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 
职教集团秘书处函[2018]3 号 

        

关于发布集团 2018 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和 

集团专委会 2018 年度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集团成员单位： 

此前，集团秘书处以函审的形式征求常务理事对集团 2018 年度

重点工作计划的意见，得到了各位常务理事的一致赞同，部分常务理

事对工作计划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常务理事所提意见，集团秘书处

对工作计划进行了修改完善，现将修改后的工作计划发给大家。请各

理事单位依据集团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精神和 2018 年度重点工

作计划，积极配合集团秘书处推进各项工作，同时加强成员间的相互

合作，为现代汽车职教体系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集团维修、营销和新能源专委会日前向秘书处提交了 2018 年度

工作计划，现一并发给大家，请各理事单位予以关注和支持，相关问

题可向各专委会主任委员咨询. 

营销专委会： 

联系人： 陈永革，电话：13701723095 邮箱：Chenyongge2011@163.com 

维修专委会： 

联系人：沐俊杰，电话：13336083339 邮箱：Mujunjie2005@126.com 

 



新能源专委会： 

联系人：李治国，电话 18573359700 邮箱：273915945@qq.com 
   
 

附件 1：集团 2018 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附件 2：营销专委会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附件 3：维修专委会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附件 4：新能源和智能网联专委会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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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 2018 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一、重点工作任务 

1．业务方面 

以各专业委员会为抓手，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推进新兴汽车专业及课程建设。新兴汽车专业指新能源汽车技

术专业、汽车网络服务专业、汽车改装技术专业等，新兴汽车课程指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课程。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标准建设（研究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课程大纲、实训室配置标准等）、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制定师资能力标准，开发培训课程，组织培训与研讨）、教学资源库

建设（研究开发教材、教具、信息化教学资源和平台）。 

2)推进传统汽车专业转型升级。传统汽车专业主要指汽车维修、

汽车营销、汽车钣喷专业等。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汽车后市场变革

及转型升级所带来职业、岗位及典型工作任务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

传统汽车专业的教学体系，引导其顺应新时代，开创新气象。 

3）以奇瑞新能源校企合作项目、“世达双创”项目等为抓手，

推进校企深度融合。 

2．组织方面 

1）顺利完成集团及各专业委员会换届。 

2）强化集团及各专业委员会制度建设。 

二、重点工作计划 

1.以校企合作项目为抓手推进新兴汽车专业建设 



推进汽车网络服务专业建设，支持营销专委会按计划完成该专业

的标准建设和教材编制，同时做好师资培训工作。推进新能源汽车技

术专业建设，支持新能源专委会以奇瑞新能源校企合作项目为抓手，

完成该专业的标准建设及推广应用，同时做好师资培训工作。 

2. 以校企合作项目和竞赛为抓手推进传统汽车专业转型升级 

支持维修专委会以“世达双创”项目为抓手，以培养汽车后市场

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探索传统汽车维修专业转型升级方案。支持营

销专委会以创办“汽车营销策划”竞赛为抓手，探索传统汽车营销专

业转型升级方案。 

3.围绕新兴专业建设和传统专业升级打造汽车教学名师 

以打造汽车教学名师为目标，支持各专委会围绕新兴汽车专业建

设和传统汽车专业升级，适时组织各专业方向的师资培训。并在培训

中导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工程师水平评价，帮助受训教师取得

“双师”资格。 

4.配合服务分会做强汽车职教年会平台 

组织各专委会配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筹办

好第十五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共同做大做强这一汽车职业教育

界的最权威学术交流平台。 

5.完善组织和制度体系 

2018 年 2-3 月，以函审方式完成常务理事对集团 2018 年度重点

工作计划的审议，并发布执行，同时向教育部职成司报备。同步发布



各专委会 2018 年工作计划。启动集团汽车改装专业委员会的组建工

作，并在三个月内完成。 

2018 年 11 月，依据集团章程完成换届工作，组建第二届理事会

（与第十五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同期），对 2018 年工作进行总

结，并讨论通过 2019 年工作计划。 

 

 

 

 

 

 

 

 

 

 

 

 

 

 

 

 

 



附件二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营销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序

