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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目标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综

合

实

力 

具备全国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学条件、一流的教学管理、一流的教学

科研水平、一流的社会服务能力。在全国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具有领先

优势，与国际接轨，在世界同领域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第三方机构专

业排名显著前移，或部分建设指标名列前茅。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在建设期中，以“知识信息化、技能标准化、

素质国际化”为指导思想不断夯实基础，凝练特色，重点围绕分层次

师资队伍培养、专业教学标准、专业教学资源库、飞机维修虚拟仿真

中心、校企合作育人、实训基地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开展建设，取

得丰富的成果。专业 2017 年被评为全国职业院校交通运输大类示范专

业点，2019 年被认定为国家高职教育骨干专业，2019 年飞机机电设备

维修专业群入选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2019 年专

业通过广东省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评估，2021 年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专业教学团队获得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专业综合

实力在全国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保持领先。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95%以上或与立项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应届毕

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高，基本工作能力和核心知识满足度高，工作

与专业相关度高，职业期待吻合度高，就业现状满意度高，就业质量稳

步提升。 

2017-2020 年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招生规模保持在每年 800-900

人，毕业生的就业率分别为 95.50%、93.58%、96.09%和 90.30%，尽管

2020 年受到疫情严重的冲击，也达到 90%以上，专业对口率均超过

90%；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稳中有升，根据第三方机构睿新中科数据

统计，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2019 届毕业生月收入达到 5004.63 元，

高于广东省内地区平均薪酬 4154 元；根据第三方机构睿新中科数据统

计，2019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达到 96.57%，职业期待吻合度达

到 94.11%，工作总体满意度达到 95.76%，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

均值为 4.305。专业整体就业质量高，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用人单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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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认

可

度 

新生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率达到 100%或与立项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普通

高考统考招生录取中，第一志愿投档线超过所在录取招生批次分数线 20

分以上或与立项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新生报到率达到 92%以上或与立

项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生源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和

推荐度较高。 

2017-2020 年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招生计划录取率分别为

102.05%、100.61%、98.39%和 98.85%，与立项前相比略有提高；第一

志愿投档线超所在录取招生批次分数线平均达 80-100 分；新生报到率

分别为 91.96%、94.67%、95.79%和 91.63%，均接近达到或超过 92%。

由于毕业生就业质量高，对母校满意度和推荐度也较高，根据学校公

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以及第三方调查统计，毕业生对母

校满意度达到 95%以上。专业 2 名毕业生分别荣登 2020 年和 2021 年

《人民日报》专版《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 

  

  年度 任务 分项任务 建设目标：标志性成果 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二） 

针对性细

化项目任

务与实施

要点 

2016 

| 

2022 年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1.协同育人：企业冠名班； 

2.基于学分制改革的人才培养方案

（独创）； 

3.基于国外标杆院校合作的人才培

养方案（独创）； 

4.飞机维修协同创新中心。 

1.与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GAMECO）、海航

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等企业合作举办了企业冠名班； 

2.制订了基于学分制的人才培养方案； 

3.制订了与加拿大卡纳多学院的中外国际合作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4.建立了校级飞机维修工程政校企协同育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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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 

1.专业教学标准研制； 

2.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3.教育教学成果奖。 

1.研制了高职教育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标准，

2019 年由教育部发布；2021 年进行了高职专科飞机

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标准和专业简介的修制订，以

及高职本科航空机电设备维修技术专业简介的制订

工作； 

2.截止 2022 年立项民航教育人才类项目 14 项，省高

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4 项，省教指委

课题 1 项，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课题 2 项，广东省团

委课题 1 项，广东省高职研究会课题 1 项，省级科研

项目 9 项，校级教科研课题 26 项。获得 2021年度广

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1项； 

3.专业共获得 2018 年民航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三

等奖 1 项；2018 年全国航空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

二等奖各 1 项；2019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

教育）二等奖 1 项，2020 年全国航空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奖三等奖 1 项，2021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职

业教育）二等奖 1 项。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创新创业课程 2 门。 

学生成长与发展 

1.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

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 获奖； 

2.国内重要竞赛获奖。 

1.获得 2017 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动机拆装

调试与维修赛项一等奖 1 项，2019 年和 2021 年全国

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

二等奖各 1 项；获得 2020 年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

大赛暨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赛项广东省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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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1 项； 

2.专业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一等奖

1 项、广东省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

广东省大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 1 项；华教杯全国大学

生数学竞赛（初赛）二等奖 1 项；第二届普译奖全国

大学生英语写作大赛专科组特等奖 1 项；全国高校创

新英语挑战赛（初赛）优秀奖 1 项；2020 年 8 月赛段

CaTICs 全国大学与社会历史个人优胜一等奖 1 项；

2020 年 8 月赛段 CaTICs 全国大学与社会逻辑个人优

胜三等奖 1 项；广东省首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知识大赛 高校组一等奖 1 项；全国“讲宪法学宪法”

活动广东省演讲比赛二等奖 1 项；2019 中国“R&B”

大学生无人机编队飞行舞蹈创意编程大赛一等奖 1

项；第十五、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3 项；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黑科技”专项赛“行

星级”作品 1 项；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铜奖项目 3 项；2020 年广东高校“活力在

基层”主题团日竞赛“百优”项目 1 个，“千入围”

2 个；等等； 

3. 2017 级飞机机电设备专业学生官志鸿荣登《人民日

报》2020 年 5 月 4 日专版刊登《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

获奖学生代表名录》，2018 级飞机机电设备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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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子淇荣登《人民日报》2021 年 5 月 4 日专版刊登《本

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 

质量保证 

1.在校学生学习成果评价及毕业生

跟踪调查报告； 

2.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1.进行了毕业生跟踪调查； 

2.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报告。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1.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实施方

案； 

2.课程组教学实施和教考分离管理

方案； 

3.专业新入职教师能力提升实施方

案； 

4.147 教员复训实施方案； 

学校出台了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方案，颁布了教师工

作绩效的考核和管理办法，同时在专业建设中制订和

完善了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实施方案、课程组教学

实施和教考分离管理方案、专业新入职教师能力提升

实施方案和 147 教员复训实施方案等。 

专业带头人 

1.1-2 名校内专业带头人； 

2.企业专业带头人； 

3.1 名省级专业领军人才； 

4.专业带头人担任行指委委员 

1.培养了 3 名校内专业带头人； 

2.聘请了 2 名企业专家作为企业专业带头人； 

3.专业省级领军人才邓君香教授完成培养任务并验

收； 

4.2 名专业带头人担任行指委委员。 

教学团队 

1.教师获得信息化教学大赛、教学

能力比赛等奖项； 

2.1 名省级教学名师。 

1.2021 年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师团队入选第二

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专业教师获得 2017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

