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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i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in advanced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Then it clears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its position. At
last, making chain managers with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ability as a main line, the article sets
up “four in one” engineering capability combined with progressive training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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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对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性质的分析，明确专业发展定位和建设目标，提出了以连锁店店长综
合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典型工作任务”为核心，构建“四位一体”工学结合递进式能力培养课程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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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理实一体课程体系建设的动因
理实一体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将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操作训练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做中学、
学中做”，让教师在“做中教、教中做”[1]。
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旨在培养了解当代商业连锁经营的发展现状，掌握连锁经营的基本原理，熟
悉商业连锁经营的模式、商业网点开发与管理、连锁商业机构的经营与管理；掌握连锁企业商品管理和
营销管理技能；具有较强的商品管理能力、物流管理能力、客户服务能力、外语应用能力、公关及促销
能力、电子商务等能力的高素质连锁经营管理技术应用型人才。
传统的高职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主要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被动， 学生只是机械地学
习教师给他灌输的实践知识。这种模式下，学生学习的动力不足，缺乏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独立分析问
题的能力不足，动手能力弱，导致学生对于连锁经营管理的学习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状态，这与高职院校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违背。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不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发现现有的实践教学与不
同企业不同岗位的实际要求尚有一定距离。这与“零适应期”和“零距离”的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极不
适应[2]。
理实一体是为顺应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即将课堂教学搬到实际操作
室，将专业理论知识融入技能训练中，采取直观性和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强调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注重培养学生对职业岗位的适应能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于 2004 年开始筹办了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并于 2005 年招收了第一届连
锁经营管理专业专科学生，目前该专业在校学生 170 人。该专业涵盖范围较广，是整个传统零售业技术
提升的基础。连锁经营毕业生就业单位分布在上海各区县，主要为大型跨国连锁企业、餐饮企业和商业
集团公司，如家乐福集团、上海百联集团、乐购、宜家家具等，并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通过专升本考试就
入本科阶段的学习，该专业升本和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 92%以上。

2. 理实一体下的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建设发展定位与建设目标
2.1. 发展目标定位
连锁店管理人员的教学特色；以连锁店店长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典型工作任务”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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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四位一体”工学结合递进式能力培养课程体系。

2.2. 专业功能定位
上海目前已经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目标，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立足于上海地区
商贸流通业发展实际，培养面向各类现代连锁经营企业的一线服务岗位及基层管理岗位的高素质高技能
型人才。

2.3. 人才培养定位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立足于上海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实际，培养面向各类现代连锁经营企业的一线服
务岗位及基层管理岗位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

2.4. 师资队伍建设定位
强化“人才强校”战略，以优秀专业教学团队建设为重点，以专业带头人与专业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为核心，建立一支双师型师资队伍。

3. 理实一体下的连锁经营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理实一体是一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欲望的课堂教学模式。理实一体是将专业知识与专业
技能融合的课堂教学，它融合的基点就是相关生产岗位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就是该职业模块所需要的职
业能力。即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这种“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不断地感
受到自己学习的成果(做事的结果) [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以连锁店店长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店长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为核心，实现“四位一体”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理货员岗位–收银员岗位–
店长岗位递进式能力培养课程体系；以连锁店管理工作过程为导向开发课程，课程内容与劳动部“C&G”
职业资格证书标准接轨，实现课证融合、校内教学与企业顶岗的有机衔接和贯通。
连锁店店长岗位综合职业能力分析，见图 1。
课程体系由素质教育板块和职业能力板块构成，见图 2。

3.1. 素质教育课程板块
增加“爱心、诚信、责任”职业素养主题教育、商贸文化课程，强化职业素养和商业文化底蕴；针
对高职学生群体特征，增加心理拓展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按照够用、实用、适用原则整合专业基础课
程，并将专业基本知识纳入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以职业素养教育为特色，并根据专业特点，根据
培养连锁店长的培养目标，突出“责任”职业素养，通过素质教育板块学习，学生可获得教育部颁发的
全国英语应用能力 AB 级证书、全国计算机等级 1 级证书。学时占总学时 32.5%，教学任务主要分布在
第一学年的 1、2 学期。

