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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等学校发展中，专业是学校发展的基础单元，承载了

人才培养的基本功能，也是高等学校开展教学改革的立足点，
专业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校的整体特色与发展水平。
２０１１年，教育部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的“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项目，计划遴选 １５００个项目开展试点工作，旨在各试点
项目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与教学团队建设、课程改
革与教材资源、教学方式与实施途径、教学管理等重要节点实
施全面的综合改革。 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作为“十二五”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自立项以来，积极开展专业综合改革
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瓶颈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试图以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综合改革项目为案例，

阐述专业综合改革项目的基本思路与可能的实施途径，并就
一些共性的瓶颈问题提出相关对策。
2　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思路与建设工作

２０１２年 ５月，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被确定为“十二
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此后，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
汇集国内众多专家意见和用人企业的需求分析，将专业综合
改革总体思路确定为：立足于地方经济与区域社会发展，充分
整合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以产学研联动体系建设为基础，充
分发挥“产”、“学”、“研”联动效应，突出培养知识、能力和素
质三位一体（ＫＡＱ）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建立动态联动循环培
养机制，实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团队建设、教学资源整
合优化、教学方式与实践教学创新以及教学管理机制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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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的协同推进。 在以下六个方面开展了建设工作：
２．１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２０１２年，完成枟全国物流人才供给与需求枠调研与撰写工
作，并已交付出版社出版。 该报告的及时发布使我国社会各
界对于我国物流人才需求现状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对
全国物流人才现状从总量与结构方面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很
好地指导了我国物流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及物流教育的改革

与创新，研究报告并对全国物流人才供求进行了动态预测，提
出了相应的中国物流人才发展对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物流
人才需求与物流教育培养相结合进行研究这一新模式的

发展。
根据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整体部署，２０１３ 年完成物流

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在新版培养方案中，强化
了校企合作、实践教学、资源共建、联动培养的综合改革思路，
增加了 ５门校企合作共建课程：枟企业物流管理枠、枟物流工程
与系统规划枠、枟物流管理经典著作导读枠、枟物流设施与设
备枠、枟仓储与配送管理枠；１门“导学自修＋网络随机抽题在线
考试”的综合改革课程枟物流基本知识训练枠，１ 门校外访学与
经典著作阅读课程枟物流管理经典著作导读枠。 枟物流基本知
识训练枠和枟物流管理经典著作导读枠两门课程的设置方式和
教学形式，均为全国首创。
２．２　教学团队建设

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教学团队为省级优秀教学团

队，团队中有 １ 人为教育部物流教指委委员、１ 人为省级教学
名师、１人为省级青年教师教学能手。 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
业教学团队特色为：搭建校企、校府、校际协同育人机制，积极
稳妥推进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合作，打造高效协同的教学团队。
以学校为主体，物流行业、重点物流企业、物流行业管理部门
等多方面有机参与，多个课堂联动、多个平台并举的协同育人
机制，培养知识、能力、素养（ＫＡＱ）协调统一的高级专门人才。
积极借鉴兄弟院校成功做法，吸纳物流行业、重点物流企业、
物流行业管理部门等多方面共同参与物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设计、专业方向设置与改造，课程与教材开发。
依托省级产学研教学示范基地与湖南省现代物流研究基

地，吸纳企业家进入教学团队，打造校企三导师（理论导师、企
业导师、德育导师）联动的多方协同育人团队。 依托全国财经
类院校物流协作组织，与湖北经济学院、云南财经大学等院校
尝试开展校际师资力量交流，短期的校际访修。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年，先后在丽江师范学院、红河学院开展物流支教活动，
当地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均予以报道并高度评价，社会反响
强烈。
推进国际合作，吸纳国际经验。 加强与国外院校合作，引

进和借鉴国外物流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经验。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
先后与美国杜克大学、美国阿尔弗莱德大学、德国 ＢＩＢＡ 物流
研究所、德国弗劳恩霍夫物流研究所等国外科研院所建立合
作机制，在物流管理专业教学团队建设上开展合作与交流，采
用互派教师，短期学术访问，交换生等形式提升物流管理专业
教学团队国际化水平。

２．３　课程改革与教学资源建设
２０１３年 ４月，枟企业物流管理枠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

课程推荐名单。 ２０１３年，课程组对课程的教学内容做了进一
步的开发，构建了一个新的企业物流管理课程内容结构体系，
对课程知识点进行了重新提炼，重点增加了不同类型企业的
物流管理问题分析。 并以此为契机，加快启动所有专业课和
专业基础课教学资源信息化和网络化，在校园网上对学生公
开。 加大教学用具和教学软件开发力度，形成以 ３Ｄ物流仿真
模拟教学软件为龙头的系列化物流教学用具。
２．４　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２０１３年，启动了枟企业物流管理枠课程的研讨式教学改
革，旨在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提高学习兴趣，关注物流行
业能力训练与知识拓展，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和理论的应用
能力。 由 ５名专业教师组成教学团队，从三个班级中遴选 ３０
人组成改革班，学生分成 ５个学习小组（每组 ６人），每个专业
教师担任一个小组的导师，指导学生小组完成研讨式教学布
置的学习任务。