教学大赛三等奖 2 项，2018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信

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2 项、一等奖 1 项，2018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1 项，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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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职业学院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3

项，2020 年广东省第五届高校（高职）青年教师教学

大赛二等奖 1 项，2020 年广东省师德征文二等奖 1

项，2020 年广东省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素质能力大赛

三等奖 1 项； 

3.邓君香教授获得第八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奖；完成了田巨教授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的

培养。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1.精品资源共享课 4 门； 

2.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 门； 

3.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

库； 

4.飞机维修虚拟仿真中心； 

5.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 

1. 建成 4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并通过验收； 

2. 4 门课程获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其中《空

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2020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 

3.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 2019 年获得国

家级立项，目前待验收； 

4.飞机维修虚拟仿真中心 2019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训中心； 

5.入选“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1 门、全国

航空工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1 门。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1.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 

2.校企共享型飞机发动机实训室； 

3.飞机维护基础机械类仿真实训

室； 

4.飞机维护基础电类仿真实训室。 

1.与企业合作建有深航广州附件修理车间和翼群地面

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建立了 CFM56 发动机实训室； 

3.建立了飞机维护基础机械类仿真实训室和电类仿真

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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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机维修专业校内实训基地 2019 年被认定为省级

实训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专业建有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45 家，广州飞机

维修工程有限公司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被认定为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1.企业在职人员培训； 

2.民用航空器维修公共实训中心； 

3.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专利。 

1.2016-2021 年完成企业在职人员各类培训和在校毕

业生民用航空器维修执照培训合计 44653 人天； 

2.建立了民用航空器维修公共实训中心； 

3.获得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共 7 项。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1.与国际标杆院校的合作办学（独

创）； 

2.向港澳、东南亚等地区输出优质

职业教育资源（独创）。 

1.与加拿大卡纳多学院开展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

国际合作办学； 

2.招收斯里兰卡留学生和香港班学生； 

3.举办了 2018.2019 两届两岸职业院校飞机维修基本

技能邀请赛。 

国内合作交流 与国内高职院校的对口帮扶。 
开展了对新疆职业大学和四川长江职业技术学院的

对口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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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分项任务 基础 目标 完成情况 

（三） 

分项任

务量化

指标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2007 年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

业开始探索基于民航行业标

准的人才培养模式，成立由行

业企业专家组成的专业顾问

委员会，并聘任大量企业骨干

担任兼职指导教师，指导学生

企业实践。 

依据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和技

术标准，校企共同确定专业教

学标准，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

标与规格，共同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共同开发核心课程，共

同建设实训基地，共同评价人

才培养质量。 

制定了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标准；校

企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论证，校企共

同开发教材、建设实训基地和开展人才培养

质量评价；学生对课程适用性满意度高。 

教学改革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不断

加强教学改革的力度，以学生

为中心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和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

能动性。大力发展信息化教学

平台在教学中的应用。注重学

生职业养成教育，增强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 

探索分层分类教学和小班教

学。开展校内专任教师与校外

行业企业高技能水平兼职教

师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试点。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

教学，创新课堂教学。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发表高水平教学

研究论文，积极参加省和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探索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实现形式。 

依托校内毕博平台和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

业教学资源库大力推进信息化教学，进行翻

转课堂、分层分类教学、小班教学等探索实

践，深化教学改革，总结经验成果，获有省

部级教学成果奖 5 项，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90%。 

创新创业教育 

设计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方案

和实施计划。 

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

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门

课程。对有意愿和潜质自主创

业的学生制定创新创业能力

将《创新创业基础》和《创新创业实务》2

门创新创业课程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课程

体系中，以航模协会和无人机协会为平台组

织各类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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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计划，进行持续帮扶和全

程指导。 

维，择优推荐优秀学生参与了无人机航拍、

无人机测绘等相关创业活动，专业学生获有

校级第四、五、六届“启航易站”大学生创

业街活动总决赛并获得第五届总决赛冠军、

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三等奖、2019

年中国-东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B&R

杯”大学生无人机编队飞行舞蹈创意编程大

赛一等奖、2019 年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1 项、

2020 年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

大赛银奖 1 项、铜奖 2 项。 

学生成长与发展 

毕业生动手实践能力强，作风

扎实，在行业具有一定的影响

度。 

进一步加强学生职业能力的

培养，提升行业企业对毕业生

基本工作能力和核心知识的

满足度，进一步提高毕业生就

业质量。 

根据第三方机构睿新中科数据统计，飞机机

电设备维修专业 2019 届毕业生月收入达到

5004.63 元，高于 2018 年广东省内地区平均

薪酬 4154 元；2019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

关度达到 96.57%，职业期待吻合度达到

94.11%，工作总体满意度达到 95.76%，职

业能力满足度达到 98.55%，均值为 4.25；用

人单位对专业毕业生的满意度均值为

4.305。专业整体就业质量高，人才培养质量

得到用人单位认可，也说明了学校“以飞机

维修、民航运输等民航特有专业岗位（群）

核心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民航特有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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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为现代民用航空体系和航空产业

链建设需求提供了持续的人才支持和智力

支撑。 

质量保证 

具有较完善的学生学习成果

评价机制。 

开展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和

毕业生跟踪调查，定期开展第

三方评价和向社会发布人才

培养质量报告。 

每年定期向社会发布人才培养质量报告；邀

请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睿新中科等企业针

对毕业生就业与人才培养质量开展第三方

评价。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学校已经启动人事和分配制

度改革的调研和准备工作。 

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支持教

师开展教研改革，加强教研室

等教学组织创新与管理改革，

支持专业教师积累企业实践

经历。 

学校颁布了教师工作绩效的考核和管理办

法，同时在专业建设中制订和完善了教师实

践教学能力提升实施方案、课程组教学实施

和教考分离管理方案、专业新入职教师能力

提升实施方案；专业教师下企业开展 2 周及

以上的实践锻炼 12 人次。 

专业带头人 

4 名专业带头人，均为学校教

师。 

支持专业带头人提升专业水

平，扩大行业影响力，聘请企

业专家作为专业企业带头人。 

完成邓君香教授省级专业领军人才培养；聘

请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机务工程部和广

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2名企业专家作为

专业带头人。 

教学团队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

团队荣获 2008 年国家级教学

团队。 

建立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

理、专兼结合、德艺双馨的专

业教学团队。大量聘请行业企

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担

任兼职教师。 

硕士以上学历占总人数的 68%，其中青年教

师中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博士学位的比

例达 100%；高级职称占比 33%；具有行业

一线工作经历的教师占比 27%，双师型教师

占比 69%；企业兼职教师 126 名。机电教学

团队获得 2017 年全国民航“工人先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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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重点建设了 14 门优质专业课

