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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Shanghai Technician School as an example. Firstly, it tells the guiding ideology. Then,
it makes the major position and major subjective clear. At las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some new
thoughts including four aspects. The first one is grasping the future trend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second one is constructing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The third one is using teaching methods
with high quality. And the last one is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other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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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为例，从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入手，明确了专业定位和专业
建设目标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从迎合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物流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重构高层次、
应用型、国际化物流专业教育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创新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物流专业教育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凝聚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和借助互联网+，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五个方面提出了信息
化背景下的中职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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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服务与管理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上海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必将带来物流服务行业
旺盛的人才需求。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探索信息化背景下有效教学模式中职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
面临的一项新课题，为此，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2. 指导思想
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培养社会主义“四有”学生为己任，以教学为中心，以科
研为支撑，以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践能力培养为抓手；在专业建设上，借大类培养平台，扩学
生知识面，借强化实习实践环节，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努力培养基础扎实，适应面宽，应用能力强
的应用性人才[1]。

3. 建设规划
3.1. 专业定位
1) 发展目标定位
提高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综合实力，达到上海市示范专业的建设标准，把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办成
特色鲜明、在上海同类专业中起示范和引领作用的特色专业。
2) 专业功能定位
上海目前已经确立了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目标，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具
有较强的应用能力，他们可以胜任单证员、业务员、跟单员等岗位，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3) 人才培养定位
以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切入点，加强校企合作，完善岗位认知、专项技能训练、岗位综合
实训、顶岗实习“四位一体”职业能力培养体系，建立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内外贸一体化、校岗直通”
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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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师资队伍建设定位
建设一支专兼结合、能力领先的“双师”结构教师队伍。师资队伍建设从重视“双师”素质转向既
重视“双师”素质，又重视“双师”结构，从企业聘请专家和业务骨干，培养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全面提高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

3.2. 专业建设目标
按照积极推进、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务求实效的原则，建立物流管理专业教学的目标体系。
构建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包括人才培养方案、模块化课程体系、
实习实践教学体系、应用能力模拟教学体系、现代化教育教学方法体系等。
以“人才培养方案”为中心，构建较为完善的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及以教学大纲为指导的内容体系，并通过教材建设形成指导教师教学的教材体系
[3]。

3.3.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在准确把握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物流人才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要素的基础上，本专业培养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良好综合素质，掌握现代物流企业和工商企业管
理理论与方法以及较强运用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素质、知识和能力：
1) 基本素质：
①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
② 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素质；
③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团队合作素质；
④ 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职业道德和品质；
⑤ 具有系统的企业知识、工程意识、成本效益意识、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意识。
2) 基本知识：
① 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企业管理学等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② 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具有从事企业管理具体管理职能工作、解决企业具体问题的基本知
识与技能，掌握物流管理或营销管理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③ 具有进行市场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数据收集和处理、统计分析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3) 基本能力：
①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
② 具有较强语言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以及分析和解决企业管理工作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沟通能力、
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③ 掌握企业管理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并应用计算机手段来处理实际经营管理问题的能力；
④ 具有较强的知识获取能力、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应该能在物流行业、一般企业物流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从事物
流专业管理及综合管理工作。具体而言，他们能够胜任如下几方面工作：1) 第三方物流企业管理。包括
运输企业、仓储企业、货运代理企业、快递企业(保管养护员、配载、揽货、送货、报关、报检、运输协
调、业务查询)的管理。2) 企业物流管理部门的工作。如制造企业采购、仓储和销售部门；连锁零售企业
物流部门(采购员、订单管理、拣选、配载、线路调度、保管员、物流加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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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化背景下的中职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的新思路
4.1. 迎合高技能、应用型、复合型物流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更新物流教育新观念，并将这一观念渗透到日常的各项教学管理和教学服务工作中去[4]。这当中，
最关键的便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素质提升。一方面，鼓励青年教师增加挂职锻炼机会，促进实践能力的
提升和信息素养的养成，另一方面，加大对具有丰富企业一线工作经历的“双师型”教师的引进，从而
形成学科结构合理、信息素养丰富、实践能力精干的师资队伍，为培养高技能、应用型、复合型物流人
才而服务。

4.2. 重构高技能、应用型、复合型物流专业教育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1) 明确课程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在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和课程评价等多方面体现渗透物
流教育新观念，为课程体系的具体实施找准路径。
2) 深化课程体系的改革。围绕人才的现实需求，对行企业、以及课程实施的具体实践者——学生、
教师，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调研，分析影响课程体系构建的因素，并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和改革。
3) 服务人才培养定位和目标。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对国际化物流人才在素质、知识、能力的基本要求，
国际化物流专业教育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体系模块、专业基础课程体系模块、专业方向
课程体系模块。在三大课程体系模块中分别按照“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专业定位设置相关课程
和教学内容体系。

4.3. 创新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物流专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1) “情境教学法”。以企业经营模拟实验室为平台，让学生担任企业中的虚拟角色，在具体情境中
体会企业运作的复杂和理论知识学习的必要。
2) 案例教学法。让学生在典型案例或真实案件的“诊疗”过程中，锻炼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3) 辩论教学法。教师作为辩论的主持者、组织者和总结者，将学生分成两组进行辩论。
4) 主题发言教学法。教师提供主题发言题目及资料，随机抽查学生做主题发言。
5) “读书会”教学法。成立读书会，由教师指定书目，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间段内进行阅读、交流并
写出读书笔记，最后由教师检查、评阅、记入学生成绩档案。

4.4. 凝聚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合作
1) 加强与上海市、国内有关学校联系，掌握上海市和全国相关学校物流专业建设情况，加强交流、
沟通信息、取长补短，学习和吸收兄弟院校的办学经验和研究成果。
2) 加强与有关学校教学院系和同行专家的联系，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在提高专业教学质量、改进
教育教学方法、培养优秀特色人才等方面加强合作研究。
3) 我们将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及时向上级有关管理部门汇报专业建设进展情况，积极
争取他们的监督、指导和帮助。

4.5. 借助互联网+，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1) 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充分利用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平台，使本专业在最大程度上与先进的办学模
式接轨，推动专业的有效教学。
2) 积极探索“模块化”教学改革，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建立主题式、多层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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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教学模块，实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学生素质、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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