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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山东大学项目管理研究所、中国人民

大学附属中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北京市日坛实验学校、国际项目管理协

会 IPMA 中国青年委员会、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项目经理分会、北京项目管理协

会、厦门航天思尔特机器人系统股份公司、北京安达思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荣贵、杨连明、李珂、曲霞、马旭晨、郭雅、王官成、

徐时清、楼晓春、侯光、王彩娥、张毅哲、崇静、白俊萍、赵莹、魏永杰、王淑

芬、李淑玲、李伟、韩竹、武震国、郭宪勇、马靖寰等。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安达思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未经北京

安达思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2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

域、技能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

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中应遵循以下操作规范：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ISO 21500:2012(E) 项目管理国际标准

GB/T 37507-2019 项目管理指南

GB/T 39054-2020 社区教育服务规范

GB/T 39667-2020 创新方法综合实施能力等级划分要求

GB/T 37098-2018 创新方法知识扩散能力等级划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劳动教育 Labor Education

《教育大辞典》“劳动教育是劳动、生产、技术和劳动素养方面的教育，旨

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使学生获得工农业生产基本

知识和技能”。劳动教育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

的综合育人价值。劳动教育也是培养规范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的实践活动，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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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知行合一素质教育的根本途径。

3.2 项目式教学 Problem Based Learning

项目是具有特定目标和特定内容的一次性创新型活动。项目式教学是围绕项

目展开的探究性、解决问题的学习模式，又称为专题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简称 PBL）让学生通过项目的任务，综合各学科知识，在合作学习的

环境下，设计实施系列探究活动，并把成果进行表达和交流的学习模式。

3.3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是指在项目活动中运用专门的知识、思维、技能、工具和方法，使

项目能够在有限资源限定条件下，实现或超过设定的目标、需求和期望的过程。

3.4 创造性思维方式 Creative Thinking

创造性思维方式是指在人类自身创造性动机和环境刺激的驱动下，利用直觉

和灵感等思维方式和潜意识，结合逻辑思维活动，总结、提炼出新颖性成果的思

维活动能力。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社会福利事业管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社区公

共事务管理。

高等职业学校：小学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青少

年工作与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家政服务与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公共事务

管理、村镇建设与管理、物业管理、公共卫生管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休闲

服务与管理、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会展策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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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学校：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应用心理

学、风景园林、酒店管理、家政管理、劳动关系、农村区域发展、公共事业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健康服务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社会福利事业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安全技术管理、园

林技术、观光农业经营、植物保护。

高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小学科学教育、体育教育、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青少年工作与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应急救援技术、职业健康

安全技术、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公共事务管理、智慧城市管

理技术、公共卫生管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休闲服务与管理、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会展策划与管理、园林工程技术、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 学前教育、 现代家政管理、旅游规划与设计、酒

店管理、应急管理、园林工程、现代农业经营与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应用型本科学校：学前教育、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小学教育、应用心理学、

园艺教育、酒店管理、劳动关系、农村区域发展、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应急管理、健康服务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初级）：面向教育行业的素质教育领

域，针对学前教育机构、小学的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学科实践等课程的教师岗

位人员；社会教育资源持有单位的接待学生实践学习的教师岗位人员；社会公共

管理领域的教育服务岗位人员。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中级）：面向教育行业的素质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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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针对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的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学

科实践等课程的教师岗位人员；社会教育资源持有单位的接待学生实践学习的教

师岗位人员；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的教育服务岗位人员。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高级）：面向教育行业的素质教育领

域，针对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高等职业学校、本科学校

的劳动教育课程的教师岗位人员；社会教育资源持有单位的接待学生实践学习的

教师岗位人员；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的教育服务岗位人员。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

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初级）：能够完成校内教学任务；能

够理解 PBL 模式，结合项目管理理念，研发适合小学生的劳动课程；能够熟练运

用教学工具；能够带领学生完成劳动课程。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中级）：能够完成校内教学任务；能

够运用 PBL 模式，结合项目管理理念，研发适合中学生的劳动课程；能够熟练运

用教学工具；能够根据劳动实践基地的环境因地制宜完成教学；在劳动现场能够

控制风险、保障安全；能够教授学生简单的管理工具。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高级）：能够整合教学资源，熟练运

用 PBL 模式，结合项目管理理念，研发适合中学、高职、本科学生的劳动课程；

能够熟练运用教学工具；能够根据劳动实践基地的环境因地制宜完成教学；在劳

动现场能够控制风险、保障安全；能够教授学生简单的管理工具；能够启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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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探究、解决问题；能够用创新思维技法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资源