号 
项目内容 实施方案 考核目标 承担单位 起止时间 

一 筹办第十五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简称十五届年会） 

1 提出十五届年会筹办方案 

1)提交筹办方案初稿 

2)听取主管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意

见，进行修订 

筹办方案的新颖性、创

意性和可操作性 

负责：秘书处 

配合：专家组 
2018年 3-4月 

2 全面开展十五届年会筹办工作 

1)按筹办方案执行 

2)发动委员单位，组织本校及所属

省、市院校参加十五届年会 

1)落实各项筹办工作 

2)会议规模≥400人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4-10月 

二 筹办第四届全国汽车教学名师研修班（简称四届研修班） 

1 提出四届研修班筹办方案 

1)提交筹办方案初稿 

2)听取主管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意

见，进行修订 

筹办方案的新颖性、创

意性和可操作性 

负责：秘书处 

配合：专家组 
2018年 3-4月 

2 全面开展四届研修班筹办工作 

1)公布四届研修班预通知。与承办学

校共同开展筹办工作 

2)发动委员单位，组织本校及所属

省、市院校教师参加四届研修班 

1)落实各项筹办工作 

2)研修班规模≥50人 

负责：秘书处；承办校（深

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5-8月 

三 探索汽车网络服务专业建设 



1 

 

编制完成中职、高职和本科三个层

次的汽车网络服务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 

 

1)在分析人才市场需求和典型工作

任务的基础上，编制中职、高职和本

科三个层次的汽车网络服务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2)召开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专

家审定会 

3）争取在十五届年会上发布 

1)完成三个层次的人

才培养方案 

2)召开专家审定会 

3)在十五届年会上发

布 

 

负责：专家组；三个牵头院

校（杭州技师学院、山东交

通职业学院、上海建桥学院） 

配合：秘书处 

2018年 1-9月 

2 

 

组织开发汽车网络服务专业核心

课程；培训相关教师 

 

1)组织“汽车网络服务专业核心课

程教材”的编写与出版 

2)举办“汽车网络服务专业核心课

程”授课教师的培训研讨班 

1)完成汽车网络服务

专业核心课程和教材 

2)举办相关师资培训 

负责：专家组；机械工业出

版社 

配合：秘书处 

2018年 1-9月 

四 组织汽车营销策划技能竞赛 

1 

 

组织制定“汽车营销策划技能竞

赛”的竞赛规程并开展相关研讨 

1)组织制定“2018 年汽车营销策划

竞赛（具体名称待定）”赛项规程” 

2)围绕规程制定开展相关研讨 

完成相关赛项规程 
负责：专家组 

配合：秘书处 
2018年 4-6月 

2 筹办竞赛 
1)组织制定竞赛筹办方案 

2)按筹备方案执行 

组织完成竞赛并取得

成功 

负责：秘书处；承办校（湖

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2-8月 

五 开展汽车营销工程师专业水平评价 

1 
在本科、高职委员院校中开展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营销见习

1)组织制定汽车营销见习工程师考

核大纲 

1)完成考核大纲 

2)获得学会授权并开

负责：秘书处；专家组 

配合：本科、高职委员院校 
2018年 3-12月 



工程师专业水平评价”工作 2)组织院校申请学会授权 

3)帮助授权院校组织相关学生进行

水平评价申请和考核 

展工作的院校≥4个 

2 

在本科、高职委员院校中宣传推

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营销

工程师专业水平评价”工作 

 

借助各项活动广泛宣传推广学会

“汽车营销工程师专业水平评价”

工作，并帮助委员院校组织专业师

资参加评价 

 

参加评价教师≥40名 

负责：秘书处 

配合：本科、高职委员院校 

 

2018年 3-12月 

六 强化自身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完成换届 

1 
 

自身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1)根据工作需要增补委员单位 

2)配合集团完善委员会各项制度 

1)增补委员 

2)根据需要建立制度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1-12月 

2 完成换届 根据集团统一安排开展换届工作 顺利完成换届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按集团统一进程 

 

 

 

 

 

 



附件三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维修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序号 项目内容 实施方案 考核目标 承担单位 起止时间 