程并实现其基于毕博平台的

网络课程化，建成有国家级精

品课程 1 门,省（部）级精品

课程 4 门 ,校级精品课程 9 

门。 

建设基本覆盖专业基础课程

和核心课程的专业教学资源

库、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微课程等优质数

字化资源，实现校内开放，校

外共享。新增国家级和省级规

划教材、重点教材或精品教

材。 

立项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1 个，4 门精品

资源共享课数量通过验收，立项 2 门省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6 门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新增国家级规划教材 1 本，省部级规划

教材 1 本。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校内大型实训教学基地能够

满足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飞机结构与系统、航空发动

机、航空电器基础、航空电子

基础等相关实训技能训练的

要求，可同时进行 15 个班级

约 600 人的实训教学。 

不断改善实训基地条件，建立

具有真实职业氛围、设备先

进、充分满足教学需要的校内

生产性实训基地。 

截止 2020 年，专业校内实训设备总值达

11555.428 万元，生均实训设备总值约

48147.6 元/生；学年使用频率达 2036800 人

时，生均达 848.67 学时/生。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目前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拥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达

到 38 个左右。 

建立数量充足、专业对口、运

行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推动校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建有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数量 45 家，

与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共建校

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专业教师担任民用航空器维

修人员基础执照考试考官、承

担 147 学校课程教学、企业员

工培训教学及函授教学。 

整合资源，搭建多样化学习平

台，主动面向相关行业企业开

展企业员工和行业从业人员

的新技术、新知识培训和学历

提升。 

向南方航空公司、新科宇航等企业员工及社

会人员提供各类培训合计 913 人次、7908

人天；向企业员工和在校毕业生提供

CCAR147 基本技能培训合计 687 人、29270

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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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与加

拿大卡纳多学院的 2+1 合作

办学；与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的

合作教学；与斯里兰卡美国高

等教育学院合作引进斯里兰

卡留学生。 

全面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合作

院校和境外专家深度参与专

业建设，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施

“走出去”战略，吸引境外学

生来校学习，向港澳、东南亚

等地区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

源。 

与加拿大卡纳多学院持续开展国际合作办

学，近 4 年赴加拿大卡纳多学院留学学生 59

人；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开展合作办学项目，

建设期内共接收 147名香港学生来校进行飞

机维修实训课程的学习；与斯里兰卡美国高

等教育学院开展合作办学项目，近 4 年共培

养斯里兰卡留学生 25 名；积极与港澳和台

湾开展交流活动，2018、2019 年举办了 2

届两岸职业院校飞机维修基本技能邀请赛，

接收台湾交流生 126 人；选派了 3 名专业教

师前往加拿大卡纳多学院学习交流，4 名教

师赴香港执行推进联合办学项目，1 名教师

参加了 2019 年海峡两岸民航人才培养论坛

及交流活动。 

国内合作交流 

与新疆职业大学、南京正德学

院、四川长江职业技术学院开

展了对口帮扶合作。 

继续开展对口帮扶项目，同时

与国内国家示范（骨干）高职

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互

派学生，实现学生跨区域的培

养合作。 

2016-2017 学年接收四川长江职业技术学院

对口交流学生 48 人，建设期内持续接收新

疆职业大学对口交流学生（2015-2018 级）

合计 1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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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任务 

（一）教育教学改革 

1．“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指导性基本项

目任务与预期

标志性成果及

完成时间 

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 

1.创新校企合作共建专业机制，大力搭建高职教育协同创

新中心，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培养人才

的不同模式的实践研究； 

2.开展学分制试点，建立健全选课制、学分互认制等； 

3.以培育和实践专业特色为主线，开展以发展型、创新型、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研制具

有世界水准、系统设计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

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创新课堂教学。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培育重大理论研究成果； 

4.建立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

教育的有机融合，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各级创新

创业竞赛及全国和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 

5.开展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建立专业

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预期标志性成果： 

1.飞机维修协同创新中心 ； 

2.高职教育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标准研制项目； 

一、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完成率 100% 

二、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 

（一）国家级 

1.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标准 1个； 

2.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获奖 3项—2017年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动

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一等奖 1项，2019年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动

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二等奖 1项； 

3.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2人—袁书生、邹付群； 

4.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工作者 2人—田巨、陈裕芹； 

5.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2 项—2018 年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三等奖、

2019年中国-东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B&R杯”大学生无人机编队飞行舞

蹈创意编程大赛一等奖。 

（二）省部级 

1.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5项（验收 1项，立项 4项）； 

2.民航教育人才类项目 8项； 

3.民航教学成果奖 2项—2018年民航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 

4.全国航空工业行指委教学成果奖 2项—2018年全国航空工业行指委教学成

果奖一、二等奖各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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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3.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 

4.教育教学成果奖； 

5.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获奖； 

6.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7.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5.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1项—2019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 1项； 

6.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获奖 1项—2020年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暨世界

技能大赛“飞机维修”赛项广东省选拔赛三等奖。 

（三）校级和独创 

1.飞机维修工程政校企协同育人中心 1个； 

2.校级教学和科研项目 11项； 

3.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2门； 

4.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1个。 

针对性细化项

目任务与实施

要点 

一、人才培养机制 

1.充分发挥本专业的教学资源优势，联合企业建立集资格

证书培训、员工理论培训、技能培训与一体的校企共建共

享的飞机维修协同创新中心； 

2.邀请国内国际的校企专家成立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建

设指导委员会，共同制定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 

3.加强企业调研，校企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企业“冠名

班”等合作培养人才模式的探索实践； 

4.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实施选课程、选教师、选课堂等试

点。 

二、教学改革 

1.研制交通运输（民航）大类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

一、人才培养机制 

1.已建立飞机维修工程政校企协同育人中心； 

2.成立了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并于 2018 年召开论证会论

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在专业教学标准研制中开展了对行业企业的调研，总结了与厦门航空公司

