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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农产品电商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典
型案例征集和先进单位及个人评选表彰的通知

各试点院校、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教职成〔2019〕6号）、《关于推进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厅函〔2019〕19 号）文

件精神，扎实推进“1+X”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农产品电商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总结前期试点工作

的典型案例和成功做法，集中展现、表彰和推广一批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调动广大试点院校教学辅导团队、考核站点考务管理

团队、师资培训基地会务团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

1+X 培训教学、考核考务、师资培训的管理水平，北京博导前程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开展 1+X 试点工作典型案例征集和先

进单位及个人评选表彰。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典型工作案例征集

（一）征集对象

博导 1+X 办〔202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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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以来，参与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培训、考核工作的试点院校、考核站点及相关单位。

（二）征集主题

案例可聚焦书证融通与教学设计、培训教学组织、考试动员

与集中训练、师资培训和激励、工作协调机制、经费管理和使用、

考点及实训基地建设、学分制改革与学习成果应用、实习就业评

估等 1-2 个主题，且不限于上述主题；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

用数字说话，具有典型代表性，可借鉴、可推广。

（三）提交材料及要求

1.申报单位应在试点周期内聚焦重点难点工作，结合本校实

施成效，凝练形成《典型案例》（见附件 1），原则上每个单位

提交 1个案例，可以在以往提交试点工作总结基础上提炼。

2.案例要求内容详实，突出特色与创新点，详细介绍典型做

法与具体措施，总结实施成效，每一案例篇幅 3000 字以内，要求

图文并茂，一级标题为黑体三号，二级标题为楷体三号加粗，正

文为仿宋 GB2312 三号，行间距为 28 磅，图片采用 Jpg 格式且要

做好标注说明，有关材料可以附件支撑。

3.本次案例征集活动自文件下发之日起开始，请各申报单位

于 2022 年 3月 11 日前，将《典型案例》Word 版和 PDF 版一起以

“学校全称+案例名称”命名发送至邮箱 x@bjbodao.com，邮件正

文填写主要完成人的联系电话，方便后续工作对接。

（四）评选及结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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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单位业务负责人或培训教师根据试点工作实践和思考，

选择 1个案例主题整理典型案例材料，博导股份组织 1+X 专家委

员会专家开展评选、审核工作，专家组按照征集主题进行分类评

选，对获奖单位颁发“全国优秀案例”荣誉证书。

2.博导股份将通过自媒体、社群等渠道进行传播推广，并对

接媒体给予典型案例专题报道宣传。特别优秀者推荐给教育部供

全国院校学习或联合申报国家相关研究课题。

二、先进单位及个人评选表彰

（一）评选范围及名额

1.先进单位：2021 年度内，参与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

电商运营 1+X 证书相关工作的试点院校、考核站点、师资培训基

地。同一单位申报先进单位奖项原则上不超过 2项。

2.先进个人：2021 年度内，参与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

电商运营 1+X 证书的培训、考核、师资会务相关工作的先进个人。

重点向一线工作人员倾斜，同一被推荐人原则上不超过 2项。

（二）评选奖项及条件

详见《评选奖项及条件》（见附件 2）。

（三）评选程序及要求

1.先进单位奖项：由拟申报单位负责本单位的申报工作，填

写《先进单位申报表》（见附件 3），支撑材料可另附。

2.先进个人奖项：由申报单位推荐本单位的候选人，统一填

写《先进个人推荐表》（见附件 4），如申请奖项为突出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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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另附参与主要工作任务及成果的辅助证明材料。

3.请申报单位于 2022 年 3月 11 日前，将《先进单位申报表》、

《先进个人推荐表》Word 版和 PDF 版（加盖单位公章），以及相

关支撑材料一起以“单位全称+奖项名称”命名，发送至邮箱

x@bjbodao.com。申报单位必须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

4.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不受理个人申报，请各申报单位按照

各评选奖项条件要求，做好宣传推广和参评工作。申报单位提交

材料后，经博导股份 1+X 专家委员会评选后予以表彰公示。

三、联系方式

未尽事宜请联系博导股份 1+X 项目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陈礼科 电话 17789127307

秦刚强 电话 13572543571

邮 箱：x@bjbodao.com

附件：

1.典型工作案例（模板）

2.先进单位及个人评选奖项及条件

3.先进单位申报表

4.先进个人推荐表

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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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XX典型案例
（3000 字以内）

【摘要】

（200-300 字）

【关键词】

（3-5 个词，中间用分号隔开 ）

【完成人】

（单位、职务、姓名，同一案例限定 2人以内）

一、实施背景

二、主要目标

三、工作过程

（一）XX规划

（二）XX 执行

四、主要成果

五、体会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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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农产品电商运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先进单位及个人评选奖项及条件

