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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申报书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

明确、简洁。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表中空格不够时，可另附页，但页码要清楚。

3.“项目名称”应按以下格式填写：ΧΧΧ公共实训中心。

可以按专业大类或者专业群申报项目。

4.“申请学校”应填写单位全称。“联合申请单位”，包

括学校、企业和行业等。

5.项目支出预算表按国家指导价格或市场一般价格测算填

报。

6.除特别注明外，本表数据和材料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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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1-1

基

本

信

息

学校名称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学校类别
1

工科类院校

举 办 方 广东省教育厅
建校时间

2
2005 年

学校性质 √公办 □民办

建校基础
在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基础上创办，与广东开放大学实行“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

示范校建设情
况

□国家示范校 □国家骨干校 □第二批省示范校 □第三批省示范校

1-2

基

本

状

态

全日制普
通高职在
校生人数
(人)

普高起点 9103 2014-2015 学年非全日制专科学历教
育注册人数(人)

11241
4

中职起点 1160 2014-2015 学年社会培训 (人天)
3

80779

其它
4

0 折合在校生数(人) 43987
.2

合计 10263 占地面积（亩） 1111.
2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平方米/生） 18.88 生均教学仪器科研设备总值（元/生） 7139.
3生均实验室、实训场所面积（平方米/

生）
8.69 教职工总数(人) 680

专任教师数(人) 450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数（人）/比例(%)
271/
60.22

%2014-2015 学年专任教师人均企业实
践时间（天）

5
12.8 2014-2015 学年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

课时占比（%）
6

13

生师比 16.42 2016 年招生专业数(个) 37

全日制普通高职招生就业相关数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招
生
人
数

(人)

普通高中招生 3781 3291 3790

“三校生”对口招生 207 155 824

“3＋2”
7
招生

五年一贯制第 4 学年

其它

新生报到数/录取数（报到率） 3416/3988
（88.56%）

2945/3446 （ 85.46
%）

4042/4614（87.60 %）

普通高考统考招生录取中，省教育考
试院公布的第一志愿投档总数所占比

例
8

97.89% 99.36% 64.41%

广东省新生平均普通高考分数
9 文 463分，理

466分

文 461 分，理
449 分

文 444 分，理 45
6 分

应届毕业生人数 3117
人

2551 人 3589 人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10 98.75

%
97.80% 97.69%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 57% 54% 50.85%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
11 2142元

/生
2423 元/生 2347 元/生

1指综合、师范、民族类院校，工科类院校，农林类院校，医学类院校，财经、政法类院校以及体育、艺术类院校等。
2指学校独立设置并具有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资格的时间。
3按培训量计算，1人每参加 1天的培训计为 1人日。
4指普高、中职以外的在校生类型或来源。
5“专任教师人均企业实践时间”=校内专任教师行业企业一线工作时间总数/专任教师数。
6“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企业兼职教师承担的专业课课时总数/专业课课时总数。“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

中的课程分为“纯理论课”（A类）、“实践+理论课”（B 类）和“纯实践课”（C 类）三种，此处的专业课课时为“纯实践课”（C
类）课时与“实践+理论课”（B 类）课时之和。
7指五年制高职中，前三年在中等职业学校、后两年在高等职业学校举办的教育形式。
8以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为准。征集志愿和降分投档数，不包括在内。包括学校在各批次各类别的第一志愿投档人数。如广东省 2014
年第三批专科 A类文科普通类第一志愿投档情况，数据来源于

http://www.eeagd.edu.cn/portal/bizdesk/ArticleAction.do?dispatch=view&ID=8a8048b34734567d0147ae54f14b001b&CHANNELNAME=考
试院公告。
9 广东省新生普通高考分数指的是在广东实际录取的普通高考学生平均分数，不含通过 3+证书考试、三二分段转段考核、五年一贯制、

自主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招收的学生。统计范围是：实际录取学生。
10以省教育厅公布数据为准。
11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所有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起薪之和/应届毕业生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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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办学
经费

项目
年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总收入
12
（万元） 13512.60 18133.11 20636.42

其
中

学费总收入
（万元）

5177.35 5286.68 5456.33

财
政
预
算
内
拨
款

总额(万
元)

6906.36 11636.52 13843.47

其中:地方
财政专项投

入
13

(万元)

1. 财政部下达 2008
年国家助学贷款奖
补专项资金

20.5
0

1.2014 年省属高校
国家奖助学金

389.
60

1.广州科信局基
于网络 3d 打印应
用服务平台建设

180.
00

2. 学科建设专项资
金

2.00
2. 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经费

310.
00

2. 2014 年“强师
工程”职业教育教
师技能提升工程、
高等教育育英培
青工程及教师管
理创新改革工程
项目资金（广东理
工职业学院）

213.
37

3. 2013 年高等学校
学科与专业建设专
项资金（学科科研类
项目）

4.00
3. 财政部下达
2013 年职业院校教
师素质提高

38.0
0

3. 2015 年再安排
－省级高等职业
教育专项资金

2.34

4. 2013 年中青年教
师国内访问学者计
划项目资金

7.50
4. 2013 年省级教育
工作专项资金第二
批

0.50
4. 财政部下达
2013 年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中央补助资金
预算

38.0
0

5. 2013 年优秀青年
教师培养计划资金

15.0
0

5. 2014 年高校春季
国家助学金

232.
50

5. 2014 年省教育
体制综合改革专
项

70.0
0

6. 2012 年省级教育
专项资金（第二批）

0.40
6. 2014 年省属高职
院校生均提标经费

1532
.00

6. 2015 年再安排
－职业院校教师
素质提高计划

11.0
0

7. 省属高等职业院
校 2013 年增编人员
经费

195.
53

7. 财政部 2014 年
第三批现代职业教
育质量提升计划中
央专项

8.00
7. 2015 年省属高
职院校生均综合
定额经费增量资
金

2187
.70

8. 2013 年省属学校
事业经费

335.
00

8. 2013 年中央财政
高职教育奖补资金

240.
23

8. 2014 年省属高
职院校生均提标
经费

1532
.00

9. 2013 年省属学校
事业经费

13.5
0

9. 财政部 2014 年
第四批现代职业教
育

1000
.00

9. 2015 年第一批
现代职业教育质
量提升计划中央
专项资金

10.5
0

10. 2013 年春季学
期高校国家助学金

232.
50

10. 省属高校基本
建设

1500
.00

10. 省属职业院
校基础能力提升
专项资金

1300
.00

11. 2012 年度省级
高等职业教育专项
资金

240.
00

11. 省属高校基本
建设补助

507.
00

11. 2015 年中央
财政第二批现代
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计划专项资金

900.
00

12. 财政部下达
2011 年高等职业教
育中央补助资金(支
持重点建设专业项
目)

40.9
2

—— ——
12. 普通高校本专
科生国家奖学金、励
志奖学金和国家助
学金

614.
60

13. 2012 年中央支
持高等职业教育补
助资金

240.
00

—— ——

13. 财政部 2014
年第三批现代职
业教育质量提升
计划中央专项资
金预算

8.00

14. 省教育厅下属
事业单位 2011－
2012 年实施绩效工
资经费补助资金

161.
00

—— ——
14. 2013 年中央
财政高职教育奖
补资金预算

219.
77

15. 2013 年普通本
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国家资助经费

415.
13

—— ——
15. 高等职业技
术学院经费

307.
79

12包括学费总收入、财政预算内拨款总额和其他收入，分项填写。
13按地方财政专项投入名称分项填写。



5

—— —— —— ——
16. 财政部 2015
年第二批现代职
业教育质量提升
计划专项资金（高
职部分）

329.
00

—— —— —— ——
17. 2015 年高校
学生应征入伍服
义务兵役国家资
助资金

8.75

—— —— —— ——
18. 2015 年省高
等职业教育专项
资金

160.
00

—— —— —— ——
19. 2015 年再安
排－优秀青年教
师培养计划资金

14.2
2

—— —— —— ——
20. 2015 年国家
助学贷款中央奖
补资金

5.00

—— —— —— ——
21. 2014 年中央
国家助学贷款奖
补专项资金

7.00

—— —— —— ——
22. 2013 至 2014
年普通高校学生
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国家资助资
金