的学徒制合作成果，与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GAMECO）、海航航空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举办了企业冠名班； 

4.编写了基于学分制的人才培养方案；出台了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学分制

实施方案、学分制选课管理办法、学分制考试管理制度、学分制教学质量监

控评价办法、学分制辅修专业的管理规定等一系列制度并自 2017级学生开始

实施。《学分制视域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以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专业为例》获 2018年广东省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 

二、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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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标准； 

2.《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针对不同层次生

源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改革和创新”的实践研究及推广； 

3.《燃气涡轮发动机系统》或《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

中开展校内专任教师与校外行业企业高技能水平兼职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试点； 

4.利用学校网络课程平台和专业教学资源库等数字化资

源，探索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5.进行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研究，探索民航独有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 

6.总结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申报教育教学成果奖。 

三、创新创业教育 

1.开设创新创业教育的专门课程； 

2.通过航模协会开展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择优推荐

优秀学生通过无人机项目的平台进行例如无人机航拍、无

人机测绘等相关的创业活动。 

四、学生成长与发展 

承办并参加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

维修赛项。 

五、质量保证 

1.利用校内就业指导中心的数字化就业平台对毕业生开展

跟踪调查问卷； 

1.完成了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标准的研制，2019年由教育部正式发布； 

2.在《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开展分层分类教学的实践探索，立

项的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针对不同层次生源教学方法和考

核方式的改革和创新”于 2019年通过验收； 

3.在《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和 GAMECO冠名班实训课程中开展校内专任教

师与校外行业企业高技能水平兼职教师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试点，与企业兼

职教师组建团队共同编写课程教材； 

4.利用学校网络课程平台和专业教学资源库等数字化资源改造了传统教学课

堂，大力推行专业教学资源库及职教云平台应用，开展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

模式的研究，立项 2018年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2项，分别为

《基于微课的飞机机电专业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和《基

于网络学习空间的高职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5.2020年进行了“航空机电设备维修技术”专业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专业

设置的论证； 

6.积极培育和申报了教学成果奖，共获得 2018年民航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

三等奖 1项；2018年全国航空工业行指委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各 1项；2019

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 

三、创新创业教育 

1.将创新创业课程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中，目前开设有《创新创业

基础》和《创新创业实务》2门； 

2.以航模协会和无人机协会为平台组织各类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

思维，选拔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专业学生获有校级第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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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2.与用人单位开展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3.定期开展第三方评价； 

4.每年向社会发布人才培养质量报告，并开展人才培养质

量会议进行质量诊断分析与反馈，改进教育教学。 

 

六届“启航易站”大学生创业街活动总决赛并获得第五届总决赛冠军、第三

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三等奖、2019 年中国-东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

“B&R杯”大学生无人机编队飞行舞蹈创意编程大赛一等奖。 

四、学生成长与发展 

承办了 2017年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学生

获得 2017年国赛一等奖 2项、2019年国赛二等奖 1项。 

五、质量保证 

1.对毕业生开展了问卷调查； 

2.对用人单位开展了人才培养质量的问卷调查； 

3.委托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睿新中科等第三方机构开展了第三方评价； 

4.每年定期向社会发布人才培养质量报告。 

量 

化 

指 

标 

1.满意度：学生对课程适用性的满意度增量，毕业生的教

学满意度≧90%，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95%，毕业生工

作与专业相关度≧80%，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80%； 

2.生均教学改革及研究专项资金； 

3.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门数，自主创新创业的学生人数； 

4.第三方评价报告和人才培养质量报告数量。 

1.根据第三方睿新中科统计数据：2019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达到

96.57%，职业期待吻合度达到 94.11%，工作总体满意度达到 95.76%，职业能

力满足度达到 98.55%，均值为 4.25，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为 97.77%。 

2.建设期内用于教学改革的支出资金达 404.464085万元，生均达 1685.26元

/生。 

3.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2 门，2019 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创业率为

1.90%，这与学生就业率和对口率高，就业质量好等因素有关，导致毕业生就

业预期远高于创业； 

4.每年向社会公开发布年度人才培养质量报告，2016年委托麦可思数据有限

公司、2019年委托睿新中科公司开展了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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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完成情况 

1 飞机维修协同创新中心 

集资格证书培训、员工理论培

训、技能培训于一体的校企共

建共享的飞机维修协同创新中

心。 

2017-2020 校企共建的培训 

已完成 

建立了校级飞机维修工程政校企协同育

人中心。 

2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编制 

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典型工

作任务、课程模块、学分设计、

教学进程等。 

2016-2020 

形成基于学分制改革

及国内国际行业标准

的人才培养方案 

已完成 

完成了相关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3 

交通运输（民航）大类飞

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

标准研制 

设计并编写民航飞机机电设备

维修专业的教学标准和课程标

准。 

2016-2017 

形成国内高职类飞机

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

学标准和课程标准规

范 

已完成 

研制了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标

准，2019年由教育部公开发布。 

4 

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飞

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

赛项的承办 

申请报告、竞赛组织、文件编

制等。 
2016-2018 

以赛促建、以赛促学、

以赛促改，搭建飞机维

修专业交流的平台。 

已完成 

2017 年承办了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

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 

5 校企合作培养人才项目 

1.与海南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合

作成立企业冠名班 

2.与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合作成立企业冠名班 

2017-2020 
企业冠名班的合作案

例 

已完成 

2017 年至今与 GAMECO 举办了三届

GAMECO 冠名班共计 288 名学生，2017

年至今与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举

办了两届海技冠名班共计 130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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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完成情况 

6 
教改类教学成果奖培育项

目 

总结教育教学改革中的探索实

践和经验成果并组织申报教育

教学成果奖 

2017-2020 
校级和省(部)级教育

教学成果奖 

已完成 

获得 2018 年民航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项；2018 年全国航空工业

行指委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各 1 项；

2019 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 1项。 

7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

项目 

1.“针对不同层次生源教学方

法和考核方式的改革和创新”

项目建设。 

2.基于网络课程平台、专业教

学资源库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新

型课堂教学实践研究项目建

设。 

3.其他有关专业教学改革的项

目建设。 

2016-2020 项目结题报告 

已完成 

“针对不同层次生源教学方法和考核方

式的改革和创新”项目通过省级验收，

立项广东省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项目 4项。 

 

（二）教师发展 

1．“教师发展”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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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指导性基本

项目任务与

预期标志性

成果及完成

时间 

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 

1.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专业带头人提升专业水平、

扩大行业影响力，支持普通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改革、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 