每位专业教师需要对自己负责的教学单元备课，提交教
学所需的课程教学材料：单元教案（单元教学目标、单元教学
基本内容、单元教学重点难点、理论讲授与学习研讨的课时分
配等）；单元教学课件；单元研讨式教学材料（参考阅读文献、
情境教学设计、企业物流案例、物流实际运作的视频等）；单元
研讨主题、研讨方式及具体安排。 每个专业教师除担任小组
导师进行指导外，还分别主讲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内的单元
教学，负责各自分配的教学单元的研讨问题、研讨方式和相关
研讨材料的编制撰写，并负责对学习小组的学生进行学习过
程考核。 本次教学改革全程录像。

通过研讨式教学，改变传统的单一任课教师的单一课堂
讲授，使学生在研究中学习，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提高学生
研究实际问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探索一套行之有
效的创新的研讨式教学改革模式。
２．５　实践教学环节改革

高标准打造中南地区首家“物联网管理与工程”实验平
台。 物联网管理与工程实验平台列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
发展专项资金，获得 ３００万专项资金资助，２０１３ 年底基本完成
建设任务。 根据物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趋势，立足湖南
商学院的学科优势和实际条件，以物流行业应用为重点，建成
一个能满足教学、实验、科研需要，具有商科特色的物联网技
术应用实验平台，成为湖南省物联网技术应用人才培训基地。
物联网管理与工程实验平台能满足物流管理、工商管理、市场
营销、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学生和教师教学需要。

基于互联网技术开展远程仿真实验。 采用虚拟现实技
术，把真实物流企业环境虚拟化，让学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参
与物流企业的运营管理。 ２０１２ 年起，北京络捷斯特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与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建立了人才培养的合作

关系。 ２０１３年，双方启动本课教学资源改革与创新的全面合
作。 ２０１４年计划由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引入 ＬＯＧＩＳ 部
分教学资源作为课程授课资源；同时，双方深入合作开发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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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架构，面向全国物流专业推广，真正做到即“引进
来”、又“走出去”。
利用第三方物流企业硬件设施，建设开放型物流实验室。

开放型物流实验室是指由物流企业牵头，物流企业和学校共
同设计、建设、维护和管理，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实训岗位，以生
产和经营为主要职能的开放性的校内实训基地。 自 ２０１３ 年
以来，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与招商局物流湖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了开放型物流实验室建设工

作，取得良好的合作经验。 以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为例，现代化分发中心面积达 １５ 万平方米，各种类型电瓶叉
车 ３５台、自有货车 １５辆。 由物流企业和学校共同设计、建设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开放型物流实验平台，满足物流管理专
业群的本科学生教学实训需求。 ２０１４ 年，积极申报了湖南省
大学生智能物流创新训练中心。
２．６　教学管理改革

２０１２年以来，物流管理专业实施了本科生导师制度改革，
具体实施方案为：各导师公布针对不同年级的年度辅导计划，
需要包括具体的导师组学习指导计划。 所有物流管理专业的
学生选择导师（包括所有年级的同学，新生为初选导师；其他
年级为更换导师的选择），并可以选择今后毕业论文回避相关
导师。 每位导师对于学生具有反向选择权利，导师可以在选
择自己的学生范围内反向选择。 物流管理系将组织对各导师
进行评估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在网络公示。 本科生导师制度
改革实施两年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师生之间的沟通更加
直接，学生在专业课程学习方向更明确，学生学习成效明显。
3　湖南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瓶颈
３．１　陈旧的教学管理制度已成为专业综合改革的首要瓶颈

当前，大部分高校的教学管理理念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
管理过于死板，缺乏对管理对象的个性需求的重视和个性品
质的尊重，妨碍激发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专
业综合改革目标。
首先，很多学校尚未为学生购买“校方责任险”、也并未明

确将学生外出实践环节的安全责任由校方承担，导致学生在
校外开展实践环节时，所有安全责任由带队教师承担，极大的
打击了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如果在实践环节中发生
了任何的意外，实践教学活动将无法继续，且责任划分困难，
导致了实践教学活动开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其次，在应用型本科物流专业综合改革中，强调“校企合