5.60

—— —— —— ——
23. 2014 年高等
教育创新强校工
程专项第二批

400.
00

—— —— —— ——

24. 2014 年少数
民族聚居区少数
民族大学生资助
专项资金

5.00

其他收入 1428.89 1209.91 1336.62

总支出（万元） 13476.78 16329.67 19282.66

其
中

征地（万元） 0 0 0

房屋建设（万
元）

3063 3743.88 3344

设备采购（万
元）

973.70 991 1296

日常教学
14
总额

（万元）/生均
（元）

1133.93/1164 1508.94/1532 1700.57/1702

教学研究（万
元）

27.50 73 82

师资建设（万
元）

155.64 270.53 388.51

制度建设（万
元）

22.64 26.38 30.17

其他支出 8100.37 9715.94 12441.41

贷款余额（万元） 14085 13335 11220

资产负债率（%）
15

21.76 13.83 10.57

14包括实验实习费、教学仪器维修费、教学差旅费、资料讲义费、体育维持费和聘请兼职教师费等。
15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19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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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产

学

合

作
16

工作机构名称 校企合作办公室

成立时间 2010年 专职人员数(人) 8 2015 年度经费
预算（万元）

30

2015 年横向技术服务到
款额（万元）

17 7.81
2015 年纵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万元）
18 15.55

2015 年技术交易到款额
（万元）

19 —
2015 年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万元）
20 23

2014-2015学年产学合作企业
总数

179 个
2014-2015 学年，已签订校企
合作协议的企业占产学合作

企业总数的比例
72.63%

2014-2015学年与产学合作企
业开展订单培养数/占全日制

高职在校生的比例
277 人/2.8%

2014-2015 学年产学合作企
业接收顶岗实习学生数/占
顶岗实习学生总数的比例

820 人/22.17%

2014-2015学年产学合作企业
接收就业学生数/占 2015 年

应届毕业生的比例

406 人/10.96
%

2014-2015 学年产学合作企
业对学校捐赠和准捐赠的仪

器设备总值
94.18 万元

2014-2015学年产学合作企业
支持学校兼职教师数/占兼职

教师总数的比例
83 人/37.90%

2014-2015 学年学校与产学
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数/

共同开发教材数
26 门/ 5 种

2014-2015学年学校为产学合
作企业技术服务年收入/生均

值

0.36 万元/
0.36 元/生

2014-2015 学年学校为产学合
作企业培训员工数

1473 人天

主要做法（200 字
以内）

1. 学校设立“校企合作办公室”作为产学合作统筹职能部门，同时在各

系设置了实践办主任岗位，主要统筹组织本系的校企合作业务；

2. 每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均要求有合作企业代表参与共同制订；

3. 校企协同育人，试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4. 学校每年举办一届校企合作联谊大会，邀请合作企业及有合作意向的

企业共聚一堂，商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至今已经举办 8 届；

5. 依托实训室，建设双师工作室，增强技术服务力量。

1-5

发

展

规

划

服务面向区域或
行业重点发展的

产业领域

我校专业建设紧密对接广东珠三角区域尤其是中山市的先进制造业、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

学校事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

2020 年规划全日制高职
在校生（人）

13000
2020 年规划全日制
实际招生高职专业数

(个)
40

学校发展类型定位
□综合 □一产为主 □√二产为主

□三产为主

16 本表与产学合作企业相关的学年数据应与 2014-2015学年数据平台 7.5产学合作表数据一致。
17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指为行业企业提供科研、培训等技术服务已到账的收入。数据应跟学校质量年报（2016）一致。
18 “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指政府有关部门计划委托项目已到账的收入。数据应跟学校质量年报（2016）一致。
19 “技术交易到款额”指技术转让及技术许可中已经到账的收入。数据应跟学校质量年报（2016）一致。
20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指为社会进行的非学历性培训已到账的收入。数据应跟学校质量年报（2016）一致。



7

学校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发展至 13000 人，学校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水平

与社会服务能力位居全省同类院校前列，专业课程、教育教

改、示范平台、师资队伍、运行体系、国际合作等方面达到

较高水平。建立活力高效的外部合作与校内管理运行机制，

以二级学院为试点，建立 1 套理事会架构下的校企合作制度

体系。建设 1 个职业教育集团，形成 4 大有示范效应的协同

育人、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适应区域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发展需要的 3 大专业群板块，实现理工科专业与文经

等其他专业比为 7：3，形成 8-12 个省级品牌建设专业。形

成一支职教水平高、科技服务强的专兼结合教师团队。把学

校建设成为中高职融通、专本衔接的示范性人才培养基地，

形成品牌专业省内领先、科技创新创业效果好、理工特色鲜

明的一流高职院校。

重点建设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社会工作（养老服务与管理）、动漫

制作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工业设计（智

能夹具设计与制造）共 9 个专业。

重点建设项目

1、创新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凸显优势理工科专业群，服务区域创新发展战略

3、实施一流高职人才工程，建设高水平专兼教师队伍

4、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5、健全学分互认制，建立中高本衔接人才培养立交桥

6、建设多功能公共实训中心，增强教产实践服务能力

7、构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激发科技创新与创业活力

8、加强境外交流与合作，促进合作项目特色化发展

9、推动智慧校园建设，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10、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后勤服务精细化智能化

-6

标
志
性
成
果

1-6-1：学校 2011 年至今获省级及省级以上质量工程与人才培养有关荣誉、奖励和立项建设情况

21

类别 年份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
人或
第一
完成
人

授予部门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学校层面
项目

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
广东省教
育厅

教学成果
奖

2014
以职业为导向的高职计算
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改革
与实践

申 时
全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公布第七届广东教
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
获奖项目的通知》（粤教高
函〔2014〕93 号）

21 1.须为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发文正式立项或公布的荣誉、奖励、立项。2.每个项目一行，行数不够，可自行添加行或者另附表格。

3.涉及个人的项目，其负责人或者第一完成人应为学校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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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名师
与教学团
队

2014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
团队

邱 炳
城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
质量工程高职类立项建设
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24 号)

2015
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信息安全

专业教学团队”

贺桂
英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立
项建设项目的通知》（粤教
高函[2015]133 号）

专业

2014 会展策划与管理 蓝天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十二五”期间高等
职业学校重点专业建设工
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4〕85 号）

2016 计算机网络技术
邱 炳
城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省高职教育重点专
业和重点培育专业建设项
目验收结果的通知》（粤教
高函〔2016〕102 号）

2016 物联网应用技术
唐 建
清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做好第一批广东省
高等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建
设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6〕114 号)

2016 社会工作
潘 美
意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做好第一批广东省
高等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建
设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6〕114 号)

课程与教
材

2013 个人理财实务
杨 翠
友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
质量工程高职类立项建设
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4〕72 号）

2013 实用文写作 蓝天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
质量工程高职类立项建设
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4〕72 号）

2015 推销技术
王 丽
琴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5 数据库技术
贺 桂
英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5 网络互联技术
鲁 顶
柱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4 《网页设计与制作》
邱 炳
城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一批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书目的通知》（教职
成函〔2014〕12 号）

2014 《个人理财》
杨 翠
友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一批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书目的通知》（教职
成函〔2014〕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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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数据库应用与开发技术
—SQL Server》

贺 桂
英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二批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书目的通知》（教职
成函〔2015〕11 号）

实训基地
与资源库

2013
物流工程技术专业省级高
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张 劲
珊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公布 2013 年省级高
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评审
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4〕49 号)

2014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省级
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何 丰
如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省级高等职业教育
实训基地立项建设项目的
通知》(粤教高函〔2014〕
165 号)

2016
工业设计专业群省高职教
育公共实训中心

温健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做好 2016 年省高职
教育公共实训中心建设工
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6〕148 号）

2015
社会工作专业省高职教育
实训基地

李 明
慧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2
东莞欧亚国际酒店省高职
教育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李慧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公布 2012 年度广东
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高职类立项建
设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13 号)

2013

中山博览中心会展策划与
管理专业省高职教育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蓝天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
质量工程高职类立项建设
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4〕72 号）

2014

永安酒店（中山）有限公
司应用英语专业省高职教
育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刘强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
质量工程高职类立项建设
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24 号)

2015
中山建设工程造价专业省
高职教育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徐 德
惠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5
中山市博睿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社会工作专业省高职
教育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赵晴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5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律
事务专业省高职教育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王 春
穗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5

萨特隆光学机电一体化技
术专业省高职教育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王洪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教学改革
项目

2013
基于工学结合软件技术专

业项目化教学改革探索与

实践

万 伟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公布 2013 年度广东
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立项项目的通知》（粤教高
函〔2013〕1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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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基于工作过程的投资与理

财专业课程内容体系重构

阮银

兰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公布 2013 年度广东
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立项项目的通知》（粤教高
函〔2013〕109 号）

2014
以能力为本构建会计电算

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探

索

周凌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4〕144 号）

2014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高职

实践教学改革研究——基

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陆改

红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
通知》（粤教高函〔2014〕
205 号）

2014
以社会服务促进工程造价

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

研究与实践

徐德

慧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
通知》（粤教高函〔2014〕
205 号）

2014
构建“专业+产业+就业”