2.支持专业骨干教师积累企业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

能力； 

3.加强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创新与管理改革，广泛开

展有效教研活动，充分发挥基层教学组织在教学改革、

教师发展中的作用； 

4.支持专业带头人及时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动态，

准确把握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方向，保持专业建设的领

先水平，提升专业水平、扩大行业影响力； 

5.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专兼结合、德技双馨

的专业教学团队； 

6.大量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

师。 

预期标志性成果： 

1.完成 1名省级领军人才的培养； 

2.完成 1名省级教学名师的培养； 

3.教师获得信息化教学大赛奖项。 

一、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完成率 100% 

二、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 

（一）国家级 

1.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1项。 

（二）省部级 

1.完成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领军人才培养 1 名—邓君香教授第一批广东省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领军人才培养 2019年通过验收； 

2.2017年获评交通运输部青年科技英才 1名—邓君香教授； 

3.2017 年获评广东省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高职高专）1 名—邓君香教

授； 

4.培养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1名—田巨教授（待验收）； 

5.入选广东省高职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2018-2020年）1名—田巨教授； 

6.飞机机电教学团队获得 2017年全国民航“工人先锋号”称号； 

7.获得 2017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2 项，2018 年广东

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2项、一等奖 1项； 

8.获得 2019年广东省职业学院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3项； 

9.获得 2020年广东省第五届高校（高职）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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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针对性细化

项目任务与

实施要点 

一、激励和约束机制 

1.以学校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为契机，建立和完善教师

工作绩效的考核和管理办法，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到专业

建设、课程改革、企业实践锻炼等中来； 

2.合理搭配在教研室下搭建课程组，以老带新，完善听

课制度，以课程组为单位开展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和教

学手段改革； 

3.选送 10名专业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 

二、专业带头人 

1.鼓励专业带头人（省级领军人才）下企业实践，扩大

专业带头人在行业的影响力，完成 1 名省级领军人才的

培养； 

2.聘请 1 名企业专家作为本专业的企业专业带头人，建

立校企双专业带头人。 

三、教学团队 

1.完成 1 名省级教学名师的培养计划，培养 1 名校级教

学名师； 

2.2名教师完成学历进修，引进 6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作

为专业专任教师，培养或引进 5-6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

业专任教师； 

3.选派专业教师参加南航机型培训，3-4名教师获取机型

证书，1-2名教师获取 CAAC基础执照； 

一、激励和约束机制 

1.学校于 2019年正式颁布实施了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了教师工作绩

效的考核和管理办法，在二级学院飞机维修工程学院中制订了教师实践教学能

力提升实施方案、课程组教学实施和教考分离管理方案、专业新入职教师能力

提升实施方案等方案； 

2.重点围绕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以老带新搭建课程组开展课程建设和教学改

革，开展教研活动； 

3.选送专业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 12人次。 

二、专业带头人 

1.邓君香教授第一批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领军人才培养 2019年通过验收； 

2.培养了 3名校级专业带头人—王舰、陆轶、刘艺涛； 

3.聘请了 2 名企业专家作为专业的企业专业带头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的杨国余和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的廖向红。 

三、教学团队 

1.培养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1名—田巨教授，待验收； 

2.培养校级教学名师 1名—龚煜； 

3.入选广东省高职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2018-2020年）1名—田巨教授； 

4.获得 2017年全国民航“工人先锋号”称号—飞机机电教学团队； 

5.获得 2017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2 项，2018 年广东

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2项、一等奖 1项，2018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1项，2019年广东省职业学院技能大赛职业院

校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3项，2020年广东省第五届高校（高职）青年教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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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4.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专业教师参加信息化大赛并获奖； 

5.建立兼职教师库，兼职教师库教师规模达 120人以上。 

大赛二等奖 1项。 

6.1名教师完成学历进修取得博士学位，引进 5名硕士、1名博士作为专业专任

教师，引进 1名高级工程师，培养了 5名副教授； 

7.选派 24名教师参加南航 A330 机型熟悉课培训，8名教师参加 A320MEII类培

训并取得机型证书，4 名教师参加 B737NG MEII 类培训并取得机型证书，11 名

教师参加民用航空器维修执照培训和考试并获得 CCAR执照； 

8.聘请企业技能骨干担任兼职教师，完善兼职教师库，兼职教师规模达 126人。 

量 

化 

指 

标 

1.专业教学团队中专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30%，青

年教师中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

60%，“双师素质”专业专任教师比例≧90%，实践技能

课程由高技能水平兼职教师授课的比例≧20%； 

2.培养省级教学名师 1名； 

3.培养省级领军人才 1名； 

4.聘请企业专业带头人 1名。 

1.硕士以上学历占总人数的 68%，其中青年教师中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博

士学位的比例达 100%；高级职称占比 33%；具有行业一线工作经历的教师占比

27%，双师型教师占比 69%；企业兼职教师 126名； 

2.获评广东省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1 名，入选广东省高职名教师工作室

主持人（2018-2020年）1名，培养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1名（待验收）； 

3.完成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领军人才培养 1名； 

4.聘请企业专业带头人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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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发展”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完成情况 

1 省级教学名师 

从资金、政策上扶持教学名师

的培养，从参与培训、调研、

科研、参与学术会议等多方面

为名师培养创造条件。 

2016-2018 
完成省级教学名师培

养计划 

已完成 

邓君香教授 2017 年获评广东省第八届高等

学校教学名师奖，田巨教授广东省特支计划

教学名师培养待验收，田巨教授入选广东省

高职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2018-2020年）。 

2 省级领军人才 

鼓励专业带头人（省级领军人

才）下企业实践，扩大专业带

头人在行业的影响力。 

2016-2018 
完成省级领军人才培

养计划 

已完成 

邓君香教授广东省专业领军人才培养于

2019年通过验收。 

3 专业教师培训项目 

每年选派专业教师参加机型

培训、考证、下企业实践锻炼、

学历进修等。 

2016-2020 

完善教学团队结构，

建设一支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专兼结合、

德艺双馨的专业教学

团队。 

已完成 

选派 24名教师参加南航 A330机型熟悉课培

训，8 名教师参加 A320MEII 类培训并取得

机型证书，4名教师参加 B737NG MEII 类培

训并取得机型证书，11名教师获得 CCAR执

照；机电教学团队获得 2017 年全国民航“工

人先锋号”称号。 

4 信息化教学比赛 
鼓励并组织教师参与省级及

以上信息化教学比赛 
2017-2020 信息化教学比赛获奖 

已完成 

建设期内共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

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1项，广东省职业学院技

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和信息化教

学大赛一、二、三等奖共计 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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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条件 

