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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 项目组成员
对口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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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XT201801

学前教育专业高职本科
协同育人试点改革的实
践

陶红
教育科学与
技术学院

孙文云、张莉、谢德新、陈丽
、李存园、陈晓青、戴秋初

广东省外语
艺术职业学

院

JGXT201802
商务英语专业高本协同
育人研究与实践

贺显斌 外国语学院
王友良、王永建、熊有生、郭
珊珊、徐玲、闫 娟、禹婷婷、
谢育兵

广州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3

高职与本科衔接三二分
段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
研究与实践——以数字
媒体技术专业为例

陈雪梅
教育科学与
技术学院

王禹、袁南辉、王竹君、赵建
保、许晓安、张琳

广东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

院

JGXT201804

软件工程专业高职与本
科协同育人一体化衔接
研究与实践

梁鹏
计算机科学

学院
肖政宏、刘晓勇、郝刚、吴瑞
龙、张健、陈智斌、李伟键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5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机制
的研究与实践——以建
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为
例

李丽 自动化学院
张先勇、肖蕾、王冠培、王娜
、王丽、操瑞兵、黄河、卢士
华

广东建设职
业技术学院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6

校企协同构建高职本科
自动化专业的学习工厂
内涵建设

宋海鹰 自动化学院

王中生、李海生、顾佳蒨、曾
庆猛、康慧、许兆庆、伍银波
、彭李、王帮华、麦明秀、林
利彬、杨永泉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7

电子商务专业高职本科
协同育人试点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肖茵茵
计算机科学

学院
张锐、王旭阳、汤志康、冯文
辉、郭建华、辛玉红、胡若

广东女子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8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下会
计学专业本科段的衔接
路径实践研究

蔡文英 财经学院
向凯、刘国庆、蔡军、江炼、
蓝图、陈平、彭志成

广东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

院

JGXT201809

高本衔接“三二分段”
机械设计制造专业贯通
式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践

罗永顺 机电学院
姚屏、肖苏华、刘大维、周莉
、邓澄、王晓军、杨勇

河源职业技
术学院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10

新工科背景下高职本科
协同培养物联网创新创
业人才的新模式研究与
实践

陈荣军
计算机科学

学院

赵慧民、崔怀林、吕巨建、王
磊军、贾西平、廖秀秀、聂琼
、黄昊晶、李君艺、唐建清

广东理工职
业学院

JGXT201811

基于工匠精神的服装与
服饰设计专业(2+2)实践
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蔡蕾 美术学院
吴妍、鹿新杰、段娜、王羊羊
、董雪丹、柯慧明、李媛、和
琪、樊蓉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12
协同育人模式下的高本
贯通课程建设研究

张海燕 管理学院
杨亮、张颖、富立业、曾韬、
邹蔚菲、伍新蕾、杨红霞

河源职业技
术学院

JGXT201813

高职本科一体化金融学
专业教学标准研究与实
践

刘茂平 财经学院
陆明祥、谢林林、林欣、赵华
、吴英杰、付世俊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校级高职本科协同育人试点类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研究

--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为例
刘茂平,向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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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会计学院，广东 广州510665）

[摘 要] 根据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的办学定位，按照“学术性、职业

性和师范性”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学历教育、会计职业资格教育和会计执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会计学院构建和完善了一套“知识、素质和能力”协调化、突出“专业、技能和双证书”一体化核心能力的高

素质会计职教师资的质量标准。

[关键词] 核心能力；会计学；质量标准

一、职教师资培养质量标准的内涵

教育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把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提到战略高度来认

识。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与我国广大专门从事技能型工作劳动

者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点。一个国

家的教育质量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各级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如何，而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又

取决于以“传道授业解惑”为本质的教师的师资水平。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教育领域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师资水平对其教育质量同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为职业技术教育提供师资的

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合格的职教师资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研究职教师资人才培养质量标

准问题，对于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切实提升我国专业型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具有

重大意义。

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指用来描述和测量培养单位的产品即单个或全体学生的成就的最低要

求。标准与目的有差异，目的属于或然范畴，未必一定能够达到，标准每个人都要求达到，也

即在一定范围内学生能够获得且必须获得一定的能力和知识。肖化移（2005）
[1]（P79）

认为教育质

量标准可分两个层次，即一般的基本质量要求和具体的人才合格标准。而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