三业联动的高职物流人才

培养创新模式

张劲

珊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
通知》（粤教高函〔2014〕
205 号）

2014

高职工业设计专业校企共

建深度融合实训教学新模

式——设计教育创新中心

实训项目化探索

罗子

婷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
通知》（粤教高函〔2014〕
205 号）

2014
高职院校、普通高校、成

人高校学分累积互认制度

研究与实践

李江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
通知》（粤教高函〔2014〕
205 号）

2015
高职英语专业学生思辩能

力培养—基于口语教学的

行动研究

牛刘

伟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5
项目化的微课程资源建设

与研究—以网络设计与系

统集成课程为例

焦冬

艳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5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及

教学内容改革的整体优化

研究与实践

游静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5

后MOOC时期SPOC混合

教学模式设计与实践研究

——以市场营销课程教学

为例

余远

坤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2015
适应现代信息化校内物流

实训基地建设与应用研究

谢祥

添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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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唐建

清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技能竞赛

2016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电子商务

技能赛项二等奖

张劲

珊、邓

华华

教育部 《关于 2016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获奖名单的公

示》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新大陆

杯”物联网应用技术赛项

二等奖

唐建

清、邹

国霞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5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职成函

[2015]13号）

2016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

赛项三等奖

费正

涛

教育部 《关于 2016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获奖名单的公

示》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电子商务

技能赛 项三等奖

邓华

华、张

劲珊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5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职成函

[2015]13号）

2012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物联网技

术应用赛项三等奖

张劲

珊、陈

智

教育部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高职组高职

组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结果

的通知》

2011 “201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芯片级检

测维修与信息服务赛项三

等奖

陆飞、

李盛

林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1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教职成函

[2011]6号）

2015
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特等奖

吴 立
华

共青团广
东省委、
广东省教
育厅、广
东省科技
厅、广东
省科协、
广东省学
生联合会

关于举办第十三届“挑战
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的通知（团粤联
发〔2015〕21 号）
关于公布和核对第十三届
“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作
品信息的通知

2016
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
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
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胡 小
军

共青团广
东省委、
广东省教
育厅、广
东省科技
厅、广东
省科协、
广东省学
生联合会

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创青

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大学生组) 和 2016 年“挑
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

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的

通知（中青联发〔201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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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6 年“挑战杯·创青春”
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银奖

胡 小
军

共青团广
东省委、
广东省教
育厅、广
东省科技
厅、广东
省科协、
广东省学
生联合会

关于组织开展 2016 年“挑
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
创业大赛的通知（团粤联发
〔2016〕12 号）

2016
“H5 讲述‘六五’普法”
新媒体创意大赛高校优秀
作品选拔活动一等奖

陈 思
嘉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H5
讲述‘六五’普法”新媒体
创意大赛高校优秀作品选
拔活动的通知（粤教策函
〔2015〕89 号）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市场营销技能项目一等
奖

王 丽
琴

广东省教
育厅

粤教高函〔2015〕 150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电子商务技能赛项

一等奖

罗 学

强、熊

艳兰

广东省教

育厅

粤教高函〔2015〕 150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电子商务技能赛项

一等奖

邓华

华、张

劲珊、

广东省教

育厅

粤教高函〔2015〕 150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物联网技术应用赛

项一等奖

唐建

清、邹

国霞

广东省教

育厅

粤教高函〔2015〕 150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物联网技术应用赛

项一等奖

刘小

飞、尧

雪娟

广东省教

育厅

粤教高函〔2015〕 150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电子商务技能

赛项一等奖

张劲

珊,邓
华华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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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动漫制作赛项

一等奖

温健、

费正

涛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市场营销技能赛项

一等奖

王丽

琴、李

先鹏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 150号）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智能电梯装调与维

护赛项二等奖

谢波、

吴文

君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 150号）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4G全网建设技术赛

项二等奖

游锦

仪、魏

毅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 150号）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电子产品检测

与维修赛项二等奖

李盛

林、陆

飞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 4G全网建设

技术赛项二等奖

秦晓

娟、游

锦仪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物联网技术应

用赛项 2个二等奖

宋相

慧、黄

杰晟、

曹德

安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移动互联网应

用软件开发赛项二等奖

刘小

飞、李

美满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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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现代物流作业

方案设计与实施赛项二等

奖

谢详

添、赖

玉霞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动漫制作赛项

二等奖

范辉、

陈宇

平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工业产品造型

设计与快速成型赛项二等

奖

罗子

婷、刘

智明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导游服务（英

语导游）赛项二等奖

陈颖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

件开发赛项三等奖

刘小

飞、刘

磊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 150号）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计算机网络应用赛

项三等奖

刘邦

桂、牛

玉冰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 150号）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注塑模具 CADCAE
与主要零件加工三等奖

殷小

清、王

阳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 150号）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现代物流作业方案

设计与实施赛项三等奖

谢祥

添、王

莹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 1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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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导游服务（英语导游）

赛项 2个三等奖

谢淑

英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 150号）

2015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

拔赛 英语口语（英语专业

组）赛项三等奖

牛刘

伟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获

奖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5〕 150号）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移动互联网应

用软件开发赛项三等奖

刘小

飞、李

美满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现代物流作业

方案设计与实施赛项三等

奖

张劲

珊、何

晓芳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工业产品造型

设计与快速成型赛项三等

奖

吕楚

玉、黄

明进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导游服务（英

语导游）赛项三等奖

陈颖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会计技能赛项

三等奖

胡秋

玲、刘

丽杰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报关技能赛项

三等奖

吴娉

娉、陆

改红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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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5年广东省高职技能

大赛暨 2016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省选拔赛智能电梯装调

与维护赛项三等奖

童和

平、吴

文君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对 2015年广东省高

职技能大赛暨 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广东省选拔赛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智

能电子产品系统工程实施

赛项三等奖

杨显

斌、曹

德安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文

秘速录赛项三等奖

张嘉

乐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导

游服务赛项三等奖

彭丹

逵、侯

海冰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一体

化物流方案设计与实施赛

项三等奖

谢祥

添、陈

智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注

塑模具 CADCAE与

主要零件加工赛项三等奖

殷小

清、王

阳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中

餐主题宴会设计赛项三等

奖

何晓

莹、刘

伟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市

场营销技能赛项一等奖

赖文

燕、肖

俊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动

漫制作赛项二等奖

费正

涛、谢

伟雄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文

秘速录赛项二等奖

张嘉

乐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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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动

漫制作赛项三等奖

费正

涛、刘

智明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成

绩的通知》

2013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电

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赛项三

等奖

卫静

婷、杨

显斌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全国职业 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 88 号）

2013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工

程造价赛项三等奖

徐德

慧、未

红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全国职业 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 88 号）

2013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计

算机网络应用赛项三等奖

刘邦

桂、焦

冬艳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全国职业 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 88 号）

2013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导

游服务项目（英语组）赛

项三等奖

侯海

冰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全国职业 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 88 号）

2013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智

能电梯装调与维护赛项三

等奖

吴文

君、陈

波涛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全国职业 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 88 号）

2013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导

游服务项目（普通话组）

赛项三等奖

欧阳

杰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全国职业 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 88 号）

2013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物

联网技术应用赛项二等奖

唐建

清、尧

雪娟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全国职业 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 88 号）

2013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电

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赛项二

等奖

李盛

林、陆

飞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全国职业 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 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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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英

语口语（公共英语组）赛

项二等奖

牛刘

伟、高

辉美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全国职业 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

赛结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3〕 88 号）

2012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电

子产品检测与维修（芯片

级）赛项三等奖

李盛

林、陆

飞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高职组高职

组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结果

的通知》

2012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电

子产品设计与制作

（FPGA）赛项三等奖

李盛

林、陆

飞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高职组高职

组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结果

的通知》

2012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计

算机网络应用赛项三等奖

鲁顶

柱、牛

玉冰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高职组高职

组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结果

的通知》

2012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报

关赛项三等奖

牛刘

伟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高职组高职

组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结果

的通知》

2012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现

代物流储存与配送作业优

化设计和实施赛项三等奖

陈智、

谢祥

添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高职组高职

组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结果

的通知》

2012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物

联网技术应用赛项三等奖

张劲

珊、陈

智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高职组高职

组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结果

的通知》

2012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智

能电梯装调与维护三等奖

吴文

君、王

阳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高职组高职

组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结果

的通知》

2011 “201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芯

片级检测维修与信息服务

赛项二等奖

陆飞、

李盛

林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公布“2011年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

