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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建设单位

1-1
项目

第一

主持

单位

单位名称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广州市机场路向云西街 10号

法人代表 黄永宁 电话 020-86123102 电子邮箱
huangyongning

@caac.net

账户信息

户名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账号 735457745124

开户行 中国银行广州远景路支行 行号 104581008125

开户行所在省份 广东省 县区 白云区

单位基本情况（600字以内）：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被确立为广东省一流高职（优质高职）建

设院校。学校隶属中国民用航空局，是全国100所、广东省4所国家示范高职

院校之一，是广东省教育体制综合改革示范转推广项目实施单位之一，是民

航局与广东省“省部共建”院校。在30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学校坚持“立足

民航、服务地方、面向世界”，形成了“依托行业、产学合作、双师双证、

国际通用”的办学特色。学校以行业先进发展理念和行业标准为导向，开创

性地提出并实施了基于行业标准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我校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依托行业，立足民航，已经发展成为创办历

史最长、学生规模最大、招生生源最广、专业特色鲜明的国际、国内飞机维

修第一线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在全国同类专业中，我校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专业优势突出，综合实力名列前茅。该专业2007年立项为国家示范性院校重

点建设专业并于2010年专业通过了国家教育部和财政部的验收；2016年，立

项为广东省高职一类品牌专业和广东省一流高职（优质高职）高水平专业建

设项目；2017年，确立为全国职业院校交通运输大类示范专业点；2017-2018

年，负责本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飞机机电专业教学团队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并于2017获民航局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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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团队

2-1
项目

主持

人

（每个

主持单

位填写

一张）

姓名 李继中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5

所在部门 院长办 职务
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
专业技术职务 副研究员

最终学历 本科 学位 学士 教学与技术专长 教学管理

手机 13609720925 传真 020-86120573 电子邮箱 lijizhong@caac.net

通信地址 广州市机场路向云西街 10号 邮编 510403

工作简历（200字以内）：

1．1982年 7月-1998年 1月 湖南工业大学，教师和高职部主任；

2．1994-1998年全国五年制公共课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

3．1998年 2月-2006年 2月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处长、综合办主

任；

4．2006年 3月-2017年 4月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工会主席；

5．2017年 5月至今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近 5年来承担的教学任务、教学研究（300字以内）：

1．民航高职教育立交桥的研究与实践，中国民用航空局，参与,结题；

2．五年制高职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湖南省与冶金工业部，负责人，已结题，

获得湖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3．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研究与实践，中国民用航空局，独立完成，已结题；

4．民航职业技能鉴定站的研究与实践，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人，在研；

5．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一流高职建设项目，负责人。

近 5年来承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300字以内）：

1．基于计算机仿真的工业窑炉节能技术开发与应用，横向课题，参与。项目

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航空工业教学指导委员教材专指委会副主任委员；

3.基于“课证一体”的民航特色专业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的建设，中国民用航空

局，负责人；

4.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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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子项

目负

责人

（每单

位 1
人。与

本申报

书 9-2
委托业

务单位

相吻

合，可

加行）

姓名 刘艺涛 性别 男
专业（最终学

历）

人机与环境

工程（硕士）

所在部

门

广州民航职业

技术学院飞机

维修工程学院

职务
教研室主

任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手机 13826070986 传真 020-86131642 电子邮箱 liuyitao@caac.net

通信地

址
广州市机场路向云西街 10号 邮编 510403

姓名 何龙 性别 男
专业（最终学

历）

机械设计及

制造（大学

本科）

所在部

门

成都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航空

工程学院

职务 院长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手机 13880806936 传真 028-88459516 电子邮箱
mxsun8@sina.com

通信地

址
成都市龙泉驿区车城东七路 699号 邮编 610100

姓名 罗玉梅 性别 女
专业（最终学

历）

机械制造及

自动化（博

士研究生）

所在部

门

上海民航职业

技术学院航空

工程系

职务 系主任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手机 13651673711 传真 021-54107282 电子邮箱 luoyumei@shcac.edu.cn