则是指高职教育的固有特性满足其用人单位要求的程度，其核心内容是毕业生的质量满足社会

及受教育者需求的程度。

职教师资培养质量标准则是指描述和测量职技高师以及其他培养单位培养的学生能够顺利

转化角色成为中职高职教师所必须知识技能的最低要求，是中职高职教师培养目标的具体化，

是培养的人才要达到的具体状态。

二、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给出了制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应

当遵循的方向：“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因此，

以人为本、培养有用之才才是人才培养的目的。这样的标准具有一般性，具体到不同类别不同

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时，其内容又会有所不同（许荣花、白宗新，2012）
[2]（P141）

。

中职院校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各行各业的初、中级技能型人才（刘秀波、杨

晓东，2008[3]（P75）），而作为职教基地的职业技术高等师范院校（简称职技高师）则是向中职院

校输送合格的中职教师，因此，为了使职技高师的人才培养与中职师资的需求有效衔接，就决

定了职技高师的发展方向也必然是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来决定（秦志爽、吴桂淑，2013[4]（P219）），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子项目：《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

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的研究制订》(子子项目主持人：刘茂平；项目编号：2012ZSZG57)。

作者简介：刘茂平（1975－ ），男，湖南洞口人，经济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资本市场理论与实务、职业教育教学。

向 凯（1973－ ），男，四川万源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会计

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职业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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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注定了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至少体现学术性标准、职业性标准和师

范性标准三部分（孟庆国、张燕、蓝欣，2011
[5]（P59）

；陈玉强、朱斌，2011
[6]（P203）

）：

1、学术性标准

学术性问题往往是某一学科中的理论问题，研究者围绕学科中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而发表

的观点，一般都有学术性。具体到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而言，其学术性主要体现在：通过职业技

术师范教育的系统培训，使其毕业生掌握某一专业领域中的系统知识，并以此为基础，运用该

专业领域中的系统知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创造新知识。我们认为，创造新知

识或者所应具备的创新精神是学术性标准的核心。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创新人才的必备条件，

需要广泛的常识性知识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它影响着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学生今后职业

发展与学术追求。因此，学术性标准是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是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并成为合格的教育工作者的必然要求。

2、职业性标准

相对于强调理论问题的学术性问题而言，职业性问题通常讨论的核心属于实践性问题与应

用性为问题。因此，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职业性标准主要体现在：经过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系

统培训后，其毕业生进入社会以后能迅速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能发挥良好作用。

根据孟庆国、张燕、蓝欣（2011[5]（P59））的观点，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职业性标准包含社会职业

性和技术职业性两个方面：前者是因为学生毕业后都要进入社会找到工作获得为社会作贡献的

机会，因而称为社会职业性；后者是因为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核心是技术教育，因而称为技术

职业性。由于职业技术教育有着明确的行业属性和鲜明的职业性，因此职业性标准成为职业技

术师范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的必要构成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一般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

量标准的要素之一。

3、师范性标准

为职业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力量是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中心任务，因此，师范性标准可以

说是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中的核心要素。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师范性标准

主要体现在：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除了让其掌握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对其进行教师职业道德、

专业教学技能以及教育心理等方面的培养，使其毕业生拥有成为一名教师应该具备的教育教学

培养人才等各方面的能力。所谓“德高为师，学高为范”，所以“师范性”不仅仅是教材教法

的学习，更应该是职业道德品质和情怀的锻造。

三、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培养的成就与不足

（一）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培养取得的成就

1、专业定位与规划

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开办十七年来，一贯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教育”相结合的

专业办学理理念，始终按照“职业性、师范性、学术性”来制定、修订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构建了“知识、素质与能力协调化”和“会计、审计与财务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形成了“双师

型”教师培养“双证书”高素质会计职教师资和高技能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模式，着力培养

学生的“职业判断、专业技能、从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目前已初步形成了自身的专业内涵和

专业特色。

2、师资队伍

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目前具有专任教师21人，具有高级职称教师的比例为76%，“双师

型”教师的比例为67%，具有硕士学位以上教师的比例为76%，能够满足本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的需要。

3、课程建设与实践教学

在目前阶段，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课程建设取得的成就：（1）本专业拥有《中级财务

会计》、《审计学》、《财务管理》、《证券投资学》等四门校级精品课程；（2）目前本专业

已建成了《会计学基础》、《中级财务会计》、《税法与税务会计》、《审计学》、《证券投

资分析》、《财务管理》等六门网络课程；（3）目前本专业拥有《西方会计》、《国际金融》



3

两门双语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和课程体系上基本能满足实际需求。

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单项课程基本技

能实训环节，包括《会计学基础》、《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西方会计》、《财

务管理》、《审计学》、《税法与税务会计》、《证券投资》、《资产评估》、《税务代理实

务》等10门实训课；二是综合型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会计手工模拟综合实训》、《会计电算