东选拔赛结果的通知》（粤

教高函 71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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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学校 2011 年至今获得的其他标志性成果

序号 年份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
人或
第一
完成
人

授予部门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科研项目1 2014
社会治理创新中新生代农
民工学习权及其保障机制
研究：以发达地区为例

吴结

全国教育
科学“十
二五”规
划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 2014 年度课题立项名单
公布

科研项目2 2015
基于网络的 3D 打印应用
服务平台建设及关键技术
研究

刘 文
清

广东省科
技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
财政厅关于 2015 年度省前
沿与关键技术创新专项资
金（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的
公示

科研项目3

2016
基于互联网+的社区居家
养老监护云服务平台研制
与应用

刘 文
清

广东省科
技厅

关于 2016 年应用型科技研
发及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资金（应用型科技研发扶
持方向）分配方案的公示

科研项目4

2014
文化力创新建设对珠三角
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
影响

蓝天
广东省科
技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
达 2013 年度广东省自筹经
费类科技计划项目（第二
批）的通知

科研项目5 2014

高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微课体系设计与开发
策略

李 义
丰

广东省教
育厅

关于下达广东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
研究项目（德育专项）的通
知

教学成果
奖（培育项
目）1

2014

国有大型保险集团主导下
的乡镇金融理财人员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创新与实
践

刘 文
清

广东省教
育厅

粤教高函[2015]72 号：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培育项目的通
知

教学成果
奖（培育项
目）2

2014

“分层次，定岗位”的高
职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以物联网应用技
术专业为例

唐 建
清

广东省教
育厅

粤教高函[2015]72 号：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培育项目的通
知

教学成果
奖（培育项
目）3

2014
服务中山 LED 照明产业升
级的政行企校四位一体协
同育人实践

邱 炳
城

广东省教
育厅

粤教高函[2015]72 号：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培育项目的通
知

省级教学
标准

2015
基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的投资与理财专业教
学标准研制与实践

杨 翠
友

广东省教
育厅

粤教高函（2015）96 号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1

2012
2012年广东省高校学生事
务管理优秀项目

朱 树
牛

广东省高
校学生工
作专委会

关于开展“高校学生事务管
理精品项目” 评选的通知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2

2013
2013年广东省高校学生工
作优秀团队

林 卓
歆 广东省高

校学生工
作专委会

关于评选 2013 年广东省高
校学生工作优秀团队及先
进个人的通知（粤高学委
〔2013〕7 号）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3

2013
2013年广东省高校学生工
作先进个人

黄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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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4

2013
广东省第二届高校学生事
务管理“精品项目”

陈 吉
生

广东省高
校学生工
作专委会

《关于开展第二届“高校
学生事务管理精品项目”
评选的通知》（粤高学委
〔2013〕8 号）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5

2013
“广东省高校 2013 年辅
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

苏 小
强

教育部思
政司、广
东省教育
厅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关于举办“第六届全国高校
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的通知》(教思政司〔2013〕
77 号)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6

2014
2014年度广东省高校资助
工作先进个人

黄煌

广东省普
通高校奖
助学工作
专委会

关于开展 2014 年度广东省
普通高校奖助学工作先进
个人评选活动的通知（粤教
助函[5]号）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7

2014
2014年度广东省高校学生
工作先进个人

陈 吉
生

广东省高
校学生工
作专委会

《关于评选 2014 年广东省
高校学生工作优秀团队及
先进个人的通知》（粤高学
委〔2014〕7 号）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8

2014

入选广东省“百系列”学
校德育优秀成果展示活动
“教书育人”系列——“百
名优秀德育教师”（辅导
员组）

苏 小
强

广东省教
育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百系列”学校德育优秀
成果展示活动的通知》（粤
教思函〔2014〕37 号）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9

2014
广东省第三届高校学生事
务管理“精品项目”

林 维
嘉

广东省高
校学生工
作专委会

《关于开展第三届“高校
学生事务管理精品项目”
评选的通知》（粤高学委
〔2014〕8 号）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10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先进集
体

魏 俊
貂

广东省高
校心理健
康教育与
咨询专委
会

《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关于
评选 2015 年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的通知》（粤高校心
[2015]4 号）

学生管理
工作所获
奖励 11

2015
2015年广东省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先进个
人

廖 文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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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

才

培

养

主

要

成

绩

主要成绩综述（300 字以内）：

2011 年以来，人才培养主要成绩如下：

1、大力实施教学改革，教学成果持续增加

荣获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1 项，获省级教改项目 18 项；物联网应用技术等 4 个专业列

为广东省重点（品牌）建设专业；《网络互联技术》等 5 门课程成为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公开出版教材 24 部，其中入选职教国家规划教材 3 部。

2、技能大赛勇创佳绩，学生就业形势喜人

学生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获奖 271 项；学生就业质量呈现“五高一低”（就业率高；就业质

量高；就业满意度高；专业对口率高；职业期待吻合度高；离职率低。）

3、科研服务能力增强，社会培训稳步提升

获得纵向、横向课题 68 项，其中省级以上纵向课题 33 项；学校设立绘图员等 22 个职业技能

鉴定考点，面向各行业开展培训超过 11 万人次。

1-8

社

会

服

务

主

要

成

绩

主要成绩综述（300 字以内）：

2011年至今社会服务主要成绩如下：

1、学院开展会计继续教育等社会技能培训近 20种，累计达 60万人次。

2、组织承担了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认证人员注册全国统一考试、北美精算师等考试服务 10多
种超 8万人次。

3、承担全国高校远程教育公共服务 87216人次。

4、由政府主导、学院主办的全民终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终身学习网，至今有效学习

已达近 40万人次。

5、学院受政府委托，面向省内 200余家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100亿元以上的大型骨干企业开展

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和企业管理专题培训；受广东省质监局和江西省质监局委托，相继开展广东

和江西首席质量官专题培训；学院与政府、行业、企业、专业机构、高校协同开展标准化培训。

6、开展电子商务师职业资格等 22 个工种的技能鉴定，5 年来共鉴定 11673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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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办

学

特

色

培育、实践办学特色综述（300 字以内）：

1.校企协同育人成效显著。学校制定《企业学院理事会章程》，推进探索以企业学院为载体的“校

企合作 6 共同”的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协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共编教

材、共管顶岗实习、共设“学徒制”与“订单”班），2015 年以来，学生有 4 项专利通过申请，

其中 1 项是发明专利；学生就业呈现“五高一强一低”的态势；由学校牵头、企业参与申报成功

2 项省科技厅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共获批资金 600 万元。

2.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学校充分发挥广东开放大学信息技术优势，全面推动现代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目前已改造整合国家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广东中心 1551 门课程、共享

国家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 26542 门课程，建设职业教育网络课程 268 门。

3. 依托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助推中高本衔接人才培养。学校以建设广东终身教育学分

银行为契机，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融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

学校制定并公布《广东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学分认证与转换总则（试行）》，同时不断整合校内广

东开放大学与直属中职的办学资源，协同推进中高本衔接人才培养改革。目前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法律事务、会展策划与管理等专科专业与广东开放大学信息安全、法学、文

化产业管理 3 个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本科专业分别进行对接试点。

二、项目基本情况

2-1

基

本

情

况

项目

类型

√区域共享公共实训中心

（指面向区域内其他学校、

行业企业等）

√校内共享公共实训中心

项目投资总额
1000

（万元）

其中：本次申请专项资金 300

已落实的中央和省

级财政资金

0

举办方投入资金 0

学校自筹资金 400

行业企业投入资

金

300

其他资金 0

项目

属性

□专业大类公共实训中心

√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

项目负责人 张劲珊

电话： 020-83507221

电子邮箱： yoxt@foxmail.com

手机： 133800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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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

设

目

标

及

预

期

效

益

一、建设目标

在 1年的建设周期内，通过筹措各方资金，包括申请财政专项资金、学校自筹资

金以及吸引行业、企业投入资金，共投入约 1000万元，建设成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跨境

电子商务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以下简称“本项目”），具有“五位一体，一辐射，三面

向”的特点。

本项目是以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为核心，广东开放大学和广东

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为共建单位，集实习实训教学、技能考核、师资及企业职工培训、

技能竞赛、教产研发服务“五位一体”，辐射中高衔接合作院校之一中山市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等区域内合作院校的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面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校内与跨境商务相关的电子商务、物流

管理、物流工程技术、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商务英语、国际商务、连锁经营与管理

等 8个专业开放共享，紧密结合中山市和以广州市为核心区的珠三角区域产业发展需

求和行业发展趋势，面向以中山市为核心的区域内职业院校开放共享，面向珠三角地

区跨境电子商务行业企业和现代服务产业开放共享，围绕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技能训