整理

1.1 劳动

教育

1.1.1 能够深刻理解劳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1.1.2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及各

省市的劳动教育指定教材

1.1.3 掌握不同学段要求的劳动必修课内容，能够实现其

与通用技术和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有关内容的必要统筹

1.1.4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标准中各领

域的劳动教学环境

1.1.5 能够引导学生掌握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

性劳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

1.2 课程

资源梳理

1.2.1 能够优选出适合小学生劳动课程的校内资源

1.2.2 能够申请资金、完成人员配备、教学计划

1.2.3 能够运用头脑风暴、思维导图管理工具梳理资源

1.3 课程

目标论证

1.3.1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是具体的

1.3.2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和衡量

1.3.3 能够保障课程实施目标可以达到

1.3.4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之间有相关性

1.3.5 能够保障课程时间在规定学时以内

1.3.6 能够运用 SMART 目标管理工具论证上述内容

2.1 课程

内容确定

2.1.1 能够运用思维导图清晰罗列课程的开发条件

2.1.2 能够运用七何分析法 5W2H 完成课程细节描述

2.1.3 能够根据 5W2H 的内容，运用流程图、思维导图，

形成关于场地、人员、预算、时间、操作等执行方案

2.1.4 能够设定课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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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 课程

开发

2.2 课程

范围管理

2.2.1 能够把课程涉及的事件要素进行范围管理

2.2.2 能够运用工作分解结构（WBS）管理工具，依据流

程式、项目式方法把课程执行需要做到的事件进行工作分

解

2.2.3 能够制作 WBS 三级目录

2.3 团队

组建

2.3.1 能够运用组织分解结构（OBS）管理工具组建课程

开发团队

2.3.2 能够按照项目式 OBS 方法把课程团队成员分组

2.3.3 能够运用人员责任矩阵分配成员的责任和任务

2.3.4 能够落实和保障 OBS 中的责任监督措施

3.课程

实施

3.1 确定

劳动主题

3.1.1 能够结合教学条件和课程大纲，运用目标分析

SMART 原理、SWOT 管理工具，设计适合学生的驱动问题，

结合驱动问题确定劳动主题

3.1.2 能够设计学生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

3.2 时间

管理

3.2.1 能够运用里程碑，制定从开发到实施全过程的时间

计划

3.2.2 能够运用横道图，对应里程碑和 WBS 做计划

3.2.3 能够根据流程图计划来执行

3.3 任务

执行

3.3.1 能够根据里程碑，落实人员责任矩阵的人员任务

3.3.2 能够根据里程碑，落实 WBS 的工作任务

4.1 现场

管理

4.1.1 能够指导学生根据 OBS 和 WBS 现场分工协作

4.1.2 能够运用人员责任矩阵落实任务保障完成的条件

4.1.3 能够运用人员责任矩阵组织后勤保障，包括：指挥

学生、集体组队、保障交通、检查设施、准备装备、联络

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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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 劳动

现场管理

4.2 风险

管理

4.2.1 能够运用风险矩阵图，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的安

全风险

4.2.2 能够在设施选择、材料选用、工具设备和防护用品

使用、活动流程等方面，制定安全科学的操作规范

4.2.3 特别关注劳动过程中的卫生隐患，能够按照疾控、

卫生健康部门及行业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4.2.4 能够讲解和示范劳动资源使用的注意事项和禁忌

4.2.5 能够做好环境和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保护学生的

财物、隐私和人身安全

4.3 应急

处理

4.3.1 能够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保护、告知安全逃离通道

4.3.2 准备常用药品和安全救护设备

4.3.3 掌握常见的户外安全预防及处理方法，对淹溺、轻

微创伤、烧烫伤、咬伤等意外事故能够科学处理

5.收尾

与评价

5.1 课程

总结

5.1.1 能够熟练完案例式教学、PBL 式教学或 PPP 项目式

教学全流程：以项目为载体，驱动问题、自主探究、解决

问题、成果展示及评分

5.1.2 能够对比初期计划的 WBS、OBS、人员责任矩阵、

里程碑、流程图，完成课程全流程的总结

5.1.3 能够运用“人机料法环”因果鱼刺图总结经验教训

5.2 成果

交流

5.2.1 学习成果：能够从项目导向、驱动问题、劳动技能、

问题解决方案几方面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并展示

5.2.2 成果展示：学生能够将劳动中的流程图表、照片、

视频等以演讲汇报、手抄小报等多种形式来交流展示

5.3 评价

与收获

5.3.1 能够根据课程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完成不

同等级的打分

5.3.2 能够使学生具备必须的劳动能力，掌握基本的劳动

知识和技能，正确使用常见的劳动工具，增强体力、智力

和创造力，具备完成一定劳动任务所需要的设计、操作能

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表 2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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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资源