化实训》、《计算机审计实训》和《ERP综合实训》等4门综合实训课；三是研究创新型实践教

学环节，包括会计师事务所或企事业单位的专业实习、教育实习、社会实践调查、毕业论文、

大学生创新项目、课外科技活动等研究创新型实践教学项目。这些实践教学体系相对完整：（1）

单项实训课程建设较为成熟；（2）按照会计实践工作环节，会计、审计、财务与税务等四个方

面的工作结果相互利用，目前本专业已初步建立了“会计、审计与财务”一体化实训体系。

4、教学水平与质量

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类会计职业资格考试，学生获得“双证书”

率达到98%。本专业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专业竞赛并取得较好成绩，比如会计学院

学子获的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财会专业决赛一等奖、“创青春”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金奖、两岸三地大学生会计与商业管理案例竞赛一等奖等。同时积极动员学生参加考研，考研

人数和升学率也逐年上升。

5、教学效果与特色

广东技术师范财务会计教育专业是师范类专业，是适应市场对会计教育师资的巨大需求而

设立的，主要培养既精通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又熟谙教育理论的财务会计教育师资队伍。形成

的专业要求为：（1）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职业道德、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2）

掌握管理学、经济学、金融学、法学和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3）熟悉与会计相关的

方针、政策和法规及国际惯例，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会计问题的基本能力；（4）掌握并能够

初步运用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和心理学等基础理论，从事财务会计类课程教学的基本能力；（5）

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社会适应力和创新能力等通用性能力外，还应具备会计实践能力、

会计职业判断能力、财务决策分析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专业性能力；（6）具有较强的语言与

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及分析能力；（7）了解本专业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8）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和科研的能力。市场对我校财务会

计教育专业已毕业学生评价普遍较高。

（二）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培养存在的不足

1、专业定位与规划

从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角度该专业建设还存在以下问题：（1）以职教为核心的办学定位特

色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需要进一步围绕学校“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办学定位，

从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入手，进一步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凝练专业特色；

（2）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关“师范性”方面体现不足，还不能完全体现出师范性专业与非师

范性专业之间的差异性；（3）在课程体系中，着力培养学生“核心竞争力”的课程欠缺，还需

要进一步进行调研，根据中等职业学校的会计专业教学的特点，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和加强教

学方法改革。

2、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也存在以下问题：（1）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所占比例偏低；（2）虽然“双师型”

教师所占比例为67%，基本能够满足培养“双证书”的会计职教师资人才的需要，但还有待通过

内部培养、外部引进和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实践学习等方式，力争“双师

型”教师所占比例为80%。在现有“双师型”教师队伍中，但具有企业实际工作经历的教师偏少，

实践操作能力不够，直接影响到实践教学水平的提高；（3）目前还缺乏在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学术带头人；（4）尚未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

3、课程建设与实践教学

在目前阶段，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课程建设还存在以下问题：（1）省级精品课程缺乏；

（2）部分课程边界界定不清，理论课程与实训课程衔接不紧密，还不能充分体现“职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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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课程尚未完全覆盖专业核心课程，已有的网络课程中，可利用的教学资源匮乏，教学

资源更新慢、学生利用率低，还不能实现师生之间教学资源的共享；（4）双语课程建设缓慢；

（5）在课程设置上，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需要进一步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

等不同课程的无缝对接，提高学生的“双证书”率；（6）需要进一步构建“知识、素质和能力”

协调化、“会计、审计与财务一体化”的课程体系。

广东技术师范会计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仍存在以下问题：（1）综合实训课程偏少；（2）

单项课程实训与综合实训课程衔接不是很紧密；（3）理论教学内容与实训教学内容衔接不是很

紧密；（4） “会计、审计与财务”一体化实训体系的基础实训资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

加大本专业教育实习的力度；（6）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有待提高。

4、教学水平与质量

教学水平与质量仍存在有以下问题：（1）学生获得“双证书”仅代表学生获得一定的从业

资格，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进一步优化“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教、学、

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2）需要根据“3+2”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的规律，进一步加强教学