练需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为主线，以设备和资源开放

共享为重点，以队伍建设为保证，将本项目建设成开放共享、校企共建、设备先进、

实践教学改革力度大的多功能公共实训中心。

1、开放共享。充分发挥公共实训中心的示范辐射作用，在为校内财经系、外

语系、南海校区工商管理部等跨系跨部门各相关专业学生、教师服务的基础上，面向

区域内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跨校跨区域开放共享，以提高各方资源利用率和效益。

2、协同共建。充分发挥企业的设备、技术优势和学校的场地、人力资源优势，

校企共同投入建设本项目，共同推动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共同组织实施实践教学，共

同开展社会培训、技术研发。

3、学校主体。学校是公共实训中心建设的责任主体，应加大实训中心投入力

度，改善实训条件，负责除了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外的项目建设资金筹措，以及相关

资源的配置等，确保公共实训中心建设项目如期完成。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是学校重点建设专业群，拟列入学校专业

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主干专业群，本项目建设可实现跨专业、跨系、跨校和跨区域

等多个维度开放共享，并建设成为跨境电子商务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社会企业培

训的桥梁、校企合作的载体、产学研结合的平台、跨境电子商务创业人才孵化中心，

满足学校培养人才的实践教学需要。

二、预期效益

跨境电子商务是“一带一路”、“自贸区”、“互联网+”等重要改革创新举措下

广东省外贸产业的发展趋势和热点，本项目紧密结合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和行业

发展趋势，计划投入使用后将成为我校特色鲜明，具有示范带头作用，集教学、培训、

技术服务与创业孵化为一体的高等职业教育多功能公共实训中心，以实现校内资源共

享、校外企业资源联动发展的新体制机制。

1、健全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创新体制机制，

探索“校中厂、厂中校”校企联动机制，建立开放共享机制、改革实践教学模式，建

设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团队，制定并完善实践教学过程管理、实践教学师资管理、实践

教学安全管理、校外企业培训管理、校外技术服务管理等制度文件 8 个，从制度上保

证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的高效高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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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备水平高、优质资源共享，根据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开设需要，能满足校内跨专业跨院系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教学与实训任务及各专业与

跨境电子商务相关的课程 15 门，面向校内财经系、外语系、南海校区工商学部等相关

专业开设《跨境电子商务基础》的公共必修或选修课，满足跨系部各专业 3000 人以上

公共教学需求，同时面向区域内各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开放共享，开展企业员工培训

12 场次，培训 600 人次，为社会持续培养市场需求量大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计划；

3、通过选派青年骨干教师到跨境电子商务知名企业参加实践或企业专家来校为专

业教师培训的双向途径，大幅度提高跨境电子商务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

和实践教学能力，打造全国一流跨境电子商务教学团队（团队精英达 30 人以上）。

4、改革与完善电子商务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以应对广东外贸产业转型升级，

在真实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上实训，通过平台以真实的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等教学方

法，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推动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改革，计划申报完成与大

跨境电子商务相关的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5 个；

5、建立跨境电子商务教学资源库，向校内跨专业跨院系、校外乃至社会开放共享

平台，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将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建设成为跨境电

子商务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并与合作企业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基地 10 个；

6、为外贸企业的员工提供跨境电子商务培训，实现资源社会共享，将跨境电子商

务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建设成为社会企业培训的桥梁，累计开展社会企业培训达 5000

人次， 创新我校社会服务体制机制和完善社会服务配套体系；

7、为企业、工厂提供跨境电子商务外包服务，校企合作，一方面能让学生从中取

得实战经验并在持续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提升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各方面的工作能

力，另一方面也能让相关企业、工厂将重心放到其核心竞争力的部门，探索“校中厂、

厂中校”校企联动机制，将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建设成为校企合作的载

体、产学研结合的平台，引进合作企业 10 家，建成创新教育基地 1个，电子口岸应用

基地 1个，协同创新中心 1 个，企业运营中心 1个；

8、为有志于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创业的本院优秀在校生或毕业生提供相关培训与

指导，以及创业的场所和设备，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成跨境电子商务创

新创业基地 1个和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孵化基地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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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地方层面密集出台“一带一路”、“自贸区”、“互联网+”行动计

划等重要改革创新举措，以及广东省对外贸易转型升级，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迎来历

史性机遇。2016 年 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广州、深圳、上海等 12 个城市新设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广东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智造高地”的最前沿，为全国

探索监管模式和发展模式创新。

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数据显示，广东省作为全国第一外贸大省，跨境电子商

务交易额占全国交易总额的七成。跨境电子商务是我省近年发展最为迅猛的新业态之

一，2015 年广东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总额为 16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倍。在传统

外贸 2015 年出口增长仅为 0.8%，进口下降 10.8%的情况下，同比增长 3.6 倍的跨境电

子商务无疑成为我省外贸进出口新的增长点。

全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约 70%在广东，其中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性质的占比达 50%

左右，广东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和模式创新走在全国前列。本省跨境电子商务人才

的人才缺口巨大，随着本省跨境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该产业对综合素质高的跨境电

子商务人才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

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 2015 年调查发现，广东跨境电子商务的人才缺口不少

于 30 万。因此，建设培养急缺的实操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跨境电子商务复合型人才的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尤为迫切。

因此，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不仅是很有必要，而且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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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贸产业的转型升级，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外贸产业的发展趋势和热点，社会

对跨境电子商务人才要求的不断提高，本校校内实践教学条件已跟不上外贸产业转型

升级的变化与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校内实训教学规模、质量和多功能方面无法

满足当前社会对实操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

一、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导致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缺口情况严峻

从外部分析，传统外贸企业借助跨境电子商务进行转型升级已是大势所趋，跨境

电子商务对保持本省外贸稳定增长具有深远意义。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有助于在

成本和效率层面增强我省的进出口竞争优势，提高外贸企业的利润率。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渠道的深入渗透，可以使企业和最终消费建立更畅通的信息交

流平台，对企业及时掌握国际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树立产品品

牌，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信用体系，从而增强我省外贸的整体竞争力，对稳定外贸增长

起到重要作用。

广东省作为全国第一外贸大省，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全国交易总额的 70%，聚

集了全国约 70%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跨境电子商务近年来以同比增长 3.6 倍的速度

蓬勃增长，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缺口情况严峻。

本专业建立跨境电子商务公共实训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本地区培养具有实

战经验的跨境贸易复合型人才，基于该公共实训基地的人才培养也是为了适应产业转

型升级的必然之举。

二、校内现有实训室建设基础较好，能部分满足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需求，

但还急需在现有实训室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建设，以实现资源共享。

1.从内部分析，学校目前的建设基础较好，能部分满足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的

需求。

2.硬实力方面，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跨境电子商务团队现建有的 13 间实训室足以满

足该项目的场地建设需要，而且每间实训室都以教育物联网基地理念和思路，都融入

了跨境电子商务公共实训中心的元素。而且目前学校现有的 10 个公共实训室和刚落成

的电器博物馆场地以及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等良好基础足以支撑拓展建设完成本项

目，并可积极创造条件建设广东跨境电商博物馆和广东跨境电商成果展览馆。

3.软实力方面，本校电子商务从 2006 年开始建设，电子商务专业的前身隶属工程

技术系，是文理交融具有工科特点的特色建设专业，并计划在 2017 年启动电子商务技

术工科代码专业申报；通过近十年的电商专业建设的沉淀，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跨境电

子商务团队的电子商务教学团队具备了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公共实训中心的各方面条

件。

三、同类实训实验条件情况对比分析

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在近几年才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且跨境电子商务是一门新的课

程，一个新的领域，知识结构复杂，技术性强，属于商务、计算机、管理交叉学科，

要办好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对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要求教师不只是谈谈商务理论，

而应兼顾实践，多参与跨境电子商务实践活动，校园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了完整的实践

活动环节，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跨境电子商务活动，提供更强的技术支持，参与管理

开展校园跨境电子商务，教师的专业和业务水平得到提高，同时也提高了师资队伍水

平、优化师资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学质量。

本项目通过真实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实操，学生的学习和实操突破以往的模

拟模式，进入全真的实战模式。真正将企业与学校结合，进行校企融合、产学合作，

共同优秀跨境电子商务人才为企业服务。

由此可见，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的建设是可行的。



27

2-5

建

设

内

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六大模块，18 个建设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模块一：创新体制机制

