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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
持人

所在单位 项目组成员
对口高职

名称

JGXT201801

学前教育专业高职本科
协同育人试点改革的实
践

陶红
教育科学与
技术学院

孙文云、张莉、谢德新、陈丽
、李存园、陈晓青、戴秋初

广东省外语
艺术职业学

院

JGXT201802
商务英语专业高本协同
育人研究与实践

贺显斌 外国语学院
王友良、王永建、熊有生、郭
珊珊、徐玲、闫 娟、禹婷婷、
谢育兵

广州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3

高职与本科衔接三二分
段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
研究与实践——以数字
媒体技术专业为例

陈雪梅
教育科学与
技术学院

王禹、袁南辉、王竹君、赵建
保、许晓安、张琳

广东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

院

JGXT201804

软件工程专业高职与本
科协同育人一体化衔接
研究与实践

梁鹏
计算机科学

学院
肖政宏、刘晓勇、郝刚、吴瑞
龙、张健、陈智斌、李伟键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5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机制
的研究与实践——以建
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为
例

李丽 自动化学院
张先勇、肖蕾、王冠培、王娜
、王丽、操瑞兵、黄河、卢士
华

广东建设职
业技术学院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6

校企协同构建高职本科
自动化专业的学习工厂
内涵建设

宋海鹰 自动化学院

王中生、李海生、顾佳蒨、曾
庆猛、康慧、许兆庆、伍银波
、彭李、王帮华、麦明秀、林
利彬、杨永泉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7

电子商务专业高职本科
协同育人试点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肖茵茵
计算机科学

学院
张锐、王旭阳、汤志康、冯文
辉、郭建华、辛玉红、胡若

广东女子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8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下会
计学专业本科段的衔接
路径实践研究

蔡文英 财经学院
向凯、刘国庆、蔡军、江炼、
蓝图、陈平、彭志成

广东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

院

JGXT201809

高本衔接“三二分段”
机械设计制造专业贯通
式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践

罗永顺 机电学院
姚屏、肖苏华、刘大维、周莉
、邓澄、王晓军、杨勇

河源职业技
术学院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10

新工科背景下高职本科
协同培养物联网创新创
业人才的新模式研究与
实践

陈荣军
计算机科学

学院

赵慧民、崔怀林、吕巨建、王
磊军、贾西平、廖秀秀、聂琼
、黄昊晶、李君艺、唐建清

广东理工职
业学院

JGXT201811

基于工匠精神的服装与
服饰设计专业(2+2)实践
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蔡蕾 美术学院
吴妍、鹿新杰、段娜、王羊羊
、董雪丹、柯慧明、李媛、和
琪、樊蓉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12
协同育人模式下的高本
贯通课程建设研究

张海燕 管理学院
杨亮、张颖、富立业、曾韬、
邹蔚菲、伍新蕾、杨红霞

河源职业技
术学院

JGXT201813

高职本科一体化金融学
专业教学标准研究与实
践

刘茂平 财经学院
陆明祥、谢林林、林欣、赵华
、吴英杰、付世俊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校级高职本科协同育人试点类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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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教高函〔2015〕1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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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本科高校:

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5年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建设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5〕33号）的

安排，省教育厅组织了 2015年我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以下简称“质量工程”）项目推荐工作。经学校遴选、公

示及推荐、省教育厅审核，现将 2015年省本科高校质量工程建

设项目立项名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情况

确定立项建设 180个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67个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103部精品教材、190个教学团队、79个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150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43项卓越人才培

养计划、5个试点学院、4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62个应用型人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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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示范专业、26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14个战略新兴

产业特色专业、300门精品开放课程（61门精品视频公开课、239

门精品资源共享课）、22项自主特色项目（项目详细名单见附件）。

二、项目管理

（一）本次公布立项项目仅为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经学校

校内结题并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验收及建设成果评定后，正式认

定为省级项目。

（二）建设项目的日常管理委托学校项目主管部门负责，为

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成效，请各校按照要求进行项目实施前论

证，并根据项目拟结项时间统筹安排中期检查、校内结题验收等

工作。各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情况，将作为学校下一年度项

目立项额度的参考依据。

（三）项目的名称、建设内容、建设周期、主要负责人或建

设成果发生重大变更的，需由学校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正式来函

说明原因。

三、其他事项

（一）2015年度各校向省教育厅推荐并获得立项的项目，

学校须将相关项目校内评审推荐及立项材料妥善保存，留底备

查。

（二）项目由各校统筹本校“创新强校工程”资金及自有资金

予以资助，各校在项目建设、管理和应用推广方面的优秀经验做

法，请及时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教育厅高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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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李成军，联系电话：020-37629463；传真：