方法的改革，加大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在各门课程的运用力度，特别是需要加

强学生的教学能力和班主任管理工作能力的训练和培养；（3）参加全国性的学科竞赛和专业竞

赛较少，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竞赛奖项偏少，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和专业竞赛

的指导，力争获得高层次的奖项；（4）加强对学生考研的动员和指导，提高学生的考研率；（5）

加强对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在国内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特别

是大力支持师范生在国内期刊发表有关中等职业教育与教学研究的教学改革论文。

5、教学效果与特色

尽管市场对我校财务会计教育专业已毕业学生评价普遍较高，但从教育教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并没有形成职业教育特色的质量标准体系。

四、突出核心能力培养：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培养的必然趋势

“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本位、以社会需求为目标”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

就业导向与满足社会需求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是职业教育存在的根本理由，突出职业核心能

力培养然则更能实现前面这两个目标。而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重专业技能、轻职业核心能力的传

统惯性已成为制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瓶颈（邓峰、吴颖岩，2013）[7]（P93）。对会计学专业学生

而言，职业核心能力则是体现其职业素养、决定其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1、中职院校对师资的能力要求

教师首先必须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方可“传道授业解惑”，但能否成功“传道授业解惑”，

非得有“传道授业解惑”的素质和能力不可。因此，“知识”、“素质”和“能力”对教师来讲

是多么地重要。中职院校教师也不例外，必须是“知识、素质和能力”一体化、协调化。目前

普遍认为中职教师应该具备理论教学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和管理学生能力（韦焕能， 2007）[8]

（P78）
。其中实践教学能力也可以叫技能结构：牢固掌握基本技能、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从

短期来看，这些能力可以满足教学的要求，但没有关注到教师长期发展的需求和自身心理满足

的需求（徐丹阳，2008）
[9]（P16）

，能够提供这种需求的能力叫职业核心能力。

2、核心能力的内涵

最早提出核心能力概念的人当属1974年的德国学者Mertens，他在其著作《关键能力--现代

社会的教育革命》中首次提出“Key Skills”。德国也是职业教育办得非常成功的国家，世界

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到1990年，德国职教领域已将“关键能力”作为培养学生的最终目标之

一（曹家谋，2010）
[10]（P22）

。

核心能力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称谓，澳大利亚称之为关键能力（Key Competencies），英

国称之为核心技能（Core Skills），美国称之为基本技能（Foundational Skills），而新西

兰称之为必要技能（Essential Skills）（肖化移，2004）
[11]（P112）

。虽然称谓不同，但含义基

本一致，都是指从事任何一种职业或工作都必须具备的且是最基本的一般能力。核心能力强调

的是，当工作环境、劳动组织或职业等发生变化时，面对这些变化了的情况，具备这一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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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依然能很好的为社会做贡献，因此，也称之为通用能力（Common Skills）。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对核心能力的定义比较有权威性：“使受教育者获得在某一领域内从事几种工作所需要

的广泛的知识和基本技能，使之在选择职业时不致受到本人所受教育的限制，甚至在一生中可

以从一个活动领域转向另一个活动领域。”（吴盈盈，2008）
[12]（P263）

。在国家层面，原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于1998 年 9 月率先提出构建职业核心能力体系的建议，并在其颁布的《国际技能

振兴战略》中按职业分类把能力分为三个层面：专业特定能力、行业通用能力和核心能力。其

中把职业核心能力的划分分为 8 项：与人交流、数字应用、信息处理、与人合作、解决问题、

自我学习、创新革新和外语应用等。英国的核心能力体系包含6项：交流、数字应用、信息技术、

与人合作、学习与业绩的自我提高、解决问题等。其中，前3项属于主要核心能力，后3项属于

广泛核心能力（邵爱群，2009）[13]（P22）。可以发现，这些核心能力所包含的内容大体相同或者

相近。

3、当前对职业核心能力认识上的一些片面观点

劳动者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界的共识，而职业核心能力直接影响着劳动者

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把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举

国上下也越来越重视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但对其应该如何培养的认识上，我国还存在着一些

片面观点。丘东晓和刘楚佳（2011）[14]（P70-71）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较好的总结：片面观点一，把职

业核心能力的培养等同于公共基础课程教育或者通识教育。这是由于一些学者把职业核心能力

中所包括的一些内容比如“与人交流、数字应用、信息处理、外语应用”等理所当然的类比为

“语文、数学、计算机、外语”等公共基础课程，只要在这些课程中增加一些职业方面的内容，

就可以达到培养职业核心能力的目的；片面观点二，一些学者认为构成职业核心能力要素的各

项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一门门独立的课程完成；片面观点三，认为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可以增

