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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支持与保障措施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15〕36 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

意见》（粤教〔2015〕16 号）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35 号）的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深化我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

立有效的保障和激励机制，调动广大教师指导、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鼓励广大学生

积极参加学术研究、社会调查、科技创新、创业训练、技能实践等活动，学校出台

了“关于印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保障和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粤理工就〔2016〕7 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理工教务〔2016〕10 号）”以及“关于印发《第七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竞赛工作方案》的通知（粤理工创〔2021〕

1 号）”等政策支持文件，明确了对师生的奖励支持和有效保障。

学校为了更好地保障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工作更加有效地落到实处，在学校 2019

年 1 月进行机构改革之时，专门成立了创新创业中心这个教辅机构，将全校公共必

修课《创新创业教育与双创生态圈构建》覆盖全校所有学生，在大一阶段分成两个

学期进行授课；在人员配置上，也实施了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在资金配套

上也成立了创新创业专项资金；在孵化场地与空间支持上，也与中山市人民政府共

建了教育物联网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并出台了“关于印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教育

物联网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理工实训〔2016〕27 号）”

的政策文件给予支持和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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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办法和政策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部门 出台年份 内容简介

1

关于印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的通知（粤理工教务

〔2016〕10 号）

教务处 2016 年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实施创新基础上的创业教育，增强学生

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

力，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

授的“三位一体”，面向全体、分类施

教、结合专业、强化实践，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

关于印发《广东理工

职业学院教育物联网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粤

理工实训〔2016〕27 号）

实训中心 2016 年

孵化基地为有志于创新创业

的学校学生免费提供网络端口、电

源接口、办公桌椅、资料柜等办公

设备；指导或协助办理工商、税务

登记和变更、年检及企业代码、银

行开户手续；享受政务、商务、会

计及法律等的援助；享受专业的项

目技术援助、培训和初创训练，学

校在校学生入驻孵化基地创办创

新创业公司，一年内可享受免缴电

费的优惠等

3.学校立项和验收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部门 年份 内容简介

1
《关于开展 2015 年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的

通知》

创新创业中心 2015 年

为了加强我校相关课题的过程管理，根

据省厅文件精神，经校外专家评审，拟

定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立项 3 项

2
《关于开展 2015 年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的

通知》

创新创业中心 2015 年

为了加强我校相关课题的过程管理，根

据省厅文件精神，经校外专家评审，拟

定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结题验收 3 项

3
《关于开展 2016 年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的

通知》

创新创业中心 2016 年

为了加强我校相关课题的过程管理，根

据省厅文件精神，经校外专家评审，拟

定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立项 4 项

4
《关于开展 2016 年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的

通知》

创新创业中心 2016 年

为了加强我校相关课题的过程管理，根

据省厅文件精神，经校外专家评审，拟

定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结题验收 4 项

4.资金划拨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部门 年份 内容简介



4

1

关于印发《广东理工职业
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保障和激励暂行办法》的
通知（粤理工就〔2016〕

7 号

就业创业指
导中心

2016 年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立

有效的保障和激励机制，调动广大教师

指导、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鼓励广大学

生积极参加学术研究、社会调查、科技

创新、创新创业训练、技能实践等活动

5.验收项目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2 指导教师3

校级
立项年
份

资助额
度

（万元）
资助年份

1 朝阳网络科技中心

朱志威、郑兵言、

郑惠源、朱柳元、

杨文填

周奇 2015 0.1 2015

2
“好饿阿”微信点餐

平台
罗巧、董紫坤、
陈泳钦、劳豪波

郑智源、郑琏、
匡芹、蓝晴、列

柏洪
2015 0.1 2015

3 3D科技私人定制服务

余朝中、郑晓
蓬、谢壁衡、杨
晓琳、张 越、

许铎镔

童和平/王洪/
谢波

2015 0.1 2015

4 栢菇荟养生网
郑梅鑫、陈新建、

蔡国城、陈桂海

张劲珊、列柏洪、

孔德明
2016 0.1 2016

5
基于全球购的跨境电商

校园创业体验项目

李惠晶、陈丹萍、

佘润桦。

李可、陈亚芝、何

万钧（企业）
2016 0.1 2016

6
基于自动离合的自平衡

多功能遥控电动鞋

杨晓林，吴泽鑫，

周创裕，陈伟煌，

杨苗苗

吴立华，白洁，刘

永福，王阳，陈晓

兰

2016 0.1 2016

7
“钢结构屋面清扫除锈

喷涂机器人”研究

黄坤煌、刘炜铖、

胡恩澍；

王阳、殷小清、吴

文君
2016 0.1 2016

6.学校组织验收

6.1 验收情况

根据省教育厅文件和学校发布的“关于印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保

障和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粤理工就〔2016〕7 号”的工作要求，先后组织了 2015 年 3

项、2016 年 4 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评审工作。目前，2015、2016 公示的 7

个项目均已完成验收。

6.2 公示和异议处理情况

2 项目组成员应为学生。
3 指导教师最多 2 人，但校内教师仅限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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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2017 年省高职教育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目认定专家组名单

组长：颜汉军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学院院长

副组长：田中宝 佛山市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高职部院长

专家组成员：

1.颜汉军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学院院长

2.田中宝 佛山市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高级讲师、副校长

3.陈平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4.王凤基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员、商学院院长

5.王爱晶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教授

6.韦建利 深圳市鸿福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营销师

7.伍贞 慧莱教育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