一 协办第十五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简称十五届年会） 

1 提出十五届年会协办方案 

1)提交协办方案初稿 

2)听取主管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意

见，进行修订 

协办方案的新颖性、创

意性和可操作性 

负责：秘书处 

配合：专家组 
2018年 3-4月 

2 全面开展十五届年会协办工作 

1)按协办方案执行 

2)发动委员单位，组织本校及所属

省、市院校参加年会 

1)落实各项筹办工作 

2)会议规模≥400人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4-10月 

二 筹办第四届全国汽车维修教学名师研修班（简称四届维修研修班） 

1 提出四届维修研修班筹办方案 

1)提交筹办方案初稿 

2)听取主管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意

见，进行修订 

筹办方案的新颖性、创

意性和可操作性 

负责：秘书处 

配合：专家组 
2018年 3-4月 

2 
全面开展四届维修研修班筹办工

作 

1)公布四届维修研修班预通知。与承

办学校共同开展筹办工作 

2)发动委员单位，组织本校及所属

省、市院校教师参加研修班 

1)落实各项筹办工作 

2)研修班规模≥50人 

负责：秘书处；承办校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5-8月 

三 推进“世达双创”校企合作项目 

1 完成第一批合作院校遴选 

1）编制项目申报建设指南 

2）组织院校申报及考察洽谈 

3）确定第一批合作院校并签约 

1)专题推广活动 2次 

2)考察意向合作院校

20所 

负责：秘书处 

配合：专家组 

   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1-6月 



 

 

 

 

 

 

 

 

2 启动合作院校项目建设工作 
1）合作院校项目教学基地规划 

2）合作院校项目核心教师培训 

1）完成合作院校基地建

设规划方案 

2）完成一期核心教师

培训 

负责：秘书处 

配合：专家组 

   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7-10月 

四 强化自身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完成换届 

1 自身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配合集团完善专委会各项制度 根据需要建立制度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1-12月 

2 完成换届 根据集团统一安排开展换届工作 顺利完成换届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按集团统一进程 



附件四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新能源与智能网联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序号 项目内容 实施方案 考核目标 承担单位 起止时间 

一 协办第十五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简称十五届年会） 

1 提出十五届年会协办方案 

1）提交年会协办工作方案初稿 

2）听取主管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意见

和建议，对方案进行修订 

1）工作方案的可行性 

2）工作方案特色创意 

负责：秘书处 

配合：专家组 
2018年 3-4月 

2 全面开展十五届年会协办工作 

1）执行年会协办工作方案 

2）广泛宣传、发动委员单位，组织本

校及相关院校参加年会 

1）各项工作落实情况 

2）年会的参会规模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4-10月 

二 配合奇瑞新能源校企合作项目推广，探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建设 

1 

 

编制完成中职、高职和本科三个层

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在分析人才市场需求和典型工作任

务的基础上，编制中职、高职和本科

三个层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召开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专家

审定会，在年会上发布成果 

1）三个层次人才培养方案 

2）专家论证与评审 

3）年会上发布成果 

负责：专家组 

配合：秘书处 

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1-9月 

2 
组织新能源汽车专业教师实践能力

和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1）研究开发相关模块化课程 

2）启动培训试点 

1）模块化课程 

2）开办 1-2期培训 

负责：专家组 

配合：秘书处 

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1-11月 

3 
加强宣传推广，促进委员单位和特

色院校与奇瑞新能源合作 

1）合作院校推荐及陪同考察 

2）组织合作院校间交流 
形成校企合作典型案例 

负责：秘书处 

配合：专家组 

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1-11月 

三 支持 2018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电动车赛项 



1 
协助组委会制定相关规程和执行技

术文件 
根据组委会要求参与相关工作 大赛规程和执行技术文件 

负责：专家组 

配合：秘书处 
2018年 3-9月 

2 组织委员单位参赛 宣传、发动委员单位参赛 参赛队规模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3-9月 

四 强化自身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完成换届 

1 自身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配合集团完善专委会各项制度 根据需要建立制度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2018年 1-12月 

2 完成换届 根据集团统一安排开展换届工作 顺利完成换届 
负责：秘书处 

配合：全体委员单位 
按集团统一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