设一门“职业核心能力”的基础课程来达到培养目的。

事实上，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核心能力中的各项能力是一体化的，并

且整个能力的培养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割裂开来或者是只开一门“职业核心能力”课程都无

法有效的培养职业核心能力。其原因是职业核心能力包括了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方法能力和

社会能力的有机统一，只能在职业活动和一般的社会活动之中有机融合才会实现，这就需要通

过合理的课堂课程教学与结构与多元的学习途径，并辅以适度的专业实践等进行多方位综合培

养（丘东晓、刘楚佳，2011）[14]（P71）。

4、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的职业核心能力

虽然职业核心能力具有普遍适用性，但针对具体行业和专业，核心能力的侧重点是有所不

同的（文惠英，2010）[15]（P621）。比如，高克智和王辉（2011）[16]（P104）认为会计语言转换能力是

会计专业核心能力，由公认会计原则的理解能力、经济业务事项的透视能力和公认会计原则的

选择能力等三种能力要素构成。这三种能力要素的形成与综合过程即为会计专业核心能力的形

成过程。文惠英（2010）[15]（P621）则认为“信息处理，沟通问题和解决问题”三项核心能力一起

构成了会计学专业的职业核心能力的三大支柱，并对三者加以分类：认为“信息处理”属于职

业的方法能力，即个人具体的学习的方式，而“沟通问题和解决问题”属于职业的社会能力，

即与他人合作和工作的能力。对会计职业核心能力而言这三种能力十分重要，相互依存，同时

也不排斥其他能力的重要性。徐英俊、冯艳娜（2011）
[17]（P83）

就认为职教教师的职业核心能力

是指：在职业院校里，从事专业课教学的教师，经过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在教学实践活动过

程中，有效地进行教学活动，顺利地完成专业教学任务所应具备的专业教学能力、实践教学能

力及教育教学能力的一种综合教学能力。很明显，他们强调的是作为职教教师的教学能力。

我们认为，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的职业核心能力可以表述为：在职业院校里，从事会计学

教学的教师，经过就职以前高等教育的系统培养和就职后的系统培训，顺利地完成会计教学任

务所应具备的能充分掌握公认会计原则、能透视经济业务事项和准确选择公认会计原则的专业

教学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及教育教学能力的可以体现“专业、技能、多证书一体化”的一种综

合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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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的构建

人才培养质量要通过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来体现，要有具体的能力结构、知识结构及相应

的标准来衡量，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构建了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

准，见表1。

表1：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体系

能力结构 知识结构 标准

学

术

能

力

独立研究问题

能力 基础科学知

识、

应用科学知

识

掌握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了解国家方针、政

策、法规以及国内外会计学发展动态及经济管理的前沿

理论

数学与逻辑能

力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调查

研究和科研的能力

自主创新与洞

察力

掌握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理论联系实际，帮助

单位进行更好的财务分析的能力

职

业

能

力

会计职业判断

能力

专门职业知

识、

职业实践知

识

熟悉与会计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及国际惯例；了解

会计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会计实践动手

能力

能适应不同环境的需要，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会计问

题的基本能力

会计执业能力
能参与战略经营和管理决策、把握行业发展趋势、较好

地利用专业知识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

财务决策分析

能力；

具备综合运用财务会计信息，为管理决策提供意见和建

议的能力

会计教学能力

掌握并能够初步运用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和心理学等基

础理论，从事财务会计类课程教学的基本能力；包括专

业教学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和职教理论素养及教育教学

能力

普

适

性

能

力

方

法

能

力

数字应用、

信息处理、

自我学习、

创新革新、

跨职业、跨

学科知识

具有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掌握企业经营管理、

经济学、金融学、法学和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能用经济管理知

识对一些相关政策和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有创新精神

和创新思维，富于变通掌握数理统计、计算机及信息网

络的知识及应用技术，了解管理的基本技能和内容

社

会

能

力

与人交流、

与人合作、

解决问题、

外语应用

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善于捕捉来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的信息，及时准确地将相关信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传

递给相关各方,以取得对方的理解与支持；具有协调人

际关系的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职业道德、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掌握一

