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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 ⒛18丬019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教材项目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特邀单位 :

为进一步推进大中专院校职业能力相关教材建设工作,编写适合

学生乃至在职人员使用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特色教材,经研究决定 ,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将开展
“⒛18乇019年职业

能力考试教材
”
项目的申报工作。现公布 《⒛18乇019年职业能力考

试教材编写项目申报指南》,启动考试教材项目的申报工作。欢迎各

会员单位、特邀单位和有关专家,根据项目申报办法,参照申报指南

积极参与项目申报工作。

一、申报对象

本科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 、职业能力研究的相关企业与研究机

构,特邀中职中技学校、省外大中专院校或者行业专家。项目可以联

合申报,也可以合作研发。

二、项目负责人条件

每本教材由两位专家共同担任主编,要求主编为专业或学科带头

人;副主编最多三人,编委多位,要求高校和中职中技学校专家或企

业行业专家担任;主审一位,要求在业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或校级



领导担任。

三、申报参考资料

1.201⒏⒛19年职业能力考试教材项目申报指南 (附件 1)

2.职业能力考试教材项目申请书 (附件 2)

3.职业能力考试教材项目申报汇总表 (附件 3)

四、项目实施

1、 项目确定。面向全省公开申报、公开评选,特邀中职中技学

校、省外大中专院校或者行业专家参加,有能力组织学员检验教材先

进性、实用性的单位,经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批

准后,确定为职业能力丛书考试教材,由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组织实

施。

2、 项目经费。职业能力考试教材项目立项获批后,由项目负责

人按照要求组织实施。项目资助标准为 1000元 /万字,分两次拨付给

主编单位或作者本人。项目实施前拨付 们%;结项完成出版后拨付 60%。

项目研发经费由江苏英才职业技能鉴定集团和 卩PC全国职业资格考

试认证中心负责筹集。研发经费不足部分,由 申请单位或主编,与筹

资方协商解决。教材出版费用,全部由筹资方负责解决。

3、 项目管理。职业能力考试指南教材项目立项后,作为江苏省

高等教育学会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的教材课题管理。项目日常管理由

成果作者所在单位负责,项 目结项等事宜由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职业

能力研究委员会负责。项目的知识产权,归 出资单位所有。

五、申报程序



1、 立项申报表由项目负责人填写,一式三份,M纸 打印,并由

所在单位盖章后寄送到 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吒 号 1栋 115室 ,并同时

将申报表电子版发送以下电子邮箱: 24528鲳 761@qq。 ∞m

2、 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会聘请有关专家对申请立项课题进行评

审、认定,并择优立项。

3、 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将批准立项的项目进行编号注册,并将一

份签署批准立项意见的申报表返回申报人。

4、 申报人收到批准立项的通知后,即可组织有关人员开题 ,并开

展实质性研究。

六、申报时间与研究时间

1.立项申报时间自⒛18年 11月 15日 至 ⒛18年 12月 15日 。

2.研究时间为收到立项通知至 ⒛19年 10月 ,⒛ 19年 11月 进行

项目验收。原则上须按时结题,延期或人员调整,需 以书面形式向职业

能力研究委员会秘书处报告,经批准后可适当延期或调整。

3.请全省各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职业能力研究的相关企业

与研究机构,特邀中职中技学校、省外大中专院校或者行业专家,认

真组织、积极参与项目申报工作,并协助做好项目立项的初审工作。

七、项目研究成果的验收及评审

1.研究完成的教材要包括三大模块:考试大纲、专业知识 (理论

与实践)、 模拟试卷 (附件 4)。

2.项 目结题后,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 申请验收的

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者由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颁发验收合格证书。



对验收合格的项目,专家组将进行评审,评 出一、二、三等奖,并颁发

获奖证书。对获奖教材,由 出版社正式出版。

申报表寄送地址、联系方式 :

寄送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刁 号 l栋 115室

由阝绍高:210024

联系人:赖光君 (18012975748)、 李天英 (18012927娟 8)

固爿岜日己话: 025-83308113; 83211013

电子邮箱:扭 52⒏8761阢 q。 ∞m

附件 :

1.201⒏⒛19年职业能力考试教材项目申报指南

2.职业能力考试教材申请书

3.职业能力考试教材申报汇总表

4.职业能力考试教材编写说明

江苏省高等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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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B-⒛ 19年职业能力考试教材

项 目申报指南

为进一步推进大中专院校职业能力相关教材建设工作,编写适合

学生乃至在职管理技术人员使用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特色教材,特制

定本课题指南,使教材编写工作指导思想明确、任务具体。初步设计

的大中专院校职业能力相关考试教材如下 :