3.2. 职业能力培养板块
按照门店店长的岗位成长规律，强化“四位一体、工学结合”递进式职业能力培养。课程包括财贸
岗位认知、专项技能训练(含商贸通用能力训练)、岗位综合实训、校企合作企业实习。学时占总学时的
67.5%。职业资格证书考核、专项技能训练、岗位综合实训教学任务在第二学年完成，第三学年全部时间
在订单企业。
“四位一体”的职业能力培养模式体现了从初级的企业认知、技能训练、岗位实训，逐步走向在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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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alysis on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ability of chain manager
图 1. 连锁店店长岗位综合职业能力分析图

Figure 2. Curriculum system
图 2.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单企业能够顶岗工作的递进培养过程，实现了学生职业能力的递进上升，以及从学校逐步走向社会，走
向工作岗位，实现了学习与岗位对接。

3.3.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见表 1)
按照连锁门店店长的任职要求，以岗位需求分析为基础，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以工作过程为教
学内容，突出对门店基础技能、门店核心技能的培养，按照典型工作任务来设计和构建课程体系，实践
教学课时达到 67.5%，生产性实训占到 80%以上。
理实一体也是优化了的项目教学或任务驱动教学模式。项目教学或任务驱动教学是以生产中的实际
项目或任务来组织和安排教学活动。在项目教学或任务驱动教学中，教师一般只关注学生对项目或任务
的完成情况，而忽视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操作技能形成的情况。同时，项目或任务的完成时间
跨度有时会比较长，空间跨度也会比较大。在这一段
教学时空内怎样优化课堂教学，将直接影响到项目教学或任务驱动教学质量。将理实一体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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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bility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typical tasks
表 1.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的能力培养课程体系
岗
位

典型
任务

课程
名称

收货
验货

缺货登记–申请补货–收货、验货–签单–入库码放

商品缺货管理、订单管
理、收验商品、入库码
放

门店
盘点

整理货架–抄盘点表–输入电脑排序–打制盘点表–开始盘点–复
盘确认–抽盘检验–数据录入

盘点整理、抽盘检验、
数据录入

门店
服务

顾客来店问候–递购物篮–顾客问讯应答–引导服务–促销商品推
介–顾客离店问候

现场服务、礼仪、售后
服务、投诉处理

门店
服务

商品
管理

货架整理–在架商品检验–补充商品–商品陈列–价签管理

价签管理、货架整理、
商品检验

门店
营运
与管
理

门店
收银

备用金准备–打开 POS 机–登陆系统–开始收银–扫描商品–连带
商品推介–确认结算金额–收取现金(刷卡)–装袋–结束

点钞技术、假币识别、
收银技术、连带商品销
售、收银报表分析

门店
营运
与管
理

门店
任务
执行

门店任务执行流程：
接受总部指令–任务指标分解–通过晨会进行部
署–设计奖惩方案–任务执行过程监控–任务完成情况检查–绩效
评估

门店指标分解、门店任
务监控，门店绩效评估

信息
系统
实训

门店
环境
管理

商品陈列流程：整理货架–缺货登记–补充商品(门店库房提货)–前
进式陈列–价签对位

门店布局管理、商品陈
列管理

门店
环境
管理

门店
营运
管理

1．信息系统操作流程：登陆门店后台系统—前台 POS 信息采集–监
传输、收取信息。
控库存变化–定时数据汇总分析–定时和总部联机，
2．经营指标分析流程：计划经营指标–设计完成时限–经营过程控
制–到期收集相关信息(进货、库存、销售、费用等)–汇总分析
3．突发事件处理流程：突发事件发生时–立即通知总部–停止收款，
锁好收款机–尽快疏散顾客，暂停营业–关闭所有电力设–若停业时
间较长，联系调转商品–恢复营业后，应及时处理变质商品，并统计
损失情况

1．业务流程设计、实
施
2．信息收集与分析
3．门店经营指标分析
4．门店突发事件处理

门店
营运
管理

门店
团队
管理

团队管理流程：建立门店职工园地–张贴规章、制度–定期培训–定
期技能测评–将优秀者汇报总部–搭建晋升平台

门店文化建设、门店员
工训练、门店员工管理

门店
营运
管理

门店
营运
与管
理
门店
营运
与管
理

对应
证书

连锁店店长技能鉴定证书

岗位技能

劳动部二 级证书

店长

主要工作流程

模式引入项目教学中，有利于高职学生在完成每一课时任务的同时，学好相关知识点和技能点。从而达
到既“授之以鱼”，更“授之以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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