门外语，能初步阅读英文书刊，听、说、写、译等方面

达到国家规定的四级标准

表1中强调了三种能力：学术能力、职业能力和普适性能力。核心能力的培养不能只局限于

普适性能力，而是三种能力的有机结合，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培育出具有核心能力的职教师资。

如果把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职业核心能力的养成比喻为植物的生长，那么，职业能力犹如土壤，

学术能力则是阳光，普适性能力就是水分，只有在三者合力作用下，才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邓

峰、吴颖岩,2013
[7]（P94）

；陈丽荣、曹玉昆，2009
[18]（P28）

）。

根据广东省产业升级转型的要求和广东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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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就业市场对高素质会计人才和中高等职业院校对会计职教师资的需求，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会

计教育改革应当以会计专业核心能力为起点，重构专业知识、素质与能力框架，以核心能力的

形成过程为主线，嵌入职业素质与基本技能培养，改革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应继续按照“学

术性、职业性和师范性”融合化来制定、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专业、技能和多证

书”一体化核心能力的高素质会计职教师资的质量标准，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是按照“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教育”相结合的要求，将“学历教育课程与职业资格考试课

程”学历教育课程与职业资格考试课程实现无缝对接，并要求学生主动接受技能培训，使学生

在就业前就掌握扎实的专业实践技能，学生毕业前需获取如“珠算等级证书”、“初级或中级

电算化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普通话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助理会计师

证书”、“ERP证书”、“注册会计师考试单科合格证书”等职业资格证书。

二是按照会计职业岗位群，开设专业方向特色课，开展企业项目实践教学，构建以岗位技

能、岗位角色扮演、岗位协作、岗位轮换的单项技能实训、综合性实训和创新性实训的实践课

程体系，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相对接，职业技能与职业态度的双线培养，着力培养学生的“职

业判断能力、实践动手能力、会计执业能力”，同时强调师范性特征。

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围绕会计职教师资核心能力培养，需要加强为培养会计职教师

本身的教学团队建设，实施“专业+技能”双专业带头人和双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通过内培外引、

建立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等，从而提升专业教师的双师素质，最终提高培养职业核心能力的素

质、最终形成合理的专业培养要求：核心能力的载体（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会计实践动手能力、

会计执业能力、会计专业教学能力等）逐年提高、核心能力的表征形式（“双证书”率、大学

英语过级率、计算机考试过级率、第一志愿录取率、一次就业率、考研录取率等）逐年提高，

实现“职业能力突出、普适性能力优秀、学术能力较强”的优秀毕业生，为职业院校培养出优

秀的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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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re Competence Oriented Quality Standards

of Vocational Accounting Teachers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PNU)

Liu Mao-ping, Xiang Kai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Abstract: Based on GPNU’s school running concepts--“facing, servicing and lead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bining its “academic, occupational and teaching” training scheme and the talent

developing mode of “academic education, occupation qualification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and accounting practice education ” , the present study has developed a set of

quality standards for developin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vocational accounting teachers. These

standards not only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quality and ability” but also include

acquiring “professionalization, skills and double certificate”.

Key words: Core competence；accounting；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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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029053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学院、大数据学院——中软国际校外实

践基地
肇庆学院 陈建平

201702174031 广州名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肇庆学院校企合作创新动画人才培养模式 肇庆学院 李老师

20170207102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嘉应学院计算机学院新工科建设 嘉应学院 刘越畅

201702057008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数学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嘉应学院 吴华光

201702174052 广州名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 广美-名动漫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广州美术学院 陈赞蔚

201702003016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addlepaddle深度学习框架介绍与实践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刘晓勇

201702036022 北京中科致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共建新国际贸易课程在线云平台教学改革项目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任道纹

20170203808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教融合背景下税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周清

201702039011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黄明睿

20170204302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核心实践技能提升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改革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李伟键

201702064005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天煌THFCS-1的自动化专业过程控制课程及实训环节

的综合改革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宋海鹰

201702068030 开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知识产权金融实务人才课程体系构建

与研究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刘茂平

201702105002
巨轮（广州）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工业机器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徐兰英

201702157005 广州市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在线审计的审计学教改研究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刘华

201702172009 广州市靖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背景下基于Python语言的数据挖掘课程的教学改革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吴世枫

201702016011 Trace software公司 师资培训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elecworks教育师资培训项目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宋海鹰

201702022013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电商实践教学师资研修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袁裕辉

201702023042 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学习通的电气类核心课程移动教学实践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伍银波

201702081050 广东诚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广东诚飞物联网智能互联师资培训计划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甄任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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