通信地

址
上海市龙华西路1号 邮编 200232

姓名 章正伟 性别 男
专业（最终学

历）

机械电子工

程（硕士研

究生）

所在部

门

浙江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航空

学院

职务
分院院长助

理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手机 13777820410 传真 0571-88480933 电子邮箱
haifeng@jcet.edu.cn

通信地

址
杭州市莫干山路1515号 邮编 3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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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11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和培育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2108/t20210824_553891.html 1/2

当前位置：首页 > 公开

信息名称：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和培育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

信息索引： 360A10-04-2021-0020-1 生成日期： 2021-08-16 发文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发文字号： 教师函〔2021〕7号 信息类别： 教育综合管理

内容概述：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和培育建设单位名单。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和 

培育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

教师函〔202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部署安排，我部启动了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遴选工作。

　　经院校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推荐、项目秘书处形式审查、专

家会议评审、网上公示，确定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240个，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培育建设单位2个。现将结果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省（区、市）域内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国家级团队）立项

（培育）建设的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要加大对国家级团队立项（培育）建设单位的支持力度，在职业院校教师素

质提高计划等项目中予以重点倾斜。国家级团队立项（培育）建设单位作为团队建设第一责任主体，负责团队建设

的具体筹划和组织实施，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细化目标任务，建立工作机制，创设必要条件，稳步开展建设。各

地各校要对接本区域重点专业集群，总结借鉴首批国家级团队建设经验，因地制宜做好省级、校级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整体规划和建设布局，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和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全面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师资支撑。

　　附件：1.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名单

　　　　　2.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培育建设单位名单

教育部

2021年8月9日

Languages 微言教育 无障碍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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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领域 专业名称 省份

1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现代物流管理 山东

2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现代物流管理 河北

3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供应链运营 浙江

4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财经商贸 现代物流管理 辽宁

5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现代物流管理 新疆

6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财经商贸 现代物流管理 安徽

7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现代物流管理 浙江

8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现代物流管理 江苏

9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财经商贸 电子商务 江西

10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跨境电子商务 江苏

11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电子商务 安徽

12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浙江

13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浙江

14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河南

15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财经商贸 财税大数据应用 山西

16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电子商务 浙江

17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北京

18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跨境电子商务 广东

19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 电子商务 黑龙江

20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高端装备 机械电子工程技术 江苏

21 江苏理工学院 高端装备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

22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端装备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江苏

23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湖南

24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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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领域 专业名称 省份

54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航天和海洋装

备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江苏

55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航天和海洋装

备
船舶工程技术 江西

56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航天和海洋装

备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湖北

57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航天和海洋装

备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广东

58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航空航天和海洋装

备
无人机应用技术 云南

59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航天和海洋装

备
无人机应用技术 天津

6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航天和海洋装

备
无人机应用技术 重庆

61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湖南

62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现代交通运输 汽车电子技术 吉林

63 淄博职业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新能源汽车技术 山东

64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现代交通运输 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 山西

65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山东

66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新能源汽车技术 广西

67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安徽

68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新能源汽车技术 湖南

69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新能源汽车技术 湖北

70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广西

71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青海

72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新能源汽车技术 山东

73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新能源汽车技术 陕西

74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湖南

75 山东职业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山东

76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动车组检修技术 河北

77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河北

78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铁道工程技术 河北

79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交通运输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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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验收结果（自筹经费）

序号 立项文件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验收结论

1 粤教高函〔2013〕109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课证融合"教学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肖霞 通过

2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物流类专业课程开发研究 -
以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为例

艾亚钊 通过

3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校企协同创新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模

块化课程体系研究
卞建勇 通过

4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行动导向的高职会计信息化课程项目化教
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葛新旗 通过

5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工学结合《液压与气动技术》校本教材开发 郭联金 通过

6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机械制造类专业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能力的
研究与实践

李龙根 通过

7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研
究与实践——以《网页特效JavaScript》课程

为例

陆炜妮 通过

8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云计算的区域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共享模式