作，实践教学”等重点改革方案，在陈旧的教学管理理念面前，
无法实施。 如将校外的专家请到学校来给学生授课，其工资
核算按照普通教师的薪酬，将无法吸引优质校外企业专家。
最后，在“双师型”教师培养方面，很多高校的教学管理制

度尚停留在计划经济同时代，对教师的工作量仅考核课堂教
学，不计算企业挂职锻炼的工作量，也不计算报酬。 这一制度
必将导致物流专业教师参加企业挂职锻炼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
总体来看，不破除陈旧的教学管理制度，就无法从根本上

保障专业综合改革工作的制度环境，综合改革的开展也就成
了一纸空文。

３．２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不完善难以巩固专业综合改革成果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保障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的堤坝。 以

香港为例， １９９０ 年成立的香港学术与职业资历评审局
（ＨＫＣＡＡＶＱ，简称评审局），是一个独立的具有法律效用的公
共机构，负责香港高校的教学质量监督与测定，严格监控人才
培养的质量水平。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对教学质量的监控
体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教学质量监控偏重于课堂
教学，缺乏激励机制，不能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的积
极性。 教师为了获得学生对课程教学的“好评”，有可能会采
取“划重点，降低考核标准，评分宽松化”等手段，最终形成师
生“合谋”的博弈结果，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水平。 另一方面，
由于对教学质量的监测只停留在学生感受方面的测评，而对
学生是否真实掌握了相关知识和技能，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
导致测评结果不具备客观性，不能反映真实的教学质量水平。
最后，目前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以“事后”评价为主，评价的结
果只能在下次工作中得到改善，并不能直接的在当前教学工
作中得到体现，不能起到“及时修订”的作用。
３．３　教师团队参与教学改革的热情不高

在大多数高校中，对教师的工作绩效评价主要分为科研
成果和教学成果两方面，且科研成果为主要方面。 参与专业
综合改革的各项工作并不能计入科研成果，也不能计入教学
成果。 在此背景下，教师团队参与教学改革的热情就不高了。
由于缺乏教师团队大部分成员的加入，导致了专业综合改革
陷入了人员极度缺乏的状况。 虽然专业综合改革有上级教育
主管部门拨付的项目经费，但相关经费只能作为建设经费，不
能作为劳务补贴发放，参与专业综合改革的教师成员也不能
获得相关的经费补贴。 如此一来，参与专业综合改革的相关
教师既不能获得科研或教学的相关成果，也不能得到经费补
贴，从个人角度来看，不具备经济性。 最终的结果是，专业综
合改革作为一项教育部的重点工程，有利于专业建设，有利于
提升培养质量，但却鲜有教师能主动参与。
4　相关措施与对策建议
４．１　从根本上改变教学管理制度

首先，应建立基于全校范围的教学改革制度环境。 成立
以校长为组长的专业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全面引领专业综合
改革的各项事宜，解决与专业综合改革不相适应的制度问题。

其次，各高校应妥善解决实践教学的各项后勤保障问题。
如积极购买“校方责任险”，明确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学校、教
师、保险公司、学生个人之间的责任划分。

最后，尽快建立校企合作与实践教学的相关制度，如校外
企业家到校授课制度安排，校内教师企业挂职锻炼制度安
排等。
４．２　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健全校内教学过程质量监控，保证校内教学质量。 健全
校内质量监控体系，落实教学过程监控，实行校、院、系部三级
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形成学期初、学期中和学期末三段式的集
中监控和教学过程的随机监控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完善的教
学质量评价和反馈体系。 （下转第 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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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λｍａｘ－ｎ）／（ｎ －１） ＝０畅０８２２６，当 ｎ ＝４ 时，ＲＩ ＝０畅９，则
ＣＲ＝ＣＩ／ＲＩ＝０畅０９１４ ＜０畅１，因此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结果如
下表所示：

