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广东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

项目申报书

申报项目类型（点击勾选，限选一项）：

☐√1. 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实践应用试点项目

☐ 2. 职业培训典型项目 ☐ 3. 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

☐ 4. 示范性继续教育基地 ☐ 5. 优质继续教育网络课程

☐ 6 .社区教育示范基地 ☐ 7. 老年大学示范校

☐ 8. 社区教育创新区 ☐ 9. 优质资源进社区项目

☐ 10. 继续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实践项目

项 目 名 称 ： 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
建设与实践探索——以南海会计从业人员为例

项 目 负 责 人 ： 查 军

项 目 团 队 成 员 ：
傅会平、兰定锋、陈晖、

冯伟源、甘志城、陈灼文

项 目 建 设 单 位 ： 南海开放大学

联 合 申 报 单 位 ： 佛山市南海区会计学会

申 报 日 期 ： 2021 年 9 月 20 日

广东省教育厅 制

2021年 8月



填写要求

1. 请对照项目申报指南认真填写，规定字数限制应在规定范

围内填写。

2. 申报内容应不包含涉密内容。

3. 所有填报内容请按仿宋字体、四号字号、行间距 18-20 磅

规范填写。

4. 请不要改变申报表格样式，保持申报书整体整洁美观。

5. 如涉及外文词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第二次出现时可

以使用简称。

6. 所申报内容应承诺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如发生知

识产权侵权问题，一律后果由项目负责人及申报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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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团队

1.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查 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12

部门职务 南海开放大学校长
专业技术

职务
高级教师

学历 本科 学位 学士 手机号码 18689313088
通讯地址

及邮编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新三路 2号 528200

工作简历

（重点填写

与项目建设

相关的经

历）

2016年 8月—2020年 7月，南海西樵高级中学校长；

2020年 8月—至今，海开放大学校长。

主要学术、

教研成果

1.以学为主的高中历史网络教学资源开发与设计， 广东中

小学教育创新成果二等奖

2.网络环境下教与学的理论与实践， 广东省第六届普通教

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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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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军 男 1964.12 南海开放大学 校长 高级教师

2 傅会平 男 1965.01 南海开放大学

南海会计学会

副校长

副会长

经济管理

副教授

3 兰定锋 男 1976.08 南海开放大学

南海会计学会
总务处主任

学会专家组成员

会计学

副教授

4 陈 晖 男 1973.04 南海开放大学
学籍考试中心

主任
讲师

5 冯伟源 男 1977.06 南海开放大学
学籍考试中心

副主任
助教

6 甘志城 男 1976.10 南海开放大学 教学处副主任 讲师

7 陈灼文 男 1965.11 南海开放大学 招生中心副主任 讲师

8

3.项目团队分工及特色

一、项目分工

查 军：负责项目统筹；

傅会平：负责项目落地、政策与运行制度设计、内外联络与协调；

兰定锋：负责学分银行场地建设、财务保障制度等；

陈 晖：负责学分银行内部机构及人力资源管理；

冯伟源：负责学分银行管理系统落地与日常维护；

甘志诚：负责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实施；

陈灼文：负责学分银行市场拓展。

二、项目特色

依托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结合基层政府、基层社会各界对学分银行认知

现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可控范围内，探索学分银行基层网

点——“学分银行储蓄所”的建设标准及运行规范，同时以南海会计从业人员终

身教育学习成果，开展学分银行部分功能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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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

1.牵头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南海开放大学

单位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新三路 2号 528200
单位联系人

姓名
甘志城 单位联系人电话 18923186788

单位简介

（限 600字以内）

南海开放大学（原南海广播电视大学）成立于 1979年，

是南海区公办高等学校，是全国首批示范性基层电大。学校

实行多品牌办学策略，有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南海校区普通高

职专科教育；国家开放大学南海实验学院专科、本科学历教

育；南海成人学院成人专科教育；南海广播电视大学奥鹏学

习中心专科、本科远程教育；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研究生教

育；社区教育和非学历培训。

学校现分为校本部、汽车学院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80
亩，建筑面积 60000平方米。现有在校生 8000 余人，迄今

