5 月，40 名学徒制学生正式进入中心实习，实习

期两周，学生们直观的了解了社保中心的岗位情况。 

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北京市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深度合作，为海淀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培养了满足

工作需要的优秀经办人员。与此同时，海淀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也为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在教师实习、学生实习、学生专业培训、课题

研究等方面予以支持。 

（一）教师企业实践方面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社会保障专业是国家骨干重点建设专

业、教育部教改示范专业，拥有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培养团队。

为了使海淀区社保中心基金管理中心具体工作内容可以融入到学生

的培养课程中，海淀区社保中心基金管理中心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

院社保专业教师提供实习平台，欢迎社保专业教师来实践。劳动与社

会保障专业学科带头人每年进行 30 天以上的实践学习，其他骨干及

专任教师每年至少有 22 天的实践时间，实践岗位涉及医保岗位及社

保经办业务的登记岗，征缴岗，个人账户管理岗，支付岗等岗位。 

表 1：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分析表 

岗位名称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社会保险业

务经办岗位

群 

登记岗 1、参保资质的申报与审核（现场与网上）的能

力 

2、业务表格审核与信息录入的能力 

3、社会保险登记证的管理的能力 

4、信息变更业务的能力 

5、负责参保单位注销业务的能力 

征缴岗 1、月报申报、收审和基金收缴的能力 

2、参保职工的增减变动的能力 

3、职工缴费基数的核定的能力 

4、账户补填、补缴、退费和还欠等特殊业务的

能力 

个人账户管理岗 1、个人账户记录的能力 

2、转移的能力 

3、补填的能力 

4、记录中断的能力 

5、清算的能力 

6、办理退休的能力 

支付岗 1、支付月报的能力 

2、待遇的调整工作的能力 

3、清算的能力 

4、其他特殊业务的能力 



 其他岗 1、咨询的能力 

2、稽核的能力 

3、财务处理的能力 
 

（二）学生跟岗实习方面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社保专业毕业生踏实负责、业务能力强，

是海淀社保中心基金管理中心经办业务的中坚力量。为了促使学生提

前适应工作环境、尽快完成身份转换，海淀社保中心基金管理中心为

毕业生提供实践平台，欢迎社保专业毕业生来实习。海淀社保中心是

北京市社保系统中的优秀单位，多年以来对学生的实习管理规范、要

求严格，在学生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是学生心仪的实习单位。 

2015 年我单位录取实习学生 26 人，2016 年由于招生规模缩减及

学生生源素质下降等情况，招收实习生 12 人，2017 年录取实习生 40

人，2018 年，录取实习生 40 名。2019 年，由于学生总体人数减少，

录取实习生 10 名。这些学生分布在海淀社保中心四季青本部、上地

和万寿路分中心的收缴部、支付部、稽核部、财务部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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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海淀社保中心 2015-2019 年录取北京劳职院实习学生情况 

（三）课程开发优化情况 

为了适应海淀区社保中心相关业务需求，海淀区社保中心与北京

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教师一起优化开发课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课

程体系初步打破了传统学历教育的三段式课程设置，按照劳动与社会

保障行业的业务特征，确定本专业的目标岗位群，然后由目标岗位群

倒推所需开设课程。 

目前确定了理实一体化课程标准，并选取与岗位技能直接相关的

课程启动理实一体化课程改造项目，目前已经进行《社会保险业务经

办实训》、《社保会计理论与实务》理实一体化改造，开设《医保理论

与实务》课程。并结合海淀社保的岗位调整与岗位技能、岗位素质要

求，2019 年新开设了《社会保障政策解析与运用》、《社会保障岗位

技能训练》、《社会保障服务沟通能力训练》、《社会保障职业道德与行

风建设》等企业课程，由企业导师和师傅进行政策运用和经办实践技

能的传授。 

           表 2：2018-2019 年度校企共建课程开课情况 

序号 开发课程名称 年度开课班 年度开课学时 

1 社会保险业务经办实训 9 72 学时/班 

2 医保理论与实务 5 72 学时/班 

3 社保会计理论与实务 5 72 学时/班 

4 社保信息处理与分析 5 72 学时/班 

5 社会保障政策解析与运用 2 36 学时/班 

6 社会保障岗位技能训练 2 36 学时/班 

7 社会保障服务沟通能力训练 2 36 学时/班 



8 社会保障职业道德与行风建设 2 36 学时/班 

 