整理

1.1 劳动

教育

1.1.1 能够深刻理解劳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1.1.2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及各省

市的劳动教育指定教材

1.1.3 掌握不同学段要求的劳动必修课内容，能够实现其与

通用技术和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有关内容的必要统筹

1.1.4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标准中各领域的

劳动教学环境

1.1.5 能够引导学生掌握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

劳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

1.1.6 能够理解规范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

1.2 课程

资源梳理

1.2.1 能够优选出适合中学生劳动课程的校内资源

1.2.2 能够调研、考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校外社会教育资

源，对接教学应用

1.2.3 能够申请资金、完成人员配备、教学计划

1.2.4 能够运用头脑风暴、思维导图管理工具梳理资源

1.3 课程

目标论证

1.3.1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是具体的

1.3.2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和衡量

1.3.3 能够保障课程实施目标可以达到

1.3.4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之间有相关性

1.3.5 能够保障课程时间在规定学时以内

1.3.6 能够熟练运用 SMART 目标管理工具论证上述内容

2.课程

开发

2.1 课程

内容确定

2.1.1 能够熟练运用思维导图清晰罗列课程的开发条件

2.1.2 能够熟练运用七何分析法 5W2H 完成课程细节描述

2.1.3 能够根据 5W2H 的内容，熟练运用流程图、思维导图，

形成关于场地、人员、预算、时间、操作等执行方案

2.2 课程

范围管理

2.2.1 能够把课程涉及的事件要素进行范围管理

2.2.2 能够熟练运用工作分解结构（WBS）管理工具，依据流

程式、项目式方法把课程执行需要做到的事件进行工作分解

2.2.3 能够制作 WBS 四级目录

2.2.4 能够完成劳动课程的工作分解结构 WBS

2.2.5 能够制定每个工作包的 WBS 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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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 团队

组建

2.3.1 能够熟练运用组织分解结构（OBS）管理工具组建课程

开发团队

2.3.2 能够分别按照项目式、矩阵式 OBS 方法把课程团队成

员分组

2.3.3 能够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分配成员的责任和任务

2.3.4 落实和保障 OBS 中的责任监督措施

3.课程

实施

3.1 确定

劳动主题

3.1.1 能够结合教学条件和课程大纲，运用目标分析 SMART

原理、SWOT 管理工具，设计适合学生的驱动问题，结合驱动

问题确定劳动主题

3.1.2 能够用劳动主题来设计学生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记

录表

3.1.3 能够设计学生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

3.1.4 能够熟练运用头脑风暴法指导学生辨别知识信息与实

景实物的异同与联系，引导学生发散性讨论

3.2 时间

管理

3.2.1 能够熟练运用里程碑，制定从开发到实施全过程的时

间计划

3.2.2 能够熟练运用横道图，对应里程碑和 WBS 做计划

3.2.3 能够根据流程图计划来执行

3.2.4 能够运用网络图严格按照计划控制活动进度

3.3 任务

执行

3.3.1 能够根据里程碑，落实人员责任矩阵的人员任务

3.3.2 能够根据里程碑，落实 WBS 的工作任务

4.1 现场

管理

4.1.1 能够指导学生根据 OBS 和 WBS 现场分工协作

4.1.2 能够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落实任务保障完成的条件

4.1.3 能够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组织后勤保障，包括：指

挥学生、集体组队、保障交通、检查设施、准备装备、联络

接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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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 劳动

现场管理

4.2 风险

管理

4.2.1 能够熟练运用风险矩阵图，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的

安全风险

4.2.2 能够在设施选择、材料选用、工具设备和防护用品使

用、活动流程等方面，制定安全科学的操作规范

4.2.3 特别关注劳动过程中的卫生隐患，能够按照疾控、卫

生健康部门及行业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4.2.4 能够讲解和示范劳动资源使用的注意事项和禁忌