类别 奖项 评选对象 申请条件

先

进

单

位

优秀试点

院校

2021 年度参与电子商务数

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的试点院校

1.在评选期内，至少组织 1场次考试，累计考试人数大

于 40 人，考核平均通过率不低于 80%；

2.评选期内，使用 i博导 1+X 资源班级组织学生培训，

全年累计培训学生不少于 40人，且资源使用度高；

3.积极开展各项试点工作，在试点过程中，在某些关键

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试点院校，具有代表性，可借鉴、

可推广，重点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书证融通、课堂教学、

社会培训、国际化、三教改革。

优秀考核

站点

2021 年度所有完成电子商

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

运营 1+X 证书试点审批指

标的考点院校

1.在评选期内，组织考试不少于 2 场次、累计考试人数

不低于 80 人；

2.考试过程纪录严明，考务工作组织规范，考试组织过

程高度重视， 无明显问题；

3.组织企业员工或社会人员参加考核者优先。

优秀师资

培训基地

自 2019 年以来，参与电子

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

商运营1+X 证书师资培训

的承办院校

1.积极承担过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师资培训相关工作，含各地省培/国培项目；

2.承办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1+X 证书师

资培训，活动组织得力，学员满意度高。

优秀指导

教师

2021 年度参与电子商务数

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考试院校的培训

辅导教师

1.参加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1+X 证书师

资培训并获得“培训讲师”证书；

2.在评选期内，参与所在院校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

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培训工作，所辅导班级考试成绩优

秀，考试通过率在 80%以上。



- 7 -

先

进

个

人

优秀考务

管理员

2021 年度参与电子商务数

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考试组织考务工

作人员（含监考、技术及

后勤保障人员）

1.积极参与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1+X 证

书统考各项考务工作，积极参加评价组织和考点组织的

考前考务培训、协调筹建考试环境等；

2.积极完成考试现场服务、监考、技术保障、考后总结

等相关工作，全年组织人数不低于 80 人；

3.圆满完成相关考务组织工作，保障考试顺利进行。考

试过程纪律严明，无明显问题。

优秀

巡考员

2021 年度参与电子商务数

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考试的巡考员

1.积极配合博导股份 1+X 考评委员会参与电子商务数据

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考试巡考监督工作，巡

视过程客观、公正，按时完成任务；

2.全年累计参与巡考次数不少于两次的巡考员。

优秀

考评员

2021 年度参与电子商务数

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实操考试考评阅

卷的考评员

1.积极配合博导股份 1+X 考评委员会参与电子商务数据

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实操考试的考评阅卷工

作，考评过程客观、公正，按时完成任务；

2.全年累计参与考评次数不少于两次的考评员。

优秀师资

培训基地

管理员

自 2019 年以来，积极参与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

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师资

培训的基地负责人

1.积极配合主办方在本校举办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

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师资培训，累计参与次数不少于两

次或累计培训人数不低于 80人；

2.负责参与的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师资培训，活动组织得力，学员满意度高。

突出

贡献者

自 2019 年以来，积极参与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

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各项

工作的院校及企业人员人

在评选期内，积极参与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

运营 1+X 证书标准开发、教材及课程资源开发、考试命

题、考评阅卷、巡考督导、国际化推广及顾问指导等工

作领域，有突出贡献的院校或企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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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度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农产品电商运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先进单位申报表

院校名称

院校地址 省 市 详细地址

学校类别 考试年份 考试人数

院校联系人 手 机 电子邮件

申请项目

优秀试点院校 优秀考核站点 优秀师资培训基地

（注：每个符合申请条件的院校申请奖项数原则上不超过 2项，请在所

申请奖项的括号内，打“√”）

院

校

概

况

（请简述学校基本情况）

工

作

业

绩

（请简述在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组织管理、培

训教学、考评结果、师资培训等方面的突出业绩，也可另附资料说明）

申

请

意

见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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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度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农产品电商运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先进个人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

（近期 1寸正面半

身免冠彩色照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 历 工作职务

身份证号
从事教学

管理年限

所在院校 院校类别

单位地址 省 市 联系电话

推荐项目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考务管理员 优秀考评员

优秀巡考员 师资培训基地管理员 突出贡献者

（注：每位符合推荐条件的教师，原则上不超过 2 项奖项，请在所推荐

奖项的括号内，打“√”）

工

作

业

绩

（请简述在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或农产品电商运营 1+X 证书组织管理、培

训教学、考务、考评、师资会务等方面的突出业绩，也可另附资料说明）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盖章）

推荐日期： 年 月 日


	各试点院校、相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