1．“教学条件”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指导性基本项目

任务与预期标志

性成果及完成时

间 

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 

1.加强课程资源建设，建设基本覆盖专业核心课程、主干课程的

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微课程等优质数字化资源，

实现校内开放、校外共享。新增国家级和省级规划教材、重点教

材或精品教材。建设替代性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和开发仿真教学软

件； 

2.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厂校合作，不断改善实训基地条件，建

立具有真实职业氛围、设备先进、充分满足教学需要的校内生产

性实训基地； 

3.建立数量充足、专业对口、运行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依

托合作的企事业单位，推动校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校企共同制

定校外实践教学培养方案，共同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学的培养过

程，共同评价校外实践教学的培养质量。 

预期标志性成果： 

1.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 

2.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3.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飞机维修训练虚拟仿真中心； 

一、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完成率 100% 

二、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 

（一）国家级 

1.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 1 项—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

库； 

2.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1项—飞机维修虚拟仿真中心； 

3.国家级“十三五”规划教材 1门—《波音 737NG飞机动力装置》 

（二）省部级 

1.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4门 2019年通过验收； 

2.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获得立项 2门； 

3.飞机维修专业校内实训基地被认定为省级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4.全国航空工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1门—《无人机概论》。 

（三）校级和独创 

1.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 6门； 

2.与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共建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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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5.实训基地； 

6.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7.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 

针对性细化项目

任务与实施要点 

一、优质教学资源 

1.推进和优化现有的毕博平台上的专业课程网络课程建设，实现

专业课程资源全部上网，并完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积极进行网络

课程的应用。 

2.整合优化资源，建设包含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6门核心专业

课程的教学资源库，并以之为基础进行手机 APP触发教学资源的

教学开发与应用实践。 

3.建成 4门省级资源共享课；建设并申报 2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 6门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编写并公开出版《飞机电源系统》、《波音 737NG 飞机系统与

附件》和《空客 A320 飞机系统与附件》教材 3本。 

5.建立服务专业教学和企业培训的专业课程试题库，完成试题库

软件的开发与使用，用于支持和改进目前实行的教考分离的考试

制度。 

6.引进高仿真飞机维修模拟训练设备，建设飞机维修模拟实训

一、优质教学资源 

1.依托毕博平台实现专业课程资源全部上网，开展网络课程应用评比并

将获奖纳入到教学质量评价优秀认定条件中； 

2.2017起打包 9门专业课程开展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与申报，2017.2018 年进入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备选库，2019 年获得

正式立项，依托职教云和 MOOC开展在线教学应用； 

3.4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于 2019年通过验收—《典型机型飞机电子系

统》、《飞机电源系统》、《航空电机基础》、《燃气涡轮发动机控制

系统》； 

4.《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和《航空材料》2 门课程获得省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航空材料》、

《飞机构造基础》、《飞机系统与附件》、《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航

空机械基础》获得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 

5.完成《飞机电源系统》、《波音 737NG飞机系统与附件》和《空客 A320

飞机系统与附件》3 本教材的编写，并公开出版了《波音 737NG 飞机系



26 

 

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室，开发飞机维修模拟机的教学项目。 

7.建立并完善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增设若干门限选课和任选课，

如同时开设波音 737 和空客 A320 机型的《飞机系统与附件》课

程，给本专业学分制试点下的学生选课制度提供支撑。 

二、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1.打造校企互惠双赢，集教学、生产性实训、企业培训、飞机维

修执照培训考证“四位一体”的共享型“公共实训平台”。 

2.建立飞机维护基础机械类仿真实训室。 

3.建立飞机维护基础电类仿真实训室。 

4.建立校企共享型飞机发动机维修实训室。 

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1.继续保持和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等民航企业的紧密合作，积极调研开拓新的实践教学基地，建

立数量充足、专业对口、运行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进一步完善校外实践基地的实训环境、管理制度、教师培养等，

加强学生校外实习的管理和反馈。 

统与附件》； 

6.依托专业教学资源库和职教云建立起专业课程试题库； 

7.引进 A320飞机维修模拟机，开发典型机型教学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用于

理实一体教学； 

8.在《飞机系统与附件》课程中施行选课程，提供 A320 和 B737 两个机

型方向。 

二、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1.建设和完善校内飞机维修基本技能实训车间、专业技能实训室、生产

性实训车间和南方航空机务在职人员培训基地，打造了集教学、生产性

实训、企业培训、飞机维修执照培训考证“四位一体”的共享型“公共

实训平台”； 

2.建立了 CFM56发动机维修实训室并通过验收； 

3.建立了飞机维护基础机械类仿真实训室； 

4.建立了飞机维护基础电类仿真实训室。 

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1.建立数量充足、专业对口、运行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目前达到

45家； 

2.与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共建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3.建立了校外实习在线管理平台，进一步完善校外实习的管理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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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量 

化 

指 

标 

1.建成的专业教学资源库数量、精品资源共享课数量、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数量； 

2.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材、校企合作开发使用的校

本教材或讲义等优秀教材和最近 2 年出版的新教材占比 80%以

上； 

3.理工科专业生均实训设备总值≧13868 元/生，理工科专业生

均学年校内实践基地使用时间≧506.65学时/生。 

1.建设有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1 个，4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通过验

收，立项 2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6门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新增国家级十三五规划教材 1门，全国航空工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1门，

专业课程中由本专业教师编写的公开出版教材和校本教材占比达 89%，

其中由本专业教师编写的公开出版教材占比达 79%； 

3.截止 2020年，专业校内实训设备总值达 11555.428 万元，生均实训设

备总值约 48147.6元/生；学年使用频率达 2036800人时，生均达 848.67

学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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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条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完成情况 

1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

学资源库 

建成包含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

业 6门核心专业课程的教学资

源库，校企共享 

2016-2020 
建成省级专业教学资源

库，申报国家级 

已完成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

库入选 2017.2018 年国家级备选

库，2019年获教育部正式立项。 

2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核

心课程资源建设 

对 5门核心专业课程进行课程

资源开发及优化利用，建成 5

门优质网络课程 

2016-2017 项目结题报告 
已完成 

建成 5门优质网络课程。 

3 

广东省高职教育二类品牌

专业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

业课程建设 

省高职二类品牌专业建设中飞

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课程标准

编写、课程资源开发、教材编

写等 

2016-2017 项目结题报告 

已完成 

编制了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 1

套，依托资源库进行了课程资源

建设。 

4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 

进行《飞机电源系统》、《航

空电机基础》、《典型机型飞

机电子系统》、《涡轮发动机

控制系统》四门课程的精品资

源开发 

2016-2019 
建成 4门省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 

已完成 

4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已通过

省级验收。 

5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进行《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

