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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升酒店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的人才培养质量,从宏观和微观层次构建人才培养
质量保障体系。在宏观层次上,质量保障体系等于现代学徒制质量理念+(质量目标+制度体系+诊断体系
+改进体系)+团队体系；在微观层次上,课程质量保障体系等于专业教学标准+(课程开发+课程设置+课
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在此简称为：双“1+4+1”质量保障体系。同时运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借鉴PDCA循环构建螺旋上升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实现“学徒毕业即就业,就业即成才”的人才培
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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