研究与实践
罗毅洁 通过

9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以校企合作定向培养模式建设楼宇智能化工程
技术专业

杨润丰 通过

10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液压与气动虚拟实训室的开发与研究 周晶 通过

11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微课教学在服装设计专业中的探索与实践 朱卫华 通过

12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跨专业协同创新体系下高职工业设计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蒋海霞 通过

13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技能竞赛与常规教学融通的高职艺术设计

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
李鸿明 通过

14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MOOC和微信APP的计算机应用基础翻转课堂
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李淑飞 通过

15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东莞印刷职教联盟协同育人机制探索与实践 李小东 通过

16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电子协会活动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学
生职业素养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麦强 通过

17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东莞印刷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过程驱动式
《印刷材料适性与检测》教学改革研究

张彦粉 通过

18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EIP-CDIO理念的《DSP技术》课程改革与研

究
郑晓东 通过

19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转型升级期“双元”培养“内生型”人才
的实践与探索

王肇英 通过

20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教育汽车专业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研究与实践

龙志军 通过

21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职业发展的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
建设研究

黄佑军 通过

22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协同创新高职现代学徒制的探索与实践—
以工商企业管理为例

陈平 通过

23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实施通识教育的途径与研究 苏冰星 通过

24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佛山家电产业人才需求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制造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

陈开源 通过

25 粤教高函〔2014〕20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多学期、分段式教学模式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
课程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关秋燕 通过

26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化时代下“翻转课堂”在《国际贸易实务
》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实践研究

张南雪 通过

27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翻转课堂理念下职业教育微课程教学设计的研
究与实践

张伟 通过

28 粤教高函〔2016〕135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从评价到优化：第三方参与高职教育教学质量

评价的系统方法建设
吴悦芳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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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粤教高函〔2014〕205号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专业群背景下高职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
合的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曾兰燕 通过

340 粤教高函〔2014〕205号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以服务外包为导向的动漫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与实践

何雪利 通过

341 粤教高函〔2014〕205号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基于行为导向的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莫慧芳 通过

342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以职业技能竞赛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
与实践----以模拟交易会技能竞赛为例

吴湘频 通过

343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基于学习领域课程模式的高职广告策划课程开
发与实践

徐艳琴 通过

344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与高职院校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培养适应性改革研究——以广州科
技贸易职业学院为例

王傅 通过

345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依托职教集团，创新高职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陈斯卫 暂缓通过

346 粤教高函〔2014〕205号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

学
《自主式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施 杨玉久 通过

347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

学
印刷技术专业试行现代学徒制的研究与实践 唐耀存 通过

348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

学
广东省高职院校开展四年制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的可行性方案研究

陈华 通过

349 粤教高函〔2013〕109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行业类高职院校教学督导评价新模式的研
究

黄颖 暂缓通过

350 粤教高函〔2013〕109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移动大数据时代高职高专类计算机专业人才培
养改革研究

高延增 通过

351 粤教高函〔2014〕20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泛珠三角民航业转型升级下校企共建特色专业

的研究——以航材贸易与管理专业为例
陈玉莲 通过

352 粤教高函〔2014〕20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IT专业实训模式的研
究与探索

洪锐锋 通过

353 粤教高函〔2014〕20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民用航空维修行业标准的飞机腐蚀防护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任艳萍 通过

354 粤教高函〔2014〕20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ISO9000标准的专业课课程改革及教学内容
体系整体优化研究与实践

丁蓉蓉 通过

355 粤教高函〔2014〕20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针对不同层次生源教学和考核方式的改革与创
新

刘艺涛 通过

356 粤教高函〔2014〕20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校企协同创新的航空地面设备车辆维修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白建坤 通过

357 粤教高函〔2014〕20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四融合”财经类专业技能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研究

卢美玲 通过

358 粤教高函〔2014〕20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协同创新理念下的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的
专业课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薛建海 通过

359 粤教高函〔2014〕20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与行业标准融通的机场场务技术与管理专业课
程体系开发与实施研究

乔亮 通过

360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民航旅客地面服务岗位群职业能力培养的
高职《值机与行李运输》项目化课程改革研究

与实践

贾晓慧 通过

361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微课的民航专业英语 “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研究和实践
李洁慧 通过