原理》、《机电专业英语》、

《航空工程材料》、《飞机构

造基础》等核心专业课程的资

2016-2020 

建成一批校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在此基础上申报 2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已完成 

立项 6 门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其中《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

行原理》和《航空工程材料》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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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完成情况 

源开发 得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 

6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理

论与实训指导教材 

《A320飞机系统与附件》、《飞

机发动机系统实训指导书》等

教材 

2016-2019 公开出版教材 

已完成 

已公开出版《飞机发动机系统实

训指导书》和《B737飞机系统与

附件》，《A320飞机系统与附件》

目前为校编教材。 

7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实

训课程的虚拟拆装技术应

用研究 

利用先进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

设计飞机维护拆装系统实现实

训课程的模拟操作 

2016-2017 项目结题报告 

已完成 

利用购置的一套 VR 设备进行了

VR技术在专业实训课程中的应用

研究。 

8 飞机维修模拟实训室建设 
典型机型飞机维修模拟实训室

建设及教学项目开发应用 
2016-2020 

飞机维修训练虚拟仿真中

心 

已完成 

建立了集 B737.A320、赛斯纳 172

和贝尔 206 等多机型的飞机维修

虚拟仿真中心，于 2020年获评国

家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9 
校企共享型飞机发动机实

训室建设 

开展校企合作，共建共享飞机

发动机实训室，开发教学和培

训资源 

2016-2018 共享型飞机发动机实训室 

已完成 

购入了 1 台 CFM56 涡扇发动机，

建立了涡扇发动机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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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完成情况 

10 
飞机维护基础机械类仿真

实训室建设 

建设覆盖飞机维护基础机械类

课程的仿真实训室 
2017-2020 

飞机维护基础机械类仿真

实训室 

已完成 

建立了飞机维护基础机械类课程

的仿真实训室。 

11 
飞机维护基础电类仿真实

训室建设 

建设覆盖飞机维护基础电类课

程的仿真实训室 
2017-2020 

飞机维护基础电类仿真实

训室 

已完成 

飞机维护基础电类课程的仿真实

训室。 

12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 

建立数量充足、专业对口、运

行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完善校外实践基地的实训环

境、管理制度、教师培养等 

2016-2020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已完成 

建立了数量充足、专业对口、运

行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目

前达到 45家；广州飞机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

业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获校

级立项。 

 

（四）社会服务 

1．“社会服务”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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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指导性基本

项目任务与

预期标志性

成果及完成

时间 

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 

建立和完善专业教师紧密联系企业、为社会服务的激励制度；

搭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主动面向行业企业开展

技术服务、成果转化；搭建多样化学习平台，主动面向相关行

业企业开展企业员工和行业从业人员的新技术、新知识培训和

学历提升。 

预期标志性成果： 

1.民用航空器维修公共实训中心。 

一、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完成率 100% 

二、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 

（一）国家级 

1.实用新型专利 4项； 

（二）省部级 

1.建设广东省高职教育公共实训中心 1 个—民用航空器维修公共实训中

心，该公共实训中心 2020 年被中国民航局批准为 CCAR66 部执照“N+1”

改革试点单位； 

（三）校级和独创 

1.向南方航空公司、新科宇航等企业员工、社会人员及在校毕业生提供员

工培训和民用航空器维修执照培训，2016-2020年共计培训 1600人； 

2.完成企业员工学历提升（南航大函授班）共计 285人； 

3.专业教学资源库企业用户与社会学习者所在单位总个数达 286。 

针对性细化

项目任务与

实施要点 

1.加强与企业联系，通过执照培训、企业员工技能培训、机型

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与新加披科技宇航、九元

航空等新落户广州的生产企业加强沟通，争取签订培训协议，

提升服务社会区域经济的能力； 

2.建立专业教学资源库并向企业和社会推广应用，用于企业员

工和社会人员的技术和知识培训及学历提升； 

3.选派老师参与“支援西藏民航跨越式发展”项目，给民航西

藏区局机务人员技能培训班上培训课； 

4.建立民用航空器维修公共实训中心，增强行业服务能力； 

1.专业骨干教师参与民用航空器维修执照培训、企业新员工培训、飞机维

修技能培训等培训项目； 

2.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向企业和社会推广应用，已有企业用

户与社会学习者所在单位 286个； 

3.选派 4名专业老师参与“支援西藏民航跨越式发展”项目，给民航西藏

区局机务人员技能培训班上培训课 80课时； 

4.建设民用航空器维修公共实训中心 1个； 

5.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4项，省级科研课题 7项，校级科研课题 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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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5.组织专业和学术带头人成立科研小组，进行或参与一些大型

的科研项目。 

量 

化 

指 

标 

工科专业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入≧282 元/生。 2017-2020年为行业、企业提供各类培训收入分别为 211 万元、261万元，

305万元和 90万元，其中 2020年收到疫情冲击影响下降幅度较大，但学

年生均值也达到了 375 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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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服务”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完成情况 

1 
民用航空器维修公共实训

中心 
校内多专业公用，企业培训 2016-2019 省级公共实训中心 

已完成 

该公共实训中心 2020年被中国

民航局批准为 CCAR66部执照

“N+1”改革试点单位。 

“2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基础

执照培训项目 
理论和技能培训 2016-2020 培训课时总量和经费收入 

已完成 

向企业员工和在校毕业生提供

CCAR147基本技能培训合计 687

人、29270人天。 

3 企业员工培训项目 理论或技能培训 2016-2020 
培训企业、培训课时总量和经

费收入 

已完成 

向南方航空公司、新科宇航等

企业员工及社会人员提供各类

培训合计 913 人次、7908人天。 

 

（五）对外交流与合作 

1．“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指导性基本

项目任务与

预期标志性

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 

1.全面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与至少 1 所

境外高水平院校的相同专业或相近专业建立姊妹专业关系，合作院

一、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完成率 100% 

二、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 

（一）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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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成果及完成

时间 

校和境外专家深度参与品牌专业建设，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通

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实施“走出去”战略，吸引境外学生来校学习，向港澳、东南亚

