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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项目建设团队

1.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王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1.04

部门职务 教师办公室 教师
专业技术

职务
讲师

学历 硕士研究生 学位 管理学 手机号码 15015558096
通讯地址

及邮编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开放大学 528500

工作简历

（重点填写

与项目建设

相关的经

历）

2004.07--2005.08，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实验中学，教师

2009.06--今，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开放大学，教师

2018.09--今，高明区“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居干部学历

提升班，教师

2020.07--今，高明区农业产业商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教师

主要学术、

教研成果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1. 完善导师资助制的思考，法制与社会，合撰 2，2008.02

2. 循环互助的新模式——时间银行，法制与社会，独撰，

2011.03

3.“奶粉荒”背后的思考，科学与财富，独撰，2011.04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23&DbCode=CJFD&dbname=CJFD2008&filename=FZSL200804154&urlid=&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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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团队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1 徐苑芬 女 1971.04
佛山市高明区开

放大学
教师 中学高级

2 谢长菊 男 1965.05
佛山市高明区开

放大学
教师 大学讲师

3 鄢道朋 男 1975.10
佛山市高明区开

放大学
教师 大学讲师

4 樊莉 女 1979.03
佛山市高明区开

放大学
教师 大学讲师

3.项目团队分工及特色

本团队年龄、职称、学历、学科和学缘结构配比合理，是一只责任明确、优

势互补的队伍。

项目负责人为建设单位专职一线教师，从事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十二年，

具备良好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能力，能有效支撑项目的完成；项目团队的其他

成员，都是教学经验丰富的各学科骨干教师，且都正在参与高明区“一村一名大

学生”学历提升班的教学、亦都是高明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讲师团的成员。

整个团队分工合作，互相监督，保障项目进度。

（１）王琳：负责项目总体构思、设计研究方案，确定研究步骤、研究方法、

协调组织不同阶段研究工作，汇集研究经验，并最终形成研究成果。

（２）徐苑芬：高级教师，参与过多项课题，经验丰富。负责本项目与公共

部门的协调，收集创新性材料、提出方案，指导、评价工作。

（３）谢长菊：提供信息技术支持，负责项目调研，收集材料，对数据整合

分析，实践研究。

（４）鄢道朋、樊莉：收集材料、整理分析，负责子目标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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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

1.牵头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开放大学

单位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荷花巷 38号
单位联系人

姓名
卜旭辉 单位联系人电话 13318316007

单位简介

佛山市高明区开放大学前身为“佛山市高明区广播电视

大学”，创建于 1983年，地处高明区政治、经济、文化交

流中心的荷城街道，办学三十多年来，培养了大批实用型技

术人才，为高明区的经济建设、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8 年高明社区学院依托高明区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成

立，完善了终身教育体系，搭建了全民学习平台。2017 年

10 月，根据《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教职成

[2016]2 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推进基层广播电视大学

转型发展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284 号）文件精神，经

请示区编办批准，学校正式更名为“佛山市高明区开放大

学”。

学校挂“开放大学”与“社区学院”两块牌子，是一所

综合性成人高等学校，是佛山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基

地、高明区美术家协会创作基地，常年开展社区公益课程和

志愿惠民公益服务活动，是历届佛山市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协

办单位之一。该单位是高明区组织部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

学历提升班的定点合作单位，也是高明区财政局备案具有会

计继续教育专业科目面授培训资格的施教机构，亦是高明区

农业产业商会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合作单位。

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创建具有国际视野、国内示范、省

内一流的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办学理念：服务一切学习的人，

为一切学习的人服务。办学模式：办精远程教育、办特社区

教育和短期培训，开设多样化的满足社会需求的本、专科学

历提升教育。简称“1精+2特+n常规”的办学模式，为社会

各行业培养了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应用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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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建单位（如无可留空）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3.多元协同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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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基础

（一）乡村振兴大背景：“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十九大报告指出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该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四五”时期，广东省“三

农”工作重心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广东省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已于近期发布，目标是力争到 2025

年珠三角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建立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引领全省其他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上“快车道”。农村人才

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提高农民的科技素

养，培养新时代的新型职业，满足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要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构建职业农

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队伍”是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可

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大量国外有关“职业农民培育”研究文

献,农业相对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早在１８６２年颁布《莫雷尔赠地法》

以法律形式保障农业人才的培育，日本重在以环保、科技、收入方面扶持

农民，德国以“双元制”见长。发现:国外农民培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的

培训需求评估,农业技术推广教育模式,农民培育路径，培训产生的作用及

影响等方面。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我国尚处于摸索阶段,主要集中在新型

职业农民的内涵特征及形成,培育必要性，培育意义,培育模式,国外培育经

验,培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培育对策等方面。并且，“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在高明区虽已开展，但属试点阶段，暂未有相关的文献涉及。

（三）已有研究基础：建设单位是佛山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基

地，开展社区公益课程和志愿惠民公益服务活动日常化，是历届佛山市终

身学习活动周的协办单位之一。该单位是高明区组织部开展“一村一名大

学生”学历提升班的定点合作单位，也是高明区财政局备案具有会计继续

教育专业科目面授培训资格的施教机构，亦是高明区农业产业商会开展“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为建设单位专职一线教师，从