362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虚拟技术的网络安全技术实验平台应用及
实验项目资源开发的研究与实践

洪允德 通过

363 粤教高函〔2016〕135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微课建设与发展研究——以《机场旅客服务》
微课程建设为例

王宇婷 通过

364 粤教高函〔2013〕109号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
体育保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基于“系所一体，合作育人”管理

周同 通过

365 粤教高函[2014]205号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
与实践

陈利 通过

366 粤教高函[2014]205号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

团体心理辅导技术在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中应用

的研究与实践
赵娟 通过

367 粤教高函[2014]205号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
体育高职健身瑜伽专业课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王琪 通过

368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
示范性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运行机
制创新及优质资源本土化研究与实践

赵立江 通过

369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
高尔夫服务与管理专业“校场联动、 岗学结合
”的四阶段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张国华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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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所属学校

1 2021GXJK001
常态化防疫下的新时代社区党建机制创新

—基于生命周期与制度变迁逻辑
李晓燕 广东财经大学

2 2021GXJK002
中医药院校一流中医药学科建设发展面临

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许仕杰 广州中医药大学

3 2021GXJK003
德才兼备视域下金融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机制研究
周丽云 华南农业大学

4 2021GXJK004
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升说理能力的方法论研

究
郭奕鹏 东莞理工学院

5 2021GXJK005 新时代高等学校师德失范治理研究 范继斌 汕头大学

6 2021GXJK006
习近平法治思想嵌入智慧法院建设的理论

模型
欧丹 广东财经大学

7 2021GXJK007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师德示范引领研究 刘莉 韩山师范学院

8 2021GXJK008
系统思维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

协同育人体系研究
余封亮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9 2021GXJK009
基于习近平教育理念指导下建立促进少年

儿童身心发展教育观的研究
谭苗青 广州体育学院

10 2021GXJK010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税收法治的完善研

究
邓伟 中山大学

11 2021GXJK011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

统一的实践路径研究
叶鑫 南方医科大学

12 2021GXJK012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引领下的青年信仰教育

研究
王夫营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13 2021GXJK013
高校思政课“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

内在逻辑及教学实践路径研究
黎玉明 岭南师范学院

14 2021GXJK014
互联网时代习近平关于红色基因传承重要

论述的育人价值实现之研究
陈水勇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15 2021GXJK015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粤东西北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类课程立德树人机制研究
陈志丹 韩山师范学院

16 2021GXJK016
习近平语言艺术指引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彪 深圳大学

17 2021GXJK017
信息生态视阈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影响机理及培育路径研究
李秋艳 广州航海学院

18 2021GXJK018
党政领导干部讲高校思政课常态化机制研

究
黄聘 广州美术学院

附件 

2021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立项名单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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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2021GXJK676
基于“岗课赛证”四元融通的食品检验检

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李玮玮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677 2021GXJK677
粤港澳大湾区高职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

构的适配性的调查研究
王丽娜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678 2021GXJK678
基于产教融合的校内教学生产性实训基地
建设实践研究—以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校中厂”为例
梁柱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
学院

679 2021GXJK679
药品生产导向下《药物制剂技术》课程专

创融合路径构建与实践
王桂平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680 2021GXJK680
构建“五维一体”双创教育生态链，打造
人才培养新高地—以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
王影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
学院

681 2021GXJK681
以多层汇聚式闭环反馈机制提升会计专业

产教融合的适应性
董肖群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682 2021GXJK682
产教融合视角下广东"体育+运营"高技能

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王晓燕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683 2021GXJK683
价值论视域下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研究
郭慕卿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684 2021GXJK684
高职扩招及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下岗职工学

历再教育及就业机制研究
王毅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
学院

685 2021GXJK685
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实现机理与路径研

究
郑琦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686 2021GXJK686
乡村振兴战略下欠发达地区高职商贸类专

业群与农产品流通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刘涛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687 2021GXJK687
“双高计划”视阈下区域高水平高职体育

专业群的建设路径研究
范旭东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688 2021GXJK688
高校教师工作室“5i”人才培养模式的实

践探索
梁燕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689 2021GXJK689
基于资历框架的湾区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

