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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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高水平专业建设，专业综合实力在全国高职院校同类专业具有明

显领先优势。负责完成制定和修订教育部发布的高等职业学校民航通

信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和专业简介，引领全国高职院校同类专业发展。

专业教学团队高级职称超过 72%，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1 名，航

空职业教育教学名师 1 名，省级优秀青年教师 2 名，具备全国同类专

业一流的师资。建成民航首个民航电信人员培训基地，建成省级实践

教学基地 2个，生均实训设备超过 32000元，建设国家级精品类课程 1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出版产教融合系列教材一套共 9部，

其中国家“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1 部。专业建设成果获得

广东省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二等奖 2项，民航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

航空教指委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 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职院校教学

改革优秀案例三等奖 1 项，具有全国一流的教学管理水平。建设期内

完成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 5 项，获得国家专利 4 项，每年和企业合作

完成多期民航电信类技术培训，并完成广东省无线电协会等“5G技术

与行业应用系列讲座”等培训 800余人，教学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国

内同类专业领先。项目建设期间获得国家级标志性成果 8项 19个，省

（部）级标志性成果 12项 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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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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5.25%，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为 4384.61

元/月，职业能力满足度 97.51%，工作适应度 98.87%，工作满意度

97.49%，职业期待吻合度 93.72%，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73.64%，用人单

位满意度 4.49分，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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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每年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率为 100%，普通高考统考招生录取中，第

一志愿投档线超出所在录取招生批次分数线 80-100分，新生报到率达

到 92%，生源质量好，生源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满意度达到 97.49%，

愿意向他人推荐自己母校的推荐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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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学校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标

准

2.民航通信技术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可行性分析报告 1 份，学术论文 2篇，课程

教学学术论文 2 篇

1.《高等职业学校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标

准》（负责制定，教育部已发布）。

2.《高等职业学校民航通信技术专业简介》

（负责制定，教育部验收通过，待发布）。

3.获得全国第三批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4.“5G 移动网络运维”等国家级 1+X 证书试

点 2 个。

5.完成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分析报告 1份，

发表学术论文 6篇。

6.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优

秀案例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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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于 OBE 理念的高职专业课程体系构

建研究—以民航通信技术专业为例”、“课程

思政理念下民航通信技术专业“三教”改革

的路径研究与分析”等项目获得广东省教育

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

教学改革
1.教育教学成果奖 1 项

2.省(部)级技能竞赛奖项 2 项及以上

1.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项。

2.民航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

3.航空教指委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项。

4.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比赛高职组教学设计赛二等奖 1 项。

5.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高

职组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三等奖 2项。

6.广东省第四届高校（高职）青年教师教学

大赛（2018）二等奖 1 项。

7.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国赛二等奖 1

项，大学生通信网络部署与优化设计大赛决

赛二等奖 2项。

8.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广东省赛区（高

职高专组）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全国

高校移动互联网（MIAC)应用开放创新大赛

三等奖 1 项、广东省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

1 项、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广

东赛区一等奖 1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 6

项、2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计算机网络

应用赛项（高职组）三等奖 2项。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课程 1-2 门

1.已开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大学

生创新创业实务》2门课程。

2.“微农服务”项目获得第五届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职教

赛道决赛创意组优胜奖。

3.指导学生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

省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银奖、

铜奖各 1 项。

4.学生作品“互联网+机器视觉——让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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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降更安全”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大赛“行星级”作品。

5.学生作品“陶瓷材料 3D 打印关键技术及

其在机械制造领域的应用”获得第十六届

“挑战杯”广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三等奖。

6.广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

等奖。

7.学生创新项目“磁的可控反推力”、“探

究高职院校内网数据安全防护与实践”获得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项目立

项，并顺利验收。

学生成长与发展

毕业生就业率 95%以上，对专业能力培养满

意度 90%以上，就业现状满意度 80%以上，

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良好以上

毕业生就业率 95.25%，职业能力满足度

97.51%，工作适应度 98.87%，工作满意度

97.49%，职业期待吻合度 93.72%，工作与专

业相关度 73.64%，用人单位满意度达 4.49

分，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良好。

质量保证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优秀

1.成立学院教学副院长为组长的专业建设

领导小组，统筹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

2.建设应用“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质量管

理体系信息化平台”，保证教学改革和人才

培养机制的优化。

3. 建设期内专业教师获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优秀 12 人次。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实施方案；技能型兼

职教师培养方案

1.《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到企业实践

实施办法》。

2.《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技能型兼

职教师聘任与管理办法》。

3.《航空港管理学院实践教学教师选拔标准

及工作职责》。

4.《外聘教师管理及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第一次修订）》。

专业带头人 省(部)级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1 名

1.2018 年李斯伟教授获得广东省“特支计

划”教学名师。

2.2020 年洪锐锋获得首届“航空职业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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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师”。

3.2017 年刘志刚完成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并顺利通过验收。

4.2018 年苏文俊完成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并顺利通过验收。

教学团队

专业教师团队实践教学能力显著增加，上实

践课程专业教师比例提高到 80%以上，双师

素质专业教师比例达到 90%以上，3 年以上

企业工作经历专业教师比例大于 30%，专任

教师人均年企业实践时间大于 23 天。聘请 3

名企业专家为兼职教师，每学期 1 名及以上

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同上一门实践课程

1.专业教师团队实践教学能力显著增加，上

实践课程专业教师比例达到 91%，双师素质

专业教师比例达到 100%，3 年以上企业工作

经历专业教师比例 63%。

2.骨干教师企业锻炼 25 天。3 名骨干教师完

成企业培训，4名骨干教师参加企业锻炼。

3.聘请张帆、吴小斌、王均、张会文等 12

名企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一起

完成设备实训类实践课程教学。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微课程 1 门，省(部)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