学校要创新实训中心投入体制，探索“校中厂”、“厂中校”，吸引行业、企

业共同投入、共同建设，实现建设主体多元化、筹资渠道多样化；创新校企共同参与

的管理体制，建立“校企联动、合作育人、协作生产、共同研发”的运行机制，将实

训中心建设成为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职教育多功能公

共实训中心。

项目 1、成立跨境电子商务创新研究与创业服务联盟体，为筹建广东省跨境电

子商务与现代物流职业教育集团奠定坚实基础

联合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跨境电子商务部、全国电子

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司共建跨境电子商务创新

研究与创业服务联盟体。联盟下设跨境电子商务创新研究中心、跨境电子商务创业服

务联盟、跨境电子商务校企联盟专业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以实现组织架构体系创新，

保障项目顺利进行。发挥学校人才、师资和实训条件优势，发挥行业协会企业资源优

势，以联盟为平台，校企合作，协同共建，以创新创业为主线，提升跨境电子商务专

业群人才培养质量。

项目 2、新建跨境电子商务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构建校政行企多方协商创新机制，争创国家级跨境电子商务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建设完成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研发中心、跨境电子商务协同创新中心等组织机构，

以实现多方资源共享互助合作机制。

项目 3、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建设

创新课程体系与岗位模块化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构建以跨境电子商务岗位模块化

培养实际操作能力为核心、工学研紧密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1）成立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建设指导委员会

基于“一带一路”为引领，服务广东外贸行业和会展经济发展及经济社会全面转型

升级，结合产业行业资源，集聚海内外跨境电子商务领域高尖端专家和行业专家，在

省教育厅领导下，组建成立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建设指导委员会（下

称指委会）；在指委会的指导下进行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所需的课程资源建设、录

播制作室、教材开发和教学软件及硬件等培养标准建设工程，形成对接产业行业发展

独具广东特色的全国领先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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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构建以跨境电子商务实际操作能力

为核心、以能力为本位的工学研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教学模式，贯彻“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项目为载体”的高职教育理念，

不断提高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具体而言，就是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

课程模块的设置、项目课程的开发、实习实训环节的教学、专业教学改革与教研工作

的展开等诸多方面，无一例外地都要以“有利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以培养

学生“职业基本技能和综合素质”为宗旨，通过密切结合就业市场需求，强化专业技

能的培养，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实践操作能力，以此提升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拓宽就业渠道。

（3）实践教学具体实施措施

围绕岗位或具体工作项目中的核心能力与具体工作环节中的要求，构建以项目教

学为主要教学方法，技术应用能力为主要培养目标、职业素质训导和职业资格证书获

取为目标的课程体系；以基本技能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体系。遵循基本能力、核心能力、

拓展能力之间的联系规律，形成岗位能力模块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做到单元

技能反复演练，综合技能集中强化。

集中实践教学分为 2 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模拟实习；第二阶段

在校外实训基地相关岗位进行的生产实习。实施引导式教学，形成“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以项目为载体”的高职教学模式。如采用“项目教学法”，让学生了

解行业的现状和就业前景，明确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欲望，

增强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又如采用“实训教学法”，对单元操作技术反复训练，使

之达到娴熟水平。再如采用“模拟教学法”，有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技术应用

能力。深入开展与校外实习基地的合作，建立校企合作。与企业联合组建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共同研制本专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共同指导毕

业生就业。

（4）以就业为导向，创新实施“双证书”制度，实现“以证代考、多次联考、

自主选考”的灵活机制。

坚持应用型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理论与技能为本位，培养符合高职教育素质要求的

应用型人才。将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认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专业教学中

的课程模块设置以及教学内容改革都直接与相关职业岗位资格证书和技能证书的考核

内容相对接，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本专业在校生参加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证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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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过率，而且基本能够满足学生就业所要从事的工作岗位的具体技能要求，从而有

效提高本专业学生的就业率。

项目 4、新建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测评中心

互联网+领域和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太快，人才的供给一直存在较大差距：一方

面学校培养的人不实用，企业觉得不好用；一方面，高校的培养的人才自我感觉良好，

但很少企业“买单”；通过电商人才测评中心的建设，根据企业需求，建立电商人才

测评体系，满足《电子商务职业定位与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指导》

等核心课程及技能训练，建成人才测评系统和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测评标准体系，以强

化跨境人才合理流动以及与企业的有效对接。

模块二：及时更新实训设备，新建现代智慧新型跨境电商功能实训室

学校要主动适应区域和行业的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按照先进性要求，及时更

新实训设备，提升设备的技术含量，确保实训中心的设备和技术水平保持与同期企业

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并且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项目 5、新建跨境电子商务智慧商务信息岛综合实训室

采用全新的智慧校园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教育物联网创新创业，适用于跨境

电子商务校内实训、社会培训、跨境电子商务就业创业、洽谈业务等。每个高端智能

商务信息岛占地 100 平米，能容纳 30-50 人同时上课。在舒适的环境下分享、讨论各

自的作品或洽谈项目合作，智能信息切换系统能把所有的资讯存储设备：如手机、平

板电脑、U 盘、笔记本电脑、主机、云盘的声音和画面即时分享到面前的屏幕供小组

成员探讨。支持两人同时分享信息至智能屏幕，便于对信息或项目内容进行对比探讨，

实现大数据快捷分享。（同时支持苹果 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其硬件设备安装符合

智慧校园信息化要求。

项目 6、新建跨境商品创意设计与体验中心

随着电子商务产业不断发展，尤其近年迅猛发展起来的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网

店装修等美工设计、UI 设计人员以及电商企业文化创意设计方面的人才奇缺；通过建

设网络商品创意设计与体验中心，不仅可以满足《网络商品学》、《跨境电子商务产

品创新设计》、《网络商品创意设计与体验营销》、《网店装修与设计》等核心课程

的教学，还可以通过引进虚似现实等新型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和

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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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7、新建跨境电子商务物流配送实训室

建成“一心一站二基地”建设：“一心”指跨境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中心，“一站”

指聚宝屋创业服务站，“二基地”指电商物流专业群实训基地、电商物流创业兵棋推

演基地。

项目 8、新建跨境电子商务客服呼叫中心实训室

根据电商人才培养标准中客服岗位要求，建立电子商务客服呼叫中心，旨在通

过中心培养学生实战客户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对接产业行业培养一线的客服专职人员；

同时满足和深化《网络客服基础与实务》、《网络客户关系管理》等核心课程教学和

改革。同步建成企业服务外包实践基地。

模块三：改革实践教学模式

学校要以职业岗位群和专业技术领域要求为重点，以实训中心项目建设为引

导，推动有关专业积极探索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有利于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教

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实训云学习

平台，校企共同开发课程、教材、课件、软件等优质实践教学资源。

项目 9、新建跨境电子商务校外实践基地

跨境电子商务的教学强调实践能力培养，跨境电子商务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显

得尤其重要，是现代学徒制教学改革的重要支撑和平台，也符合“工学结合、产学合

作、科教融合”发展大趋势。建设完成跨境电子商务校外实践基地 10 个。

项目 10、新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化运营中心

建“校企一体化”机制，实现校企无缝对接运营企业的真实项目， 以提升学生

专业实战能力，积累一定的项目运作经验。建设内容包括建成企业外包服务基地、跨

境项目运营中心、启动跨境电子商务文化节，并以学校现有的公共实训室和电器博物

馆场地以及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为基础，拓展建设完成广东跨境电商博物馆和广东跨

境电商成果展。

项目 11、新建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应用（电子口岸）实训基地

充分运用“工学结合、产学合作、科教融合”理念，结合跨境电子商务专业课

程建设和教学的需要，筹建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应用（电子口岸）实训基地，旨在通过

基地建设将企业家导师入课堂进行实战教学和模似软件的训练以及企业真实项目的运

营，提高学生专业实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专业实训，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

方法，创造教学特色，引领跨境电子商务创新驱动发展；满足《跨境电子商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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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跨境电子商务基础》、《跨境电子商务操作实务》等核心课程的实训教学。

建设的关键性任务指标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创新中心建设和跨境电子商务应用（电子口

岸）实训基地建设。

项目 12、新建跨境电子商务职业技能鉴定站

积极开拓行业、企业资源，联合工信部、人社部和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等学术和社会

团体，建立跨境电子商务师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站，以更好地服务于专业建设和提升

专业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关键性的任务指标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技能培训中心、

认证中心。

项目 13、新建移动电子商务平台与创新教育基地

基于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结合目前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困境，筹建移动电子商

务创新教育基地。旨在通过基地建设和运营，促进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内的移动电子

商务人才培养，满足《移动电子商务实务》、《移动支付与安全》、移动互联网营销》

等核心课程的教学，促进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产业行业发展，提升高校社会服务能力和