路径研究
钱佳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690 2021GXJK690
构建高职院校融入课程思政的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樊国根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
学院

691 2021GXJK691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无人机应用人才培养体

系研究
刘艺涛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692 2021GXJK692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高职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构建研究——以电子商务专业为例
王圆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693 2021GXJK693
“一核一带一区”战略背景下的1+X证书
试点研究与实践——以工业机器人应用编

程证书为例
许东霞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694 2021GXJK694
基于广东省健身行业团操教练“校企行三
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实践

徐晶妮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695 2021GXJK695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背景下产教协同培养护

理专业高技能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张小琴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696 2021GXJK696
马克思主义原著在“立德树人”中的运用

研究
于江丽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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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5 祝贺我校2个案例入选《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

https://www.gcac.edu.cn/sites/Satellite?c=Article_C&cid=1533203793347&pagename=mh%2FArticle_C%2FmhcnArticleLayout 1/2

　 　 　 请输入搜索关键词  

首页 学校概况 教务处 二级学院 招生信息 继续教育 人才招聘 办公系统 邮件系统 校园门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

祝贺我校2个案例入选《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

学校办公室

　4月2日，从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提供年报入选案例原始图片的通知》获悉，我校“深化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倾心打造国家级精品慕课”“航院联手中国航

油，首建高职航空油料专业”两个案例入选《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这是继我校《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被评为A级后又

一喜讯。

　据悉《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全省共89所高职院校参与，其中有23所高职院校共34个案例入选，我校共有2个案例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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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11 关于2021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实践教学示范基地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拟认定名单的公示_广东省教育…

http://edu.gd.gov.cn/zwgknew/gsgg/content/post_3817301.htm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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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实践教学示范基地和精品
开放课程项目拟认定名单的公示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21〕41号），

推荐、专家评审等程序，拟认定省高职教育实践教学示范基地70个，拟认定省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96门。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自2022年2月21日至2月25日，共5天。公示期内，如持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省教育厅反映，并提供清晰线索。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

章，并提供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提供本人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对于反映问题不具体、线索不清晰、署名签章不

真实的，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020-37629455、37626936，联系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省教育厅职终处。

 

　　附件1：2021年省高职教育实践教学示范基地拟认定名单.pdf

　　附件2：2021年省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拟认定名单.pdf

 

　广东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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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1年省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拟认定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基础 李淑飞

2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图像处理Photoshop 邹利华

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法 方烨

4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云芳

5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逆向工程与3D打印技术 王晖

6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能力开发与应用 何静

7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苗振腾

8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测量 曹志芳

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测绘技术 刘丽

10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后期特效制作 杜明茜

11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倪春丽

12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土壤及固体废物监测 曹美苑

1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 房毅卓

14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基础 石岚

15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旅行社经营管理实务 王宁

16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供配电与照明 郑发泰

17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施工技术 宁培淋

18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英语（普通班） 朱东华

19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财税应用 李伊泠

2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生化分离技术 李欣

2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图像处理技术 江明磊

2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V财务信息综合实践 赵建群

23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新媒体营销 林海

24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 段班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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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51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品纹样设计 高洁

52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 高华

5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四书五经导读》 宋婕

54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电子商务 郭盛晖

5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心智与行为模式提升 阚雅玲

5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 吴娜

57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数据结构与算法 陈瑛

5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预算电算化 胡建平

59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游戏与电竞概论 邬厚民

6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B737NG飞机系统 李佳丽

61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机械基础 薛建海

62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构造基础 龚煜

63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网站前端开发技术 万的

64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游泳池救生 王思明

65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运动解剖生理 肖冰

66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机车结构检修与维护 陆超

67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超声波探伤 陈选民

68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电路分析与制作 翁桂鹏

69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华为交换路由技术 赵阶旭

70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材料分析与性能检测 陈绍军

7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基础及信息素养 阳晓霞

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仓储配送技术与实务 方艳

73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跨境电商英语 张文波

74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语音 潘小燕

75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儿科护理学 钟晓璇

76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计量实务 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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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15 关于2021年度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认定结果的公示_广东省教育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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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度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认定结果的公示