为止，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10万余人。

国家开放大学南海实验学院是国家开放大学直属学院，面向

社会招收具有高中、中职学历和专科学历的毕业生，实行弹

性学分制，以信息化的教学手段、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多样的

学习方式，培养具备一定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专门人才。

开放教育开办金融学、法学、社会工作、学前教育、工商管

理、会计学、工商管理等 7个本科专业和金融学、学前教育、

工商管理、会计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英语、计算机网

络技术、电子商务、农村行政管理、乡镇企业管理等 11个
专科专业。

学校拥有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结构布局合理的师资队

伍，共有教职员工近 200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25人，中

级职称教师 61人；具有博士学位 3人，硕士学位 62人；具

有“双师素质”教师 62人。另有来自行业企业的兼职教师

120人，较好地满足了我校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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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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区会计学会 民间团体 黄燕萍 13929917051

2

3

3.多元协同建设机制

（填写多个单位间的分工情况、项目参与情况和协同建设机制，如只有 1
个建设单位，此栏不填。）

南海开放大学负责学分银行储蓄所建设标准与运行规范的拟定，开

展学分银行储蓄所的日常管理，根据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学分银行

管理中心制定、发布的学习成果框架、标准体系，制订南海会计从业人

员学习成果认定、累积及转换方案。

南海会计学会责南海会计从业人员的联系、政策宣传，提供会计从

业人员学习成果



5

三、项目基础

（主要根据项目申报条件条理撰写，限 1页面）

一、政策基础

1.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业已成立，组织架构完备且层次高。

2.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工作方案也已发布多年，且试运行多年，

效果良好。

3.佛山市政府大力支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

二、研究基础

南海开放大学项目团队成员在终身教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研

究水平，项目团队成员公开发表终身教育、开放教育方面的论文多篇，承

担终身教育、开放教育课题多项。

本项目的重点是实务，更多依靠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成果，推

进落地实践。

三、实践基础

1.南海开放大学办学 40余年，在校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学生超过 1
万人，有成熟的学历继续教育经验。南海开放大学在开展学历继续教育的

同时，一直开办非学历继续教育，年培训规模约 3000人次。南海开放大学

会计专业（本专科）学历继续教育每年都有招生，也曾举办过会计专业非

学历继续教育：会计考证培训及会计初级职称考试培训。

2.南海开放大学会计专业拥有一批硕士毕业，具有中、高级职称师资

队伍，其中 2名教师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

3.南海会计学会是南海会计从业人员归口服务单位，服务南海会计从

业人员 69307 人；南海会计从业人员学历较低，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

41630 人，占 60.07%（2020 年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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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目标

（结合项目申报指南的建设目标进行撰写，条理列出，其中应有部分指标

为量化可考量指标，限 1页面）

总体建设目标：探索学分银行终端网点——“学分银行储蓄所”的建

设标准及运行规范，同时以南海会计从业人员终身教育学习成果，开展学

分银行部分功能的实践探索。

具体建设目标：

1.建立广东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具体包括：南

海学分银行储蓄所的体制机制、财务保障、职能、运行制度、办公场所、

机构及人员配置。

2.依据广东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现有规则，为南海会计从业人员开设

终身学习账户，在南海会计从业人员中开展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与转换工

作，探索学分银行业务落地实践。

jiang
职能、制度、场所、人员、经费及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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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思路

（含项目建设思路、实践研究方法等，可扩充页面，但不超 2个页面）

一、建设思路

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广东终身教育学

分银行已经有了完善的顶层设计，广东也发布全国首个终身教育资历框架

等级地方标准 ，初步的实践也已启动，接下来是如何推动大面积的落地实

践？实事求是地说，在县区以及，政府、社会各界对学分银行认知有限，

这是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网点布置的难点，要设立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地方分