事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十二年，具备良好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能力，

能有效支撑项目的完成；项目团队的其他成员，都是教学经验丰富的各学

科骨干教师，且都正在参与高明区“一村一名大学生”学历提升班的教学、

亦都是高明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讲师团的成员。整个团队分工合作，

互相监督，保障项目进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86%9C/159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8%AE%A1%E6%B0%91%E7%94%9F/118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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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目标

（一）总目标：掌握高明区新型职业农民的现实需求，针对新型职业

农民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职业发展新特点，调适本

区目前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一部门一方式”非标准化现状，构建符

合高明区特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创新模式，根据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需求有针对性的构建高明区自己的规范化培育模式，进行绩效评估，

打造特色示范培育，为本区现代农业发展增添助力、提供参考。

（二）具体分目标：

１、根据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明区“十四五”中“三农”相关规划，

统筹收集各公共部门已经、正在开展的针对农民的继续教育项目的基本情

况，实体走访农村、农企，收集一手数据，了解其现实需求，特别是“后

疫情时期”的现状下农民培育过程中存在问题，明确调适方向。

２、多元共建。依托现有资源：区组织部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学历

提升班、区财政局的会计继续教育、区农业产业商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等，梳理其它涉及农民培育的相关部门，根据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需求有针对性的构建规范化培育模式，规范绩效评估指标，培训体系，

针对培训目标、实施过程、成果、反馈等实行综合量化给分。

３、培育试点。根据农民群体特点，细化培育工作，例如可分三类:

普通培训工作、重点培育工作（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养工作（农业职

业经理人）。在高明区一些农村（例如石洲村、巨泉村等）、农企（普赞、

鸿丽等）进行创新培育试点，查清新发展新变化，针对不同特点的村、企

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独特性问题，提供调适方向。

４、开展多种培育模式。面对新发展新变化，构建基于面授与互联网

相辅相成的培养模式，通过开放课程、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方式，尝

试引入“弹性学习学分制”，构建现代远程培养方式，促进优质资源开放

共享，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更多“弹性”学习机会和渠道，有效提升其创

新创业水平与能力。

５、在省级刊物发表相关论文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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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思路

（一）可行性：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高明区乡村振兴规划

重点内容，有本地财政扶持。现申请的项目既符合广东省继续教育质量提

升工程中继续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实践项目要求，又是积极参与创建本地

区政府打造的“开创合作新局面，打造智慧农业培育现代新农民”的体现。

（二）实施脉络：

１、面对新发展新变化，掌握高明区新型职业农民的现实需求，统筹

收集各公共部门已经、正在开展的针对农民的继续教育项目的基本情况，

实体走访农村、农企，收集一手数据，了解其现实需求，特别是“后疫情

时期”的现状下农民培育过程中存在问题，明确调适方向。

２、依托现有的区组织部、区财政局、区农业产业商会等资源，梳理

其它涉及农民培育的相关部门，根据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有针

对性的进行培育试点，查清新发展新变化，针对不同特点的村、企发现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独特性问题，再次明确调适方向。

３、通过开展多种培育模式，基于面授与互联网相辅的培育模式，通

过开放课程、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方式，构建现代远程培养方式，促

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并发现各种培育模式在本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效果，再次明确调适方向。

４、梳理研究上面获取的各类“调适方向”，设计一套规划化的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体系，规范绩效评估指标，培训体系，针对培训目标、实施

过程、成果、反馈等实行综合量化给分，再次展开试点，探索、优化创新

培育模式。

（三）实践研究方法：

１、文献研究法：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国内尚处于理论探索

与实践试点阶段,因此很有必要借鉴国内外有关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有益

经验和成熟做法，进行文献研究、二手资料的收集。

２、问卷调查法、参与式观察法和结构化访谈法：全面分析本区在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的具体做法，设计一套相关调查问题，实体走访调查，

开展创新规范化培育的可行性分析。

３、实证研究法：设计一套科学的规范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展

开试点，探索、优化现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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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建设方案

（一）开展标准化建设。“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要

求，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十四五”规划》，突出发挥改革开放先行区的优势，不断完善培育

条件、提升服务能力，推进标准化建设。

构建规范化的高明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运行机制。根据本区特点，探

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多元化共建，探索符合本区特点的新型农民继续教育

长效机制，为本区现代农业发展增添助力、提供参考。

１、掌握高明区新型职业农民的现实需求，统筹收集各公共部门已经、

正在开展的针对农民的继续教育项目的基本情况，实体走访农村、农企，

收集一手数据，了解其现实需求。

２、依托现有的区组织部、区财政局、区农业产业商会等资源，梳理

其它涉及农民培育的相关部门，根据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有针

对性的进行培育试点，查清新发展新变化，针对不同特点的村、企发现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独特性问题。