020-37627963。

附件：2015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

设项目立项建设名单

广东省教育厅

2015年 7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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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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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高校 项目名称
当前项目负

责人
验收结果

307 广州体育学院
PBL教学模式在《体育保健学》教

学中的应用及效果分析
刘芳 暂缓通过

308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支持混合学习的工科教学资源开发

与共享研究
伍银波 通过

309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服装设计与工程

专业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蔡蕾 通过

310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协同培养应用型人才与职教师资的

模式研究与实践探索
黄秋文 通过

311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基于VRP仿真平台的广播电视编导

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朱姝 通过

312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创新与实践
徐小平 通过

313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文学院基于实践的“全过程”师范

技能训练模式的探索与改革
周卫忠 通过

314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广东省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素质标

准及能力提升研究
柏晶 通过

315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探索实践
孙墀 通过

316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卓越会计职教师资人才协同育人机

制创新与实践研究
李旭旦 通过

317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车辆类本科专业卓越职教师资协同

培养模式研究
杨勇 通过

318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校企协同创新高技能旅游职教师资

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张海燕 通过

319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基于网络课程支持的公选课《
Flash动画制作》数字化学习方式

的研究
陈雅 通过

320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课程（公
选课）教学管理改革研究与实践

吴松 通过

321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系统设计》

课程建设与改革
周元春 通过

322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融合基于问题学习和基于项目学习
的学生自主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付辉 通过

323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以二级学院为主体，构建动态化“
教师评学”体系的实践与探索

刘汉光 通过

324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课题式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中的运用研究
刘绮婷 通过

325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维互动”

教学模式研究
李冬娜 通过

326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基于整合思维视角的金融学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研究
林欣 暂缓通过

327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校企协同培养电气自控类创新型人

才的研究与实践
张绪红 通过

328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基于学科竞赛的计算机专业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方刚 暂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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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7 年混合式教学改革试点课程名单 

序号 立项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2017HHJXKC01 
office 高 级 应 用 之
VBA 实战 

伍银波 自动化学院 

2 2017HHJXKC02 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 曾丽娟 美术学院 

3 2017HHJXKC03 三维高级动画设计 黄爱民 美术学院 

4 2017HHJXKC04 书籍设计 张锋美 美术学院 

5 2017HHJXKC05 广东文化英语视听说 张仁霞 外国语学院 

6 2017HHJXKC06 基础英语 王瑛 外国语学院 

7 2017HHJXKC07 商务基础英语 谭雯婷 外国语学院 

8 2017HHJXKC08 英语课程设计 张彦琳 外国语学院 

9 2017HHJXKC09 审计学 周阿立 财经学院 

10 2017HHJXKC10 资产评估 陈芸 财经学院 

11 2017HHJXKC11 
管理文献阅读与研究
方法 

孙敏 管理学院 

12 2017HHJXKC12 中国茶艺 张海燕 管理学院 

13 2017HHJXKC13 咖啡调制 任泉香 管理学院 

14 2017HHJXKC14 WEB 程序设计 张倩 计算机科学学院 

15 2017HHJXKC15 摄影技术 黄芳明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16 2017HHJXKC16 现代教育技术实验 金涛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17 2017HHJXKC17 flash 动画 耿英华 文学与传媒学院 

18 2017HHJXKC18 新概念创业实战 彭炜锋 创新创业学院 

19 2017HHJXKC19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陈华竣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20 2017HHJXKC20 线性代数 王春安 电子与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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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省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评审结果的公示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 年省高职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申报工作的通知》(粤教高