三、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保障 

目前，在院系两级理事会框架下，建立“系级理事会──劳动与

社会保障专业系级理事会”治理下的校企合作机制。学院定期召开由

行业企业专家组成的系级专业理事会，并发挥其专业建设功能，具体

表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学生跟岗实习等方面履

行职责。同时，根据人才培养的要求，确定软件建设需求，并与行业

主管、软件公司协商教学移植需要。2018 年，根据移植方案对社会

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软件进行升级改造与植入，并且将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劳动能力鉴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业务系统首次引进，2019

年又引进了社保会计实训系统，并进行硬件配套。与此同时，引海淀

社保中心的真实业务入校入课堂。 

四、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成效 

海淀社保中心长期以来和学院始终坚持“校企协同、工学结合”

的办学理念，形成了既符合高职教育规律又富有特色的“岗位直通车”

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订单培养和学徒制合作，在学生的实习实训、教

师的企业实践和科研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校企合作实现了培养环境直通 

为了增强教学效果，强化校企合作，缩短学生学习与就业的距离，

海淀社保中心和学院共同设计了专业化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实训基地，

把真实的工作环境引入基地，并投入教学使用。真实的工作环境一方



面是指外部设计与北京基层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业务经办机构相似，另

一方面还指内部软件系统一样，部分业务数据是对真实数据在形式上

进行了改造，但基本结构是真实的。同时，海淀社保中心还联合学院

进行软件方面的建设。一方面把实训基地投入使用，另一方面继续完

善培养环境的直通，并加大软件方面的建设。目前已经引进社保经办

业务的教学软件，升级相应的数据资源库，使教学软件和社保中心经

办业务软件完全一致。 

（二）企业参与完善专业技能直通 

专业技能的直通主要通过课程体系建设和行业取证两个方面的

结合来实现。为了提高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

争力，减少其就业障碍，海淀社保中心与学院合作，改善原有课程体

系，推行行业技能证书，并提高学生的取证率。目前海淀社保中心参

与认证的社会保障岗位资格证书，学生的通过率达到 90%以上。 

（三）学徒制培养建立就业渠道直通 

对就业渠道直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方面海淀社保中心

与学院在 2018 年通过宣讲和招工面试，通过企业和学生双向选择，

确定了学徒的名单，并签署了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学生并录取后既

有在校生的身份，又确立了企业学徒的身份，实现人才培养与招人用

人的直接相通。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学生的学习地点、内容和老师的变

化。2018 年，海淀社保中心在内部选拔了各个部门的岗位能手，为

每一位学徒指定了企业导师和师傅，企业导师和师傅每人管理数名学

徒，亲自言传身教，校企双导师制度建立起来，这就深化了劳动与社



会保障专业的学徒培养。在认岗、跟岗、轮岗、定岗的整个环节中，

形成了系统的人才选拔机制，加强对学徒的考核与管理，建立学徒在

海淀社保中心培养的运行体制，对学徒进行阶段性考核，根据不同情

况因材施教，提升就业技能，扩展就业渠道直通的内涵。2019 年，

海淀社保中心继续深化双导师制度，通过在校内开展企业导师大讲堂，

在企业内将学徒分配到四季青本部和上地分中心、万寿路分中心，实

现了学徒的跟岗、轮岗的有序运行，学徒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熟悉各岗

位的流程，适应了国家社保经办服务改革的新技能要求，塑造了规矩

意识，强化了职业道德，培育了职业荣誉感，在工学交替的过程中得

到了理论和技能双方面的更有效率的专业培训，为下一步的定岗和就

业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