水平。关键性的任务指标包括移动电商平台构建、移动运营中心和创新教育基地。

模块四：建立开放共享机制

学校要建立实训中心资源共享长效机制，面向区域内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开放

共享实训设备、课程教材和师资、职业技能鉴定与培训等，将实训中心建设成为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社会企业培训的桥梁、校企合作的载体、产学研结合的

平台。

项目 14、建设跨境电子商务教学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整合校内外资源硬件和软

件资源，建立专业群教学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强化专业服务产业能力。

建设跨境电子商务教学资源平台，面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校内与跨境商务相关

的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物流工程技术、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商务英语、国际商务、

连锁经营与管理等 8个专业的相关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资源平台开放共享，紧密

结合中山市和以广州市为核心区的珠三角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面向以

中山市为核心的区域内职业院校开放共享，面向珠三角地区跨境电子商务行业企业和

现代服务产业开放共享，实现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实训室的规模化经营运作，提高本

公共实训中心的综合利用效率。在教学中不断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建立有利于培养技

术应用能力和综合应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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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实训基地尽可能与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模拟一致，形成仿真的职

业环境。进一步规划现有实训室的建设和管理，保障专业校内实训正常进行，以实现

教学资源多元化，构建课程录播常规化和 “校园网络电视台”边际效益。关键性的任

务指标包括课程录播中心建设、微课制作中心建设和课程资源库建设。

项目 15、新建跨境电子商务课程研发与学分互认创新教育中心，开发体现岗位

核心能力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和创新学分互认机制，建成学分互认创新教育中心。

构建跨境电子商务战略运营、营销推广、技术服务三大技能模块课程体系；建成

一个共享型、教学互动的专业资源库；出版具有教学互动性、实践标准性、内容科学

性为一体的专业系列特色教材；使《跨境电商基础与实务》、《跨境电商综合模拟操

作》、和《跨境电商项目运营攻略》等专业核心课程成为校、市、省级和全国性精品

课程。以就业为导向，从广度和深度上动态地对外贸行业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外贸行

业进行调研，由学校与企业管理者、岗位从业者和专业教师共同参与，分析行业特点

和岗位（群）的人才定位。改革课程内容，与“双证制”有效衔接。将国家或行业标

准、企业规范分别内化于课程，形成标准化的课程内容体系。并且在学校期间强化学

生的动手能力，要求学生毕业时除了毕业证书也取得了相应的岗位证书。进一步完善

课程内容的整合。采取“教师、企业从业人员、学生三方结合”的方式，紧跟国内外

贸行业的发展，同时注意收集分析学生和企业的反馈意见，对教材进行及时修改。重

点抓好《跨境电子商务基础与实务》、《跨境网络营销实务》、《跨境电商综合模拟

操作》、和《跨境电商项目运营攻略》等核心课程的教材建设。优化教材结构的总体

设计，突出重点和难点，突出实训环节，适应高职教育的发展需要。关键性的任务指

标包括跨境电商课程研发中心、跨境电商远程教育中心和跨境电商学分互认创新教育

中心。

项目 16、新建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基地和人才孵化基地

发挥学校人才、师资和实训条件优势，发挥行业协会企业资源优势，以联盟为

平台，校企合作，协同共建，以创新创业为主线，提升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人才培养

质量，实现人才孵化，提升人才服务产业能力。关键性的任务指标跨境电子商务创新

创业基地和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孵化基地。

项目 17、新建互联网+产业重构与跨境电子商务数据平台

对接产业行业企业，借助互联网思维和运用大数据，促进传统产业重构，筹建互联

网+产业重构与大数据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服务于日新朋异的跨境电子商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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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引进产业行业企业资源，深化教学改革，满足《跨境金融实务》、《跨境支

付与安全》、《跨境网络营销实务》等课程教学和实践操作，以问题式教学手段企业

真实项目化任务式运营的工学结合模式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突出跨境电子商务人

才特色培养和高质量就业。关键性的任务指标跨境电子商务数云平台构建、产业运营

中心和跨境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师认证中心。

模块五：建设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

根据项目建设需要，选派学校优秀教师和聘请企业技术能手担任实践教学指导教

师。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支持学校专业教师参加生产实践活动，提高教师的实践教

学能力；支持来自行业企业的兼职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牵头实践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

组织实施教学改革。

项目 18、启动跨境电商教学团队素质提升计划，建成跨境电商实战师资培训中心

实施“双师”工程，造就一支“教学高手、技术能手”组成的师资队伍。跨境电

子商务专业建设关键在师资，社会服务能力提升重点在教学团队，通过实施跨境电子

商务教学团队素质提升计划，最大限度地培养企业师资及提高现有师资。

计划到 2017 年下半年，专业教师总人数将达到 30 人（15 人编内专职，引进 15

个企业一线经理作为高层次兼职教师），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技术结构

更加合理；服务社会等方面的能力有显著提高；教师团队中有很多老师一批学生喜欢、

行业认可的教学高手，教学民主评估达到优秀的教师占 80%；培养一批实践能力强、

操作水平高、具备国家职业资格高级技师的技术能手，具有全国职业经理人培训师、

咨询师、策划师、采购师等职业资格的“双师型”教师比例达 90%。最终形成一支在国

内外同行中有声誉、有成果、有影响力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具体措施有：制订本专业

“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规划。规定教师每年下企业锻炼时间，至少取得 1项相关职

业资格证书； 针对专业师资队伍目前的薄弱环节，加大师资引进力度。在每年引进具

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 3-5 名；“培优、促新”，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和

专业知识更新。重点培养 1名专业带头人；每年安排 1名教师进修或合作研究；安排

1名教师参加国内培训；制订优秀教师培养计划；坚持新教师岗前培训制度、青年教

师导师制度和实训室工作制度及实训项目绩效考核制度；另外，通过教师互相听课、

优秀教师公开课、教学研讨等途径进行示范，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关

键性任务指标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实战师资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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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六：制度体系建设

1、 成立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建设领导小组

为了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建设，推动公共实训中心的开放

共享，成立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领导小组，其架构为：

组长：分管校领导

副组长：实训中心主任、跨境电商专专业群负责人（本项目负责人）

成员：各子项目负责人、学校实训中心、教务处相关人员、共建单位代表。

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领导小组作为公共实训中心建设、管理、运行、

开放共享等工作的领导机构，决策、指导公共实训中心主要事务。

2、配备专职实训中心管理人员

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设主任一名，负责在领导小组的领导、指导下具

体统筹公共实训中心的各项事务。设 3 名专职实训管理员，负责公共实训中心各实训

室的日常管理和运行服务。

3、 完成公共实训中心制度体系建设

1. 完成公共实训中心日常管理、运行制度建设；

2. 完成公共实训中心开放共享制度建设；

3. 完成公共实训中心宣传制度建设；

4. 其它制度建设。

4、 制订公共实训中心建设发展规划

根据跨境电商专业群发展建设规划，制订《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十三

五”发展规划》以及《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一年实施计划》和《跨境电商专业

群公共实训中心三年建设规划》（2016~2018）。



35

2-6

实

施

进

度

计

划

本项目建设期为一年，自 2016 年 8 月 15 日-2017 年 7 月 15 日止，根据建设内容

中所列各个建设项目（建设任务），建设进度及实施计划（阶段性成果）具体如表 1

序号
建设

阶段

实施

时间
建设项目 阶段性成果（关键任务指标）

1

第

一

阶

段

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

互联网+产业重构与跨境电商

数据平台

跨境电子商务数据云平台

产业运营中心、数据分析师认证中心

2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

标准体系

跨境电商专业建设指南

行业标准、课程体系

3
移动电子商务平台与

创新教育基地

联合广东省现代移动互联网

研究院，建成移动电商平台

和移动运营中心及创新教育基地 3 个

4
跨境电商职业技能和实战师资

培训中心

依托学校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和行业企业合作资源，建成

跨境电商师技能鉴定站和

实战师资培训基地

5

第

二

阶

段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

跨境商品创意设计与体验中心
跨境商品创意设计中心 1 个，

跨境商品体验中心 3 个

6
跨境电子商务智慧商务信息岛

综合实训基地

智慧商务信息岛云平台

第三方平台运营中心

7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应用（电子口

岸）实训基地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中心

电子口岸应用实训基地

8 电子商务人才测评中心建设
跨境电商人才测评标准体系

跨境电商人才测评云平台

9

第

三

阶

段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4

月

跨境电商物流配送中心建设
跨境电商物流配送中心

聚宝屋服务站、创业兵棋基地

10 跨境电子商务客服呼叫中心
客户服务语音呼叫智能云平台

前台文化建设

11 跨境电子商务校外实践基地
“国通达”实践基地、南沙自贸区实践

基地等校外跨境电商实践基地 10 个

12
跨境电商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

跨境电商平台研发中心

跨境电商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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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实