函﹝2016﹞121 号)，经学校申报、形式审查、网络评审等程

序，拟确定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晶硅太阳电池生产工艺等 50

门课程（具体见附件）为 2016 年省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项目。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自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 日止。公示期内，

如持有异议，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向省教育厅高

教处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和提供联

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印章。

联 系 电 话 ：（ 020 ） 37627715 ， 电 子 邮 箱 ：

qibajiu@126.com，联系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723 号广东

省教育厅高教处，邮政编码：510080。

附件：2016 年省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拟

立项名单

广东省教育厅

2016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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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省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项目拟立项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晶硅太阳电池生产工艺 班群

2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方宁

3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大气污染治理技术 张小广

4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零部件设计与应用 曾德江

5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通风与空调系统施工 张东放

6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出口技术 李锋

7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制图及 CAD 沈凌

8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 丛丛

9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HS 商品编码 曾立雄

1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盆景制作与养护 罗泽榕

11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公共关系实务 潘美意

1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BTEC 商业环境 孔韬

13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数学 廖红文

1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植物组织培养 李进进

15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信息管理实务 缪兴锋

16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互动广告设计 陈蓓

17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图形创意设计与制作 叶军

18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教师舞蹈技能 谢琼

19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微生物基础 孙春燕

20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税费计算与申报 陈锷

21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 姜新春

2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现代仪器分析 江津津

23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实务 张晓青

24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流行饰品材料及生产工艺 马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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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学基础 王心如

2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市场营销（双语） 陈秀梅

27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油气储存与装卸 梁国华

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会计基本职业技能 王泽秀

29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 刘艺涛

30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概论 张俐俐

31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作业安全与管理 李劲

32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写作 廖素清

3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曾险峰

34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旅行社计调业务 张颖

35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英语 张海波

3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网页创意与艺术设计 杨欣斌

3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病毒防护技术 赵静

38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工程 CAD 设计与应用 冉治霖

39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DotNetWeb 编程应用程序实

践
黄锐军

40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视听语言与剪辑 李大千

4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商业展示设计 熊涛涛

4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日本概况 谢红辉

4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AutoCAD 中高级应用技术 江方记

44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证券投资实务 马瑞

4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微生物检验 杨雅兰

4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基础 安静

47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二维动画制作 罗曼

48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网站视觉设计 刘艳飞

49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动画场景设计 谭吉武

50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导游接待 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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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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高等学校：

为切实做好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工作，进

一步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广东教育

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4〕172 号）安排，省教育厅组织开展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培育项目遴选工作。

经个人申报、学校评审推荐、省教育厅资格审查等环节，最

后确定 2014 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共

1775 项，其中，第一类项目 116 项，第二类项目 1230 项，第三

类项目 257 项，第四类项目（校企合作）37 项，第四类项目（校

际项目）135 项。现将培育项目名单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各高校要按照国家和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文件精神，结

合学校项目遴选和培育办法，分类培育，认真加强项目的建设与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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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工作，切实开展教学改革，确保培育成效。为鼓励高校加强

教学改革规划和教学成果培育，改变教学成果奖申报过程中临时

拼凑材料、组织队伍等现象，将实行教学成果评奖与成果培育项

目适当挂钩的办法，具体办法另行通知。省教育厅将在立项一年

后组织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检查。

附件：2014 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4 月 14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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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页，共 38 页

序号 所属组织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2014年度广东省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名单

538 广州体育学院 体育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徐佶

539 广州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主干项目专选课程“四结合”模式
教学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张伟健

540 广州体育学院 运动生理学课程教学模式创新及实践研究 第二类项目 郭艳艳

541 广州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优化改革——以
广东为例

第二类项目 周结友

542 广州体育学院 中美高校体育院系人才培养与社会融合研究 第二类项目 陈小英
543 广州体育学院 运动解剖学教学资源库建设 第二类项目 麦全安

544 广州体育学院
广州体院-深圳中航协同培养应用型体育人才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胡敏

545 广州体育学院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协同育人中心建设理论
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王晓东

546 广州体育学院
全纳理念下特殊教育专业“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模
式的研究

第二类项目 侯晓晖

547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校-企-校”协同育人的卓越中职会计教师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向凯