等地区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3.与国内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学

生跨区域的培养合作。 

预期标志性成果： 

1.教育教学成果奖。 

1.2019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职业教育）一等奖 1项—“基

于国际标准的飞机维修类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2.中外国际合作办学项目通过 2019年广东省中外国际合作办学评估。 

（二）校级和独创 

1.与加拿大卡纳多学院的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国际合作办学项目 1

个； 

2.与斯里兰卡的美国高等教育学院国际留学生项目 1个； 

3.与香港职业训练局的合作项目 1个； 

4.2018和 2019年两岸职业院校飞机维修基本技能邀请赛； 

5.新疆职业大学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对口支援项目 1个。 

针对性细化

项目任务与

实施要点 

一、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 

1.继续保持和推进与加拿大卡纳多学院的合作办学项目，进一步加

强双方的师资和学生交流，邀请对方专家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标准的制定中来； 

2.加强与港澳台的合作交流，如继续开展与香港职业训练局的合作

项目，派遣老师前往培训和接收对方的学生进行实操培训；继续派

遣老师前往台湾中华科技大学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并加强双方的学

术交流； 

3.深化并总结与斯里兰卡美国高等教育学院合作培养国外留学生

的宝贵经验，形成留学生培养的相关报告和文件，继续探索培养国

外留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且在东南亚地区积极宣传我校，吸引

一、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 

1.与加拿大卡纳多学院开展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国际合作办学项

目，建设期内赴加拿大卡纳多学院留学的学生共计 59 名，制订了国际

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方案 1 份，派遣了 3 名专业教师赴加拿大卡纳多学

院学习交流； 

2.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建设期内共接收 147 名香港

学生来校进行飞机维修实训课程的学习，派遣了 4 名教师赴香港学习

交流； 

3.派遣 1名专业教师参加了 2019年海峡两岸民航人才培养论坛及交流

活动，积极开展两岸师生交流活动，共接收台湾交流生 126 人，举办

了 2018.2019两届两岸职业院校飞机维修基本技能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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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建设目标 完成情况 

更多国家的留学生来我校进行学习培训。 

二、国内合作交流 

1.开展与新疆职业大学、四川长江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的对口帮扶

项目，通过反馈与改进提高其学生专业课程教学和教师培训的质

量； 

2.利用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

赛项的契机对有参赛意向的院校的学生进行赛项技能培训。 

4.与斯里兰卡美国高等教育学院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建设期内共培养

斯里兰卡留学生 25名，扩大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二、国内合作交流 

1.建设期内与新疆职业大学持续开展了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对口帮

扶项目，共计学生 109 名； 

2.2016-2017 学年与四川长江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专业对口帮扶项目，共计学生 48名； 

3.2017年为 9所学校、2019年为 1所学校提供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培训，2018年为 3 所院校提供了两岸暨

香港职业院校飞机维修基本技能邀请赛赛项培训。 

量 

化 

指 

标 

1.全日制在校生中，去境外交流学生占比，赴境外参加培训的专业

专任教师占比，接受境外交流学生数量； 

2.接受外校交流学生数量。 

1.赴加拿大卡纳多学院留学的学生共计 59名，接收 147 名香港学生来

校进行飞机维修实训课程的学习，接收台湾交流生 126 人，培养斯里

兰卡留学生 25名； 

2.与新疆职业大学持续开展了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对口帮扶项目，

共计学生 109 名；与四川长江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专业对口帮扶项目，共计学生 4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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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完成情况 

1 
与加拿大卡纳多学院的合

作项目 

2+1模式合作办学培养学生，教

师交流 
2016-2020 

教师和学生交流的数

量、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标准 

已完成 

赴加拿大卡纳多学院留学的学

生共计 59 名，3 名教师前往学

习交流。 

2 与港澳台合作交流项目 教师交流，学生交流和培养 2016-2020 
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和培

训数量 

已完成 

147 名香港学生来校进行飞机

维修实训课程的学习，派遣了 4

名教师赴香港学习交流。 

3 国外留学生培养项目 斯里兰卡留学生的培养 2016-2020 
留学生培养相关报告和

文件 

已完成 

培养斯里兰卡留学生 25名。 

4 
新疆职业大学对口帮扶项

目 
学生专业课程教学、教师培训 2016-2017 培养人数和培训时间 

已完成 

4 年共计培养新疆班学生 109

名。 

5 
四川长江职业技术学院对

口帮扶项目 
学生专业课程教学、教师培训 2016-2017 培养人数和培训时间 

已完成 

2016-2017 学年培养长江班学

生 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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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完成情况 

6 

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

“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

赛项”技能培训 

学生赛项技能训练 2016-2017 培养人数和培训时间 

已完成 

对 9 所院校的学生开展“飞机

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

技能培训。 

三、经费使用情况 
2016～2020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品牌专业经费使用情况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省财政品牌专业

建设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共建经费 

省财政安排的

其他资金 

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 

学校自筹资

金 

其他渠道资

金 
合计 

1.教育教学改革 

预算情况 0.00 300.00 66.00 0.00 10.00 0.00 376.00 

经费到位情况 0.00 225.00 39.10 0.00 164.56 0.00 428.66 

经费支出情况 0.00 211.14 37.62 0.00 161.19 0.00 409.95 

2.教师发展 

预算情况 0.00 20.00 50.00 0.00 100.00 0.00 170.00 

经费到位情况 0.00 20.00 5.00 0.00 165.10 0.00 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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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省财政品牌专业

建设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共建经费 

省财政安排的

其他资金 

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 

学校自筹资

金 

其他渠道资

金 
合计 

经费支出情况 0.00 18.42 4.58 0.00 155.92 0.00 178.92 

3.教学条件 

预算情况 0.00 1711.00 140.00 0.00 90.00 0.00 1941.00 

经费到位情况 0.00 2071.25 0.00 0.00 186.30 0.00 2257.55 

经费支出情况 0.00 2071.25 0.00 0.00 186.30 0.00 2257.55 

4.社会服务 

预算情况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经费到位情况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经费支出情况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对外交流 

与合作  

预算情况 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50.00 

经费到位情况 0.00 0.00 0.00 0.00 62.25 0.00 62.25 

经费支出情况 0.00 0.00 0.00 0.00 62.25 0.00 62.25 

注：1.相关栏目间请勿重复填写。 

2.资金来源为中央和省财政的，必须是已经下达或文件明确予以落实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