施

进

度

计

划

本项目建设期为一年，自 2016 年 8 月 15 日-2017 年 7 月 15 日止，根据建设内容中

所列各个建设项目（建设任务），建设进度及实施计划（阶段性成果）具体如表 2

序号
建设

阶段

实施

时间
建设项目 阶段性成果（关键任务指标）

13

第

四

阶

段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7

月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化运营

中心

企业外包服务基地

项目运营中心、跨境电商文化节

14
跨境电子商务教学资源建

设中心

课程录播中心

微课制作中心、课程资源库中心

15
跨境电子商务课程研发与

学分互认创新教育中心

跨境电商课程研发中心

远程教育中心、学分互认中心

16
跨境电子商务教学团队素

质提升工程

强化师资培训，提升双师队伍

素质，培养教学名师 5 名以上，

打造全国一流教学团队

17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研究与

创业服务联盟体

跨境电商创新研究中心

创业服务联盟、校企联盟专委

18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基

地和人才孵化基地

跨境电商创业基地 5 个

跨境电商人才孵化基地 3 个

19
广东跨境电商博物馆和广

东跨境电商成果展览馆

以学校现有的公共实训室和

电器博物馆场地以及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为基础，拓展建设

完成广东跨境电商博物馆和

广东跨境电商成果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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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资

金

筹

措

及

使

用

计

划

本项目建设资金预算共 1000 万元，依据筹措方式，申请省高职教育专项资金 300
万元，学校自筹 400万元，企业投资 300万元。具体的资金筹措及使用计划详见下表：

项目

申请省高

职教育专

项资金

（万元）

学校自

筹经费

（万

元）

企业投

资经费

（万

元）

主要使用计划

互联网+产业重构跨境电商数据平台 20 20 采购实训设备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建设 20 30 采购实训设备

移动电子商务平台与创新教育基地 10 30 采购实训设备

跨境电商职业技能实战师资培训中心 20 40 采购实训设备

新建跨境商品创意设计与体验中心 30 采购实训设备

智慧商务信息岛云平台构建与

跨境电商综合实训室建设

75 45

采购智慧商务信息岛

云平台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实训基地所需硬件

设备和软件

新建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应用实训基地 20 20 采购实训设备

新建电子商务人才测评中心 45 采购实训设备

新建跨境电子商务物流配送实训室 50 采购实训设备

新建跨境电子商务客服呼叫中心 20 30 10 采购实训设备

新建跨境电子商务校外实践基地 50 采购实训设备

新建跨境电商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40 采购实训设备

新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化运营中心 70 采购实训设备

新建跨境电子商务教学资源库中心 35 45 采购实训设备

跨境电商课程研发学分互认教育中心 40 20 采购实训设备

跨境电商教学团队素质提升工程 25 50 采购实训设备

跨境电商创新研究与创业服务联盟 10 10 采购实训设备

跨境电商创业基地和人才孵化基地 5 5 60 采购实训设备

合计 300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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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现有

实施

条件

本项目现有的实施条件比较成熟，可行性高，具体实施条件如下：

1、实施的场地资源充足

学校三期工程新建两栋实训楼刚刚建设完成并已全面投入使用，根据学校实训场

地综合规划，为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实训基地规划了实训建设场地 2100 平方米，完全

能满足本项目的建设用地需要。

2、学校的大力支持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是学校重点建设专业群，自 2006 年办学多年，并拥有多项标

志性成果，师资队伍结构也较为合理，团队软实力较强。本项目申报得到学校领导和相

关职能部门以及兄弟院系的大力支持和推荐，项目的建设可辐射校内多个专业的实训教

学，实现校内共享，面向区域开放，有着较好的建设基础。目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

公共实训中心建设项目拟列入学校实训基地“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3、行业、企业基础强大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有良好的行业和企业合作基础，与多家企业合作在校内建设了

企业的双师工作室，是学校的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并且产生了较好的效益。例如，与中

山翔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智慧商圈 O2O 创业生态城；与中山云之梦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翎英双师工作室；与中国创业智库联合共建的 PTC 双师工作室和

PTC 公园；与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联合共建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孵化体系建设和跨境

商品体验店等等。

4、资金基础

本项目资金筹措较为合理，申请财政专项资金 300 万元同时，学校自筹经费也将投

入 400 万元。此外，以引企入校、校企共建的形式，积极筹措企业投入资金，目前已确

定企业投入 100 万元，计划再引入企业投入 200 万元，合计企业投入 300 万元。

5、跨境电商教学团队基础较好，软实力较强

序号 教师姓名 职业资格证书 等级 职称

1 张劲珊
高级物流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副教授
高级营销师

2 陈智 高级物流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讲师

3 王莹 高级物流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讲师

4 谢祥添 高级物流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讲师

5 肖祥伟 高级物流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副教授

6 卢小锦 高级物流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讲师

7 罗学强 高级营销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讲师

8 曾紫阳 高级营销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讲师

9 何晓芳 高级物流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高级工程师

10 邓华华

高级电子商务师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讲师高级物流师

高级职业指导师

跨境电商教学团队是一支拥有专业知识扎实、业务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科研能力

强的教师团队。教学团队现有教师 10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3 人，中级职称教师 7人，

教师中具有企业生产一线工作经历和国家一级职业资格的有 10 人。

近年跨境电商教学团队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完成省级科研课题 15 项，

厅局级及校级科研课题 8项，省级教改项目 10 项，教指委教改项目 7 项。发表科研论

文 50 篇，其中 5 篇被北大核心刊物收录，3篇被其它核心期刊收录，5篇被 EI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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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有实训室基础好

跨境电子商务现代商贸服务业公共实训中心依托现有的现代物流服务实训基地

（省级物流工程技术实训基地）和现代服务业电商物流专业群实训基地（创新强校工程

项目）进行拓展建设，具体的现有实施条件如下表所示：

房号 实训室名称 计划建设的公共功能实训室

F201 物流自动化实训室、物流信息技术实训室 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F203 物流竞赛一体化实训室 电商物流课程研发中心

F205 沙盘模拟实训室、国际物流实训室
微生态系统研发服务中心

电商物流创业兵棋推演中心

F103 叉车实训室、电商物流博物馆
跨境电商物流配送实训室、淘宝

运营室（三）、聚宝屋服务站

F202

商务环境模拟实训室

商务洽谈实训室（一)

电子商务实训室

PTC 双师工作室（已建）

大学生众创空间人才孵化基地

电商物流创新研究创业服务中心

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 1（一）

F204
电子商务物流综合实训室、电子商务竞赛一

体化实训室

电商物流创业项目路演中心

淘宝运营实训室（一）

F206 模拟超市实训室、条码包装技术实训室
电商物流创业实践中心

跨境电商双师工作室（拟申报）

F208
运输管理（冷链方向）实训室

仓储综合实训室（智能仓储）

智慧物流创新服务中心

生鲜电商物流配送体系研发中心

G202
智慧商圈 020 创业生态城、商务洽谈实训室

（二)

翎英双师工作室（已建）

跨境电商公专业群共实训中心 2

电商实战协会活动室

G204 状元坊红木家具网络营销研究院 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 3

8-F11 现代智能港口物流实训室、集装箱实训室
跨境电商专业群公共实训中心 4

申报名师工作室或双师工作室）

3-F06 邮政快递实训室、跨境物流配送服务站
淘宝运营工作室（二）、

聚宝屋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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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支 出 项 目 数量 单价 总金额

互联网+产业重构与跨境电子商务数据平台建设 1 40 40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建设 1 50 50

移动电子商务平台与创新教育基地建设 1 40 40

跨境电子商务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和实战师资培训中心建设 1 60 60

跨境商品创意设计与体验中心建设 1 30 30

跨境电商智慧商务信息岛综合实训室（第三方平台运营中心） 1 120 120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应用（电子口岸）实训基地建设 5 40 40

电子商务人才测评中心建设 1 45 45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配送实训室建设 1 50 50

跨境电子商务客服呼叫中心实训室建设 1 60 60

跨境电子商务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10 50 50

跨境电子商务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1 40 40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化运营中心（企业外包服务基地）建设 1 70 70

跨境电子商务教学资源建设中心（课程录播中心、微课制作

中心）建设

1 80 80

跨境电子商务课程研发与学分互认创新教育中心建设 1 60 60

跨境电子商务教学团队（师资培养等师资队伍建设）素质提

升工程建设

1 75 75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研究与创业服务联盟体建设 1 20 20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基地和人才孵化基地建设 1 70 70

合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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