4.2.5 能够做好环境和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保护学生的财

物、隐私和人身安全

4.3 应急

处理

4.3.1 能够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保护、告知安全逃离通道

4.3.2 准备常用药品和安全救护设备

4.3.3 掌握常见的户外安全预防及处理方法，对淹溺、轻微

创伤、烧烫伤、咬伤等意外事故能够科学处理

5. 收尾

与评价

5.1 课程

总结

5.1.1 能够熟练完案例式教学、PBL 式教学或 PPP 项目式教学

全流程：以项目为载体，驱动问题、自主探究、解决问题、

成果展示及评分

5.1.2 能够对比初期计划的 WBS、OBS、人员责任矩阵、里程

碑、流程图，完成课程全流程的总结

5.1.3 能够熟练运用“人机料法环”因果鱼刺图总结经验教

训

5.2 成果

交流

5.2.1 学习成果：能够从项目导向、驱动问题、劳动技能、

问题解决方案几方面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并展示

5.2.2 成果展示：学生能够将劳动中的流程图表、照片、视

频等以演讲汇报、手抄小报等多种形式来交流展示

5.3 评价

与收获

5.3.1 能够根据课程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完成不同

等级的打分

5.3.2 能够开展学生劳动素养监测，定期组织开展关于学生

劳动素养状况调查

5.3.3 能够使学生提升管理能力：掌握 OBS、WBS、人员责任

矩阵、时间里程碑、时间横道图五个管理工具

5.3.4 能够使学生具备必须的劳动能力：掌握基本的劳动知

识和技能，正确使用常见的劳动工具，增强体力、智力和创

造力，具备完成一定劳动任务所需要的设计、操作能力及团

队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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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资源

整理

1.1 劳动

教育

1.1.1 能够深刻理解劳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1.1.2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及各

省市的劳动教育指定教材

1.1.3 掌握不同学段要求的劳动必修课内容，能够实现其

与通用技术和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有关内容的必要统筹

1.1.4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标准中各领域

的劳动教学环境

1.1.5 能够引导学生掌握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

性劳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

1.1.6 能够理解规范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

1.2 课程

资源梳理

1.2.1 能够优选出适合学生劳动课程的校内资源

1.2.2 能够调研、考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校外社会教育

资源，对接教学应用

1.2.3 能够申请资金、完成人员配备、教学计划

1.2.4 能够运用头脑风暴、思维导图管理工具梳理资源

1.3 课程

目标论证

1.3.1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是具体的

1.3.2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和衡量

1.3.3 能够保障课程实施目标可以达到

1.3.4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之间有相关性

1.3.5 能够保障课程时间在规定学时以内

1.3.6 能够熟练运用 SMART 目标管理工具论证上述内容

2.2 课程

内容确定

2.1.1 能够熟练运用思维导图清晰罗列课程的开发条件

2.1.2 能够熟练运用七何分析法 5W2H 完成课程细节描述

2.1.3 能够根据 5W2H 的内容，熟练运用流程图、思维导图，

形成关于场地、人员、预算、时间、操作等执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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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课程

开发

2.2 课程

范围管理

2.2.1 能够把课程涉及的事件要素进行范围管理

2.2.2 能够熟练运用工作分解结构（WBS）管理工具，依据

流程式、项目式方法把课程执行需要做到的事件进行工作

分解

2.2.3 能够制作 WBS 五级目录

2.2.4 能够完成劳动课程的工作分解结构 WBS

2.2.5 能够制定每个工作包的 WBS 词典

2.3 团队

组建

2.3.1 能够熟练运用组织分解结构（OBS）组建课程开发团

队

2.3.2 能够分别按照职能式、项目式、矩阵式 OBS 方法把

课程团队成员分组

2.3.3 能够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分配成员的责任和任务

2.3.4 能够落实和保障 OBS 中的责任监督措施

3.课程

实施

3.1 确定

劳动主题

3.1.1 能够结合教学条件和课程大纲，熟练运用目标分析

SMART 原理、SWOT 管理工具，设计适合学生的驱动问题，

结合驱动问题确定劳动主题

3.1.2 能够用劳动主题来设计学生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

记录表

3.1.3 能够设计学生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

3.1.4 能够熟练运用头脑风暴法指导学生辨别知识信息与

实景实物的异同与联系，引导学生发散性讨论

3.2 时间

管理

3.2.1 能够熟练运用里程碑，制定从开发到实施全过程的

时间计划

3.2.2 能够熟练运用横道图，对应里程碑和 WBS 做计划

3.2.3 能够根据流程图计划来执行

3.2.4 能够运用网络图严格按照计划控制活动进度

3.3 任务

执行

3.3.1 能够根据里程碑，落实人员责任矩阵的人员任务

3.3.2 能够根据里程碑，落实 WBS 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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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劳动