表 2　准则层 1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计算结果

终端选择 Ａ 快递业

务量 Ｂ１ 亖
地理位

置 Ｂ２ 贩
成本

Ｂ３ 忖
快递服务

能力 Ｂ４ 潩Ｗｉ

快递业务量 Ｂ１ 镲１  ０ BB畅５ ０ 崓崓畅１７ ０ 腚腚畅１７ ０ //畅６５４

地理位置 Ｂ２ 破２  １ j０ 崓崓畅２５ ０ ��畅５ ０   畅１２４１

成本 Ｂ３ t６  ４ j１ 缮５ '０   畅５７５５

快递服务能力 Ｂ４  ６  ２ j０ 　　畅２ １ '０   畅２３５１

　　利用相同方法，我们也可以得到其他判断矩阵结果。 最
终得到的总排序结果如表 ３所示。

表 3　层次总排序结果

准则层 １ 怂ｗｉ 准则层 ２ Mｗｉ 便利店

合作 Ｓ１ j
自建终

端 Ｓ２ 5
共同配

送 Ｓ３  
加盟

Ｓ４ 忖
自动货

柜 Ｓ５ 腚
快递业务量 ０ ^̂畅０６５４ ０ 谮谮畅３９６ ０ 创创畅４２０７ ０ 灋灋畅２２２９ ０ 垐垐畅２４８７ ０ jj畅０６８２

地理位置 ０ ^̂畅１２４１ ０ 谮谮畅３８３ ０ 创创畅０４４２ ０ 灋灋畅１６３５ ０ 垐垐畅２９２５ ０ jj畅１１６８

成本 ０ ^̂畅５７５５
地租成本 Ｃ１ ~０ 後後畅４３１６ ０ 怂怂畅２７０５ ０ 创创畅１０８２ ０ 灋灋畅２４６３ ０ 棗棗畅１６８ ０ jj畅２０９６

人工成本 Ｃ２ ~０ 後後畅１４３９ ０ 怂怂畅３４６５ ０ 创创畅１４４１ ０ 灋灋畅０４６５ ０ 垐垐畅０８３５ ０ jj畅３７９４

快递服务能力 ０ ^̂畅２３５１

快递员数量 Ｃ３ 潩０ 後後畅０２３７ ０ 怂怂畅１８４７ ０ 创创畅４０３７ ０ 灋灋畅０９６６ ０ 垐垐畅２３４６ ０ jj畅０７７７

可配送范围 Ｃ４ 潩０ 後後畅１０９６ ０ 殚殚畅１９ ０ 创创畅１３８３ ０ 灋灋畅２８５９ ０ 垐垐畅３０９９ ０ jj畅０７５９

服务质量 Ｃ５ ~０ 後後畅１０１８ ０ 怂怂畅０５８８ ０ 创创畅１７９１ ０ 灋灋畅０７５２ ０ 垐垐畅５２６７ ０ jj畅１６０２

　　上述表格的 Ｃ畅Ｒ畅都小于 ０畅１０，因此都具有满意的一致
性，且对总目标的权重相加也为 １畅００００，特征向量都已求出可
算便利店合作、自建终端、加盟和自动货柜的权重。 便利店合
作的权重∑＝Ｗｉ倡Ｗ１ ＝０畅２５８３。 同样方法可以求出自建终
端权重 ＝０畅１７８８，共同配送的权重 ＝０畅１８９１，加盟权重 ＝
０畅１９４８，自动货柜权重＝０畅１７９０。
３畅５　模拟数据计算

调研小组将长沙市岳麓区所收集到的数据应用到 ＡＨＰ

的模型中，得到判断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结果显示：采用便利
店合作模式为最佳选择。

表 4　实例数据计算结果

模式 权重 得分

便利店合作 ０ JJ畅２５８３ ２ uu畅０３３１

自建终端 ０ JJ畅１７８８ １ uu畅７１５１

共同配送 ０ JJ畅１８９１ １ uu畅７５６６

加盟 ０ JJ畅１９４８ １ uu畅７７９３

自动货柜 ０ JJ畅１７９０ １ uu畅７１５９

4　结论
快递公司的终端选择对快递公司的业务拓展、成本控制、

销售业绩等有着重要影响。 目前，针对快递公司还没有一套
科学、完整的选择方法。 本文通过利用 ＡＨＰ 模型的分析，结
合实际情况分析不同的影响因素，对 ＡＨＰ生成的判断矩阵分
析，并模拟 Ｓ公司在咸嘉新村地区选择终端的建设模式，分析
得出最佳的选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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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２９７页）
　　建立校外实习过程质量监控体系，保证企业实践质量。
建立学校、实习单位的学生实习信息通报制度。 学生到企业
实习前，学校、企业和学生本人应当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各方
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学生在实习期间应随时与校内导师保持
联系，及时汇报实习情况，校内指导教师定期赴企业指导。
改善学业评价机制，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学业评价将以

能力评价为主，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 由相关专家组
根据学生的课程成绩、自主实践创新、导师评价等方面综合给
予评定。
４．３　切实改善教师参与专业综合改革的积极性

首先，应将参与专业综合改革的各项工作纳入教学工作
量的考核范围，给予参加该项工作的教师在教学工作量上的
肯定。

其次，应将专业综合改革的各项工作细化和具体化，设立
明确可考核的分阶段、分子项目的考核目标，将专业综合改革
的考核明确化。

再次，建立专业综合改革工作与教学工作量之间的换算
关系，将专业综合改革的工作量计算落地实施。

最后，要将参加专业综合改革的工作与职称评定、工资定
级、选拔任用等工作相结合，全面提升教师参与专业综合改革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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