548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突出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开发核心能力的教育技术学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袁南辉

549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面向需求、追求协调发展，构建信息与计算科学复
合型人才三维协同培养模式

第二类项目 刘晓勇

550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校企协同下的信息技术实习基地建设的研究和实践 第二类项目 沈金星

551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机械工程类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校企协同培养改革
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罗忠辉

552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机械专业职教师资创新人才产学研用协同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王晓军

553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应用型、复合型、外向型及创新型”国际化拔尖
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李旭旦

554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突出核心能力的高校应用性课程行动导向教学的探
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杨舰

555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双元”制的“卓越工程师”应用型人才培养
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徐小平

556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电气自控类核心课程群混合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伍银波

557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电气电子专业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开放式实践
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肖蕾

558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兴趣型学习、创意型实践、服务型应用”三位一
体影视类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刘光磊

559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校企协同高技能旅游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张海燕
560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知识建构促进外语教与学方式转变的模式与效果研 第二类项目 蒋银健

561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重基础、拓广度、强职业英语能力应用”的大学
英语课程教学体系创新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许竹君

562 岭南师范学院 “卓越语文教师”的培养标准及课程建设 第二类项目 李斌辉
563 岭南师范学院 师范英语专业智慧型人格培养的学科交叉理论与实 第二类项目 曹志希
564 岭南师范学院 粤台高校协同创新培养特殊教育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范兆雄
565 岭南师范学院 普通高校化学专业主干课程的一体化设计 第二类项目 苗碗根

566 岭南师范学院
文科大学生核心竞争力——读说写素养线上线下立
体化协同育人平台

第二类项目 刘惠卿

567 岭南师范学院
协同创新理念下地方高师院校人才培养合作共同体
的构建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程可拉

568 岭南师范学院
实践与创新：基于“实践性学习”研究型教师培养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王林发

569 岭南师范学院
基于实践取向的小学教师“学训研”共同体协同培
养模式的创新与改革探索

第二类项目 周仕德

570 岭南师范学院 岭南雷州姑娘歌的保护及其在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第二类项目 甘咏梅
571 岭南师范学院 未来教育空间站协同创新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张子石
572 岭南师范学院 生物科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教学机制 第二类项目 魏伍川
573 岭南师范学院 基于“动态生成”理念 构建立体化教学体系 第二类项目 何宇红

574 岭南师范学院
构建“三结合”实验教学模式，提高地方高校心理
学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类项目 郑剑虹

575 岭南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教学双向“培力”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袁铎

576 岭南师范学院
十年磨一剑，地方高师院校卓越数学教师培养的探
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李晓培

577 岭南师范学院
岭南师范学院与国家潜水基地协同培养潜水人才的
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章晓霜

578 岭南师范学院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经管类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的探索和实践

第二类项目 王亚新

579 岭南师范学院 世界近代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于卫青
580 岭南师范学院 通识教育选修课网络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汤潇林

581 岭南师范学院
地方师范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校企协同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杨俊杰

582 岭南师范学院 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改革及特色建 第二类项目 张军

583 岭南师范学院
“现代学徒制”在食品生物技术专业本科应用人才
培养中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潘进权

584 岭南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艺术概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第二类项目 孙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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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源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结果的公示

日期：2018-07-13 00:00:00 来源：社科联 作者：本站编辑 阅读人次：564

【字体大小： 大中小默认】 分享：

关于河源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评选结果的公示

根据《河源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试行办法》有

关规定，河源市第八届（2016—2017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评选工作在各县区、市直各单位推荐申报的基础上，

经市社科联严格审查及组织本市有关社科专家初评后，于 7

月 6 日组织省社科专家评审组进行了评审。经评审共有 36

项社科研究成果获河源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其中著作类 7 项、论文类 24 项、调研报告 5 项。现将 36 项

获奖成果予以公示，如有异议或发现成果弄虚作假，剽窃他

人成果的，请于公示后 7 天内以电话或书面的形式并署上真

实姓名、联系电话向河源市社科联反映。

联系人：刘灼英 黄丽芳 联系电话：3389208

附：河源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结果

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 河源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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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结果

项目：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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