1、 《旅游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 《餐饮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 《酒店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4、 《家政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 《工业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6、 《室内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7、 《工艺美术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8、 《动漫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9、 《景观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0、 《数字媒体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1、 《平面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2、 《纺织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3、 《服装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4、 《护理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5、 《母婴护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6、 《中草药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7、 《健康照护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8、 《医院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19、 《工程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⒛、 《暖通空调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1、 《船舶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2、 《环境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3、 《无人机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4、 《机器人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5、 《汽车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6、 《机电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7、 《自动化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8、 《大数据分析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29、 《信息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0、  《物联网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1、 《软件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2、 《移动通信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3、 《教育咨询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4、  《行政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5、 《企业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6、 《国际商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7、 《营销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8、 《电子商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39、 《统计分析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们、 《金融分析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41、 《税务筹划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翎、 《财务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43、 《健身教练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狃、 《食品营养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45、 《食品检验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娟、 《安全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47、 《物流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鲳、 《创新创业指导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49、 《法务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0、 《园林营造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1、 《农业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2、 《园艺营造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3、 《化学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4、 《装配式建筑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5、 《道路桥梁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6、 《建筑材料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7、 《易学教程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58、 《国学教程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附件 2

教材项目申请书

教材名称 :

申报单位: (盖章 )

申报单位负责人: (签字 )

二 ○  年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职业能力研究委员会制



一、申报教材及编写人员基本情况

教材名称

估计字数 万字 参考学时

主编姓名 性另刂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民 族

单位 行政职务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电话 传真

手机 QQ

电子邮件

(一 )主要教学及行业实践经历 (近五年授课名称、起止时间、授课对象及实践经历等 )



(二 )曾 主持或组织教材编写情况 (教材名称、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使用情况等)

(三 )参编人员中拟邀请行业专家或业务骨干人员情况



二、本教材编写思路概要 (不超过 800字 )

(一 )编写依据 (含现有教材分析),编写目的目标及理念,内容选取序化及体例安排,进

度计划等

— |



三、本教材编写大纲提要 (不超过 800字 )

(一 )内容框架及字数安排



推荐与评定意见

主编承诺 :

本人自愿申请担任主编,所填写内容真实并保证按要求组织完成编

写任务,否则愿承担相应责任。

主编签名 :

年  月  日

主编院校支持申报意见 :

主任签名 :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组推荐意见与主要完善建议 :

组长签名 :

年  月  日



附件 3

教材立项申请汇总表

填报单位 (盖章):填报人及联系方式 :

序号 项 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附件 4

《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丛书编写说明书

总体要求 :

教材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每册内容系统完整,条理清晰 ,

内容详略得当,数据准确、文字流畅,图、表、公式符合规范要求 ,

体例格式统一。研究成果应对提升大中专院校师生职业能力水平 ,

具有指导意义。每本教材,都要包括三大模块:考试大纲、专业知

识 (理论与实践 )、 模拟试卷。每本教材,字数控制在 ⒛~30万字。

第一模块:考试大纲

职业资格考试,面向全社会,包括在校中专生、专科生、本科

共分为 3个级别。编写考试大纲的难易程度可参照学历培养目

并据级别不同给出考试范围和考试难度说明,具体对应如下 :

生

 
标

1、 初级,中专和专科学历,相 当于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2、 中级,本科学历,相当于工程师

3、 高级,中级水平基础上另加评审,相 当于高级工程师

■编写考试大纲时,一般考虑几个方面 :

1、 考试目的

2、 考试对象

注 :掌握、理解、了解等



3、 考试性质

4、 知识与技能要求

5、 考试题型

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

述题、案例分析题、实操题等。

第二模块:专业知识

1.要有级别区分,针对不同的级别,难易程度有所不同,详见

第一块。

2.涵盖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可参考对应级别

的教学大纲。

3.具体内容不需要像一般教材那样详细,每个章节只需列出知

识结构框架或者知识要点。

4.每个章节后附练习题及答案,练习题需要区分出初级和中级。

5.专业知识 (理论与实践),练习题总量相当于 10份试卷的量。

第三模块:模拟试卷

1.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初级难度试卷 5套 ,中级难度试卷 5

套,共 10套 。加上专业知识部分 10份试卷的练习题量,全书拥有

⒛ 套模拟试卷的题量。

2.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不得与章节练习题相同。

3.每套初级难度试卷一股包括:单选题 15道、判断题 15道、



名词解释题 5道、简答题 l道、案例分析题 l道、实操题 1道。

4.每套中级难度试卷一般包括:多选题 15道、填空题 15道、

判断题 15道、简答题 3道、论述题 1道、案例分析题 1道、实操题

1道。

5.科 目、级别不同,题型、题量、题目难度可做适当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