现场管理

4.1 现场

管理

4.1.1 能够指导学生根据 OBS 和 WBS 现场分工协作

4.1.2 能够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落实任务保障完成的条

件

4.1.3 能够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组织后勤保障，包括：

指挥学生、集体组队、保障交通、检查设施、准备装备、

联络接待

4.2 风险

管理

4.2.1 能够熟练运用风险矩阵图，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

的安全风险

4.2.2 能够在设施选择、材料选用、工具设备和防护用品

使用、活动流程等方面，制定安全科学的操作规范

4.2.3 特别关注劳动过程中的卫生隐患，能够按照疾控、

卫生健康部门及行业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4.2.4 能够讲解和示范劳动资源使用的注意事项和禁忌

4.2.5 能够做好环境和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保护学生的

财物、隐私和人身安全

4.3 应急

处理

4.3.1 能够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保护、告知安全逃离通道

4.3.2 准备常用药品和安全救护设备

4.3.3 掌握常见的户外安全预防及处理方法，对淹溺、轻

微创伤、烧烫伤、咬伤等意外事故能够科学处理

5.1 课程

总结

5.1.1 能够熟练完案例式教学、PBL 式教学或 PPP 项目式教

学全流程：以项目为载体，驱动问题、自主探究、解决问

题、成果展示及评分

5.1.2 能够对比初期计划的 WBS、OBS、人员责任矩阵、里

程碑、流程图，完成课程全流程的总结

5.1.3 能够运用“人机料法环”因果鱼刺图总结经验教训

5.2 成果

交流

5.2.1 学习成果：能够从项目导向、驱动问题、劳动技能、

问题解决方案几方面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并展示

5.2.2 成果展示：学生能够将劳动中的流程图表、照片、

视频等以演讲汇报、手抄小报等多种形式来交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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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收尾

与评价

5.3 评价

与收获

5.3.1 能够根据课程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完成不

同等级的打分

5.3.2 能够开展学生劳动素养监测，定期组织开展关于学

生劳动素养状况调查

5.3.3 能够使学生提升管理能力：掌握 OBS、WBS、人员责

任矩阵、时间里程碑、时间横道图五个管理工具

5.3.4 能够使学生具备必须的劳动能力：掌握基本的劳动

知识和技能，正确使用常见的劳动工具，增强体力、智力

和创造力，具备完成一定劳动任务所需要的设计、操作能

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5.4 管理

与创新能

力

5.4.1 能够用系统科学的理论、PDCA 管理思路和项目启

动、计划、执行、监控收尾的管理过程来提炼总结项目

5.4.2 能够指导学生掌握简单的管理工具和运用创新思维

5.4.3 能够从驱动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引导学生理解

规范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5.4.4 能够应用创新思维技法，包括：掌握创造性思维方

式，熟练应用四种以上创新思维技法；初步具备运用创新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创新性劳动教育实施打下基

础

5.4.5 初步具有对初级、中级的青少年劳动教育技能证书

持证者的培训和评价的能力。



16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职业代码 2-08-03-02）（2015 版）

[2]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2019

[3] 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1〕

2 号）

[4 ] 《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

通知》（教高函〔2020〕2 号）

[5]《教育部关于公布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

知》（教高函〔2021〕1号）

[6]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教育部.2000

[7] 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综合素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8] 中国 STEAM 教育发展报告.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北京师范大

学.2017

[9] 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标准 ICB4.0.国际项目管理协会 IPMA.2019

[10]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 PMBOK.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PMI®.2017

[11] 项目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

[12] 创新方法教程（初级、中级、高级）[M].创新方法研究会.中国 21 世

纪议程管理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3] 创新方法认证考核大纲.创新方法研究会.2013

[14]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

[15]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

[16] 义务教育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装备配置标准.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

展中心.2019

[17] 全国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和服务认定规范.中国人生科学学

会.2021


	1 范围﹍﹍﹍﹍﹍﹍﹍﹍﹍﹍﹍﹍﹍﹍﹍﹍﹍﹍﹍﹍﹍﹍﹍﹍﹍﹍﹍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2
	3 术语和定义﹍﹍﹍﹍﹍﹍﹍﹍﹍﹍﹍﹍﹍﹍﹍﹍﹍﹍﹍﹍﹍﹍﹍﹍2
	4 适用院校专业﹍﹍﹍﹍﹍﹍﹍﹍﹍﹍﹍﹍﹍﹍﹍﹍﹍﹍﹍﹍﹍﹍﹍3
	5 面向职业岗位（群）﹍﹍﹍﹍﹍﹍﹍﹍﹍﹍﹍﹍﹍﹍﹍﹍﹍﹍﹍﹍4
	6 职业技能要求﹍﹍﹍﹍﹍﹍﹍﹍﹍﹍﹍﹍﹍﹍﹍﹍﹍﹍﹍﹍﹍﹍﹍5
	   前    言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