　　根据《关于做好2021年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认定工作的通知》，经学校申报、资格审核、专家评审等环节，拟认定101个案例

年“课堂革命”典型案例，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自2022年2月21日至2月25日，共5天。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省教育厅反映，并提供清晰线索。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

并提供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提供本人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对于反映问题不具体、线索不清晰、署名签章不完备

的，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020-37627176、37627439，联系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省教育厅职终处。

 

　　附件：2021年度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拟立项名单.pdf

　　 

广东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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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拟立项名单

序号 学校 案例名称 授课教师

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校企双元、岗赛课创融合的课堂改革—以月饼盒模切

成型任务为例

钟祯、李伟

张彦粉

2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方法 “虚实”结合，学习活动竞争有趣—定位元件

组合使用
吴铁军

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思政引领，专创融合的项目化课堂教学实战——以中

国风礼服装饰设计为例
刘梦

4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课堂教学生活化的改革实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一课为例
吴晓璇

5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学起来、做起来、思起来，用起来——从统计指数洞悉未

来经济发展趋势和投资机会
万钟林

6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互联网+”三位一体的《旅游电子商务》课程教学

改革
杨香花

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建立“四有课堂”为学而教的《商务沟通与礼仪》探究式

教学案例
何静

8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三教改革”背景下的《外贸函电》教学改革与实践案例 刘嘉熹

9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岗-课-赛-证”融通下钢筋识图算量技能提升教学改革

与实践
朱冬飞

10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X 制度下思政引领产品设计开发课程“证岗赛创”四通

模式革新与实践
周红云、陈宓

11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国家级精品慕课的“四微、三评、四能、五融”的混

合式教学——《网页设计基础》课程革命
郭建东

1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德技兼修，匠心五步，因材施教”教

学改革
倪春丽

1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粤商文化—“混合+翻转”融合科普的地方特色文化课 邹德军

14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自动口罩机仿真分析 鲍仲辅

15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车个性化定制配色设计 林晓丹、蔡晓红

16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气体传感器赋能行驶安全，让酒驾无处遁形 张永亮

17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做，会讲，会传播：搭建金融服务人才的成长阶梯 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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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诗曲画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课程思政融入 1+X 课

程“唐诗之美 APP 动画”项目实践
田甜

55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课堂—工作室—校外基地”三位一体选拔式教学模

式改革--以《RPG 游戏开发》课程为例
李广松

5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基于成果导向，创新能力双驱动的教学实践--以数字秒表

的设计与实现为例
李有兵、陆蕊

57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电商兴农，大有可为——农品商城场景图巧设计 邱丽娜

58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课程思政视阈下“岗课赛证”融通教学案例——“一字千

金”广告口号的写作
王婧

5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健康中国、健康血压-高血压营养健康指导 王欢

60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信息化手段下一结合两融入三课堂项目式创新创业教育

游戏化立体教学
刘立芬、葛斐

61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游戏化教学趣味高效课堂的构建——以“京剧脸谱自

动分拣系统安装与调试”为例
华俊芳

6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岗课赛证融合，教学做一体”的课堂教学实践——

以《装配式结构工程计量与计价》模块为例
贺张毅

63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问题导向、工具驱动”的课堂教学改革——以“运

用逻辑层次图，坚持要事第一”为例
阚雅玲

64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四动五有”课堂实战——以《五

谱注水》为例
陈洁丹

65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乐享虚拟现实——勇者冒险游戏项目案例 李和香

66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第二个重要极限与连续复利 陈燕燕

67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一般进出口货物的无纸化通关 朱婧

68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空调组件的维护与排故 李佳丽

69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德技互融、虚实结合、分层突破的机器人应用课堂革命探

索与实践
吴斌

70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以生为本、课证融通的 PTCA 混合式课堂教学实践 刘智焕

71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引领、虚实结合多模态教学策略的应用 闫娟

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智造慧眼—图像 Blob 分析（药丸检测） 龙淑嫔

73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沉浸式体验﹒富媒体互动——主题公园旅游线路设计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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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艺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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