行，涉及地方政府很多部门，在目前状况下难度太大！

因此，我们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教育系统及（或）

学校可控范围内，探索学分银行终端网点——“学分银行储蓄所”的建设，

目的是绕开可能的难点，先在可控范围内，启动学分银行终端建设，在基

层探索学分银行部分功能及业务实践运行。我们将依托广东终身教育学分

银行的顶层设计，在佛山市、南海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下，开展南

海学分银行储蓄所的建设，通过调研，制定学分银行终端网点建设标准和

运行规范，并与南海会计学会合作，在南海会计从业人员中，建立终身学

习账户和资历名册，开展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与转换试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

主要研究、了解学分银行建设理论与实践情况，为本项目建设提供参

照方案。

2.问卷调查法

结合项目进展，向项目各有关方面、人群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关于学

分银行储蓄所体制机制、职能、经费与人力保障等方面的数据，为项目标

准及运行规范提供依据。

3.观察法

在研究各阶段，特别是试运行阶段，跟踪观察项目实际运行情况，适

时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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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建设方案

（主要结合项目申报指南的建设内容和项目实际实际情况进行撰写，可按

扩充页面）

一、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南海终端网点示范性项目：南海学分

银行储蓄所。

开展学分银行终端网点的体制机制、财务保障、职能、运行制度、办

公场所、机构及人员配置等方面的研究，形成学分银行终端网点建设标准

并在南海会计人员终身教育中试运行。

二、建设项目

1.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制度建设（体制机制、

运行制度、财务保障、职能等）；

2.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制度机构建设标准（办

公场所、机构及人员配置等）；

3.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业务系统建设：为南海

会计从业人员建立终身学习账户和资历名册，开展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

与转换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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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创新

（条理列出，限 1页面）

主要创新点：

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终端网点——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建设。

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顶层设计初步完善，探索学分银行业务大面积

的落地实践是下一步的重点。

绕开可能的难点，先在可控范围内，依托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顶层

设计，以项目为抓手，分步启动学分银行终端建设，是一种可行性较高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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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推广价值

（条理列出，限 1页面）

一、预期成果

1.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制度，包括：体制机制、

财务保障、职能、运行制度等；

2.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试运行总结报告；

3.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终端网点示范性工程——南海学分银行

储蓄所建设”为题发表论文一篇。

二、推广价值

学分银行终端网点模式（学分银行储蓄所）可推广到其它地区；

学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可推广到其它行业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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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限 1页面）

1.2021.10—2021.12，学分银行终端网点（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调研；

2.2022.01—2022.09，学分银行终端网点（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机构

组建、人员落实、制度制订，收集会计从业人员信息与学习成果等；

3.2022.09—2022.12，学分银行终端网点（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试运

行，并进行初步运行总结；

4.2023.03开始，学分银行终端网点（南海学分银行储蓄所）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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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设单位保障机制

（限 1页面）

1、制度保障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30）》、广东省“十四五”时

期继续教育发展要求，广东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实施方案、《南海开放大

学关于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等为本项目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2、组织保障

本项目团队成员老中青结合，高级职称与中级职称结合，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和研究功底，能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3、经费保障

学校重视本项目建设，将作为南海终身教育的重大工程之一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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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限 1页面，包括总经费预算、经费来源、经费安排等）

本项目经费主要来自财政预算

1.广东省教育厅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专项资金；

2.在南海开放大学财政预算中设立专项预算，年度预算 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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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说明

（如没有可留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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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项目推荐意见

1.项目团队成员签名

姓名 项目任务分工 签名

项目负责人 查 军 负责项目统筹

项目成员 傅会平
负责项目落地、政策与制

度设计、内外联络与协调

项目成员 兰定锋
负责学分银行场地建设、

财务保障制度等

项目成员 陈 晖
负责学分银行内部机构及

人力资源管理；

项目成员 冯伟源
负责学分银行管理系统落

地与日常维护

项目成员 甘志城

负责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

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实

施

项目成员 陈灼文 负责学分银行市场拓展

项目成员

项目成员

项目成员

项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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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项目申报材料附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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