３、开展多种培育模式，基于面授与互联网相辅的培育模式，通过开

放课程、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方式，构建现代远程培育方式，促进优

质资源开放共享。发现各种培育模式在本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效果。

４、梳理数据，设计一套规划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规范绩效

评估指标，培训体系，针对培训目标、实施过程、成果、反馈等实行综合

量化给分，再次展开试点，探索、优化创新培育模式。

（二）突出岭南特色、高明特色。运用本土化资源，根据高明区特色，

把“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培育“精勤农民”作为主攻方向。如能以

农民为主体,以问题为导向，发挥本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等，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的效果是值得期待的。

（二）合作示范。省科技厅已联合省乡村振兴局发布了《广东农村科

技特派员驻镇帮镇扶村行动方案》，明确于今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 600 个

重点帮扶镇，301 个巩固提升镇农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本建设单位有望

与特派员开展多元合作，开展交流活动，推广好的做法，立足本区域内的

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科技需求，开展助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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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创新

（一）理念创新：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广东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广东

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等要求，本项目突出发挥改革开

放先行区的优势，现实性、紧迫性、学术性高度统一，既符合新发展要求，

突出重点，又兼顾本区实际特点。

（二）模式创新：构建符合高明区特点的规范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模式”。面对乡村振兴背景的新发展新机遇，本项目调适本区目前在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方面“一部门一方式”非标准化现状，构建符合高明区特点

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创新模式，是对本区正在进行的各类农民培育的新

模式试点探索、升级优化。

（三）研究内容的创新：引入多元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供给方式，

构建“面授+互联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通过开放课程、微课、慕课、

翻转课堂等方式，尝试引入“弹性学习学分制”，构建现代远程培养方式，

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更多“弹性”学习机会和渠

道，提升培育精准的覆盖面，深化“产、教、学”，增强培育的有效性与

实用性，提升技术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帮助农民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与

理念。

（四）研究方法的创新：目前的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或从

管理制度方面了解状况，或从宏观政策角度解读必要性，而采用问卷的定

量调查基础上进行结构性访谈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比较少，这有助于在一定

广度的基础上深入研究。

（三）研究方案的创新：项目难实施方案遵循调查、分析、研究、设

计、试点、优化、再试点、再优化等逻辑，逐步有序开展。本项目为农村

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融合，提供了可操作化的模式，为乡村

振兴培育服务，能够帮助提高职业农民的培育质量，促进农村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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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推广价值

（一）本项目顺应新发展新要求，是对是对本区正在进行的各类农民

培育的新模式试点探索、升级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高明区乡村

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有本地财政扶持。现申请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创新探究——基于高明区实证”是积极参与创建本地区政府

打造的“开创合作新局面，打造智慧农业培育现代新农民”的体现。

（二）构建标准化建设。构建规范化的高明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运行

机制。根据本区特点，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多元化共建，探索符合本区

特点的新型农民继续教育长效机制，为本区现代农业发展增添助力、提供

参考。

（三）拓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将信息技术、远程教育在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作中善于应用，拓宽职业农民学习渠道；构建现代远程培养

方式，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更多“弹性”学习机

会和渠道，提升培育精准的覆盖面，深化“产、教、学”，增强培育的有

效性与实用性，提升技术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帮助农民树立终身学习的

目标与理念，既体现农业发展需要，又兼顾地方农业特色。

（四）服务本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针对新型农民的教育、继续教育、

职业教育的现实情况与特点，建立符合高明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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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该项目计划 2 年时间完成。项目进度如下：

2021.10--2022.02，材料搜集，掌握高明区新型职业农民的现实需求，

统筹收集各公共部门已经、正在开展的针对农民的继续教育项目的基本情

况，实体走访农村、农企，收集一手数据。

2022.02--2012.07，精准对象特点，根据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育试点，查清新发展新变化，针对不同特点的村、

企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独特性问题，运用多种培育

模式，设计方案，试点实施。

2022.07--2023.06，发现培育模式在本区实施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效果，优化设计方案，设计一套规划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规范绩

效评估指标，培训体系，针对培训目标、实施过程、成果、反馈等实行综

合量化给分，再次展开试点。

2022.06--2023.09，梳理项目总过程，探索、优化创新培育模式，论

文撰写。

2023.09，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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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设单位保障机制

（一）建设单位将建立项目领导小组，建立配套的工作责任制，加强

项目建设管理。建立与课程项目相关的配套激励机制，保证建设项目优质

如期完成。

（二）建设单位将对获准立项的项目给予等差额经费支持并提

供其他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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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一）经费预算、安排：总预算５万元整

１、项目组织实施费：４.5万，统筹各平台继续教育课程信息资源费

用、课程录制费、材料打印费、邮电费、调研差旅费、团队教师培训费等。

２、科研业务费： 0.５万，论文发表、学术会议费用等。

（二）经费来源：广东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组、建设单位、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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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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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项目申报材料附件清单

（根据实际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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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践研究方法：　
	　　１、文献研究法：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国内尚处于理论探索与实践试点阶段,因此很有必要借鉴国内
	　　３、实证研究法：设计一套科学的规范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展开试点，探索、优化现有模式。

	　　（二）突出岭南特色、高明特色。运用本土化资源，根据高明区特色，把“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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