民航教育专项支持的课程 1 门，民航特色专

业课程 6 门，实践课程比例达到 50%

1.完成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光传输”的建

设与应用。

2.完成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JAVA 程序设

计”的建设与应用。

3.完成“无线电导航”课程的微课程建设，

并通过职教云平台应用 3届学生，微课获得

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高等教

育组微课三等奖。

4.完成专业课程建设 8 门，出版系列专业教

材 9 本，实践课程比例 87.5%。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省(部)级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 2 个，生均实

训设备大于 20000 元/生，人均实训基地使

用时间大于 510 学时/生

1.完成民航电信人员培训基地、电子技术实

训基地和机场电工技术实训基地等 3 个省

（部）级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2.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生均实训设备大于

32000 元/生，人均实训基地使用时间大于

560 学时/生。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新增建设至少 2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新建设民航中南空管局工程（广州）有限公

司协同育人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广州

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产教融合大学

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和四川龙浩航校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等 3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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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1.国家专利 1 项

2.组织系列行业在职人员新技术培训，为企

业提供技术服务，帮助企业搭建实训设备平

台，学员对培训效果满意度 95%以上

1.获得国家专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

2.完成系列民航电信在职人员相关技术培

训 5 次，学员对培训效果满意度高。

3.完成广东省无线电协会等“5G 技术与行业

应用系列讲座”等培训 800 余人，学员对培

训效果满意度 95%。

4.专业骨干教师与广州德顺航空有限公司

合作搭建仪表着陆系统、DVOR、DME 设备平

台。为民航中南空管局工程（广州）有限公

司提供技术服务。

5.专业骨干教师赴梧州机场安装导航设备，

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12 人天。专业带头人

对企业技术支持 3 次。

6.“基于 ARM 的 NM7000B 型仪表着陆系统远

程监控技术研究”、“基于智能优化算法的

ADS-B 地面站选址组网分析及仿真”获得广

东省科研项目立项。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相关课程证书

1. 专业成为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智

能制造领域中外人文交流人才培养基地”，

为对外交流合作和人才培养提供更好平台。

2.获得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基于性

能导航 PBN”课程证书 1份。

3.负责编写民航电信类英文出版文献

“ Aeronautical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Advances, Challenges, and

Modeling”中第 7 章。

国内合作交流 同类院校交流研讨

1.组织面向企业和院校的研讨交流，与中南

空管设备工程公司等 11 家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签订协同育人协议，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2.深入中国民航大学、西安航空学院、广东

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等 16 所院校调研研讨，探索人才培养和教

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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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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定位专注于民航领域通信导

航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经过多年

的专业积累，建立了行业第一个高

职民航通信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和课程体系，具有鲜明的民航特

色。

1.完成本专业高职专业教学标准

的制定。

2.开展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探索研究。

1.2017 年 11 月完成《高等职业学

校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标准》调

研报告。

2.2018 年 10 月完成《高等职业学

校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制

定，2019 年 1 月顺利通过教育部

验收，并向全国高职院校发布推广

应用。

3.2017 年 6 月完成应用型本科人

才培养分析报告和人才培养方案。

4.2020 年获得广东省首批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立项。

5.2021 年 12 月完成《高等职业学

校民航通信技术专业简介》的修

订，并顺利通过教育部验收。

教学改革

定期对企业进行调研和座谈，邀请

行业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论证把

关，组织多次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和

培训，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加强

专业建设。

持续推进专业教学改革和课程建

设与改革，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1项。推进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申

请教学改革项目 2 项，出版专业教

材 3 本，建设专业课程资源，发表

相关学术论文 2篇。

1.2017 年“基于行业标准的政行

校企四方协同继续教育模式创

新”，获得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

（职业教育）二等奖。

2.2018 年“高职飞机电子设备维

修专业‘课证岗赛一体化’课程教

学改革与实践”，获得民航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

3.2020年“民航通信技术专业‘四

方协同、六个融合’实践教学模式

改革与实践”，获得航空教指委教

学成果奖三等奖。

4.2021 年 “标准引领 能力为本

平台支撑--高职民航通信技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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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获得广

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

二等奖。

5.2017 年“基于行业标准的民航

特有专业建设——以民航通信技

术专业为例”获得职业院校教学改

革优秀案例。

6.发表《案例教学法在计算机网络

教学中的应用》、《高职国家专业教

学标准研制路径探析——以民航

通信技术专业为例》等相关教学改

革类学术论文。

7.专业教师参加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高职组教学设计赛获得二等奖 1

项、三等奖各 2 项，广东省高校（高

职）青年教师教学大赛获得二等奖

1 项。

创新创业教育

教学过程中深化实验实训课程改

革，规范实践课程的内容与考核，

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

把创新创业融入教学过程，开始创

新创业课程。

1、专业开设创新创业类课程2门，

就业指导类课程1门。

2、组织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类竞赛6

次，获得省级以上奖项5项。

学生成长与发展

教学过程中深化实验实训课程

改革，规范实践课程的内容与考

核，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学生在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等国内省内实践技能大

赛中，获全国二等奖1项，广东赛

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等成绩。

指导学生参与省(部)级技能竞赛，

获得省部级奖项 2 项，学生参与 1

项及以上科研项目。

以职业技能鉴定和技能大赛为检

验标准，把鉴定和竞赛的规范性和

技能要求融入课堂教学，促进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申请创

新创业项目，2017 年组织学生参

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奖 3

项，国家二等奖 1项，广东省一等

奖 1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2017-2019 年间，参加其他专业技

能竞赛获得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指导学生完成广东大学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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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项目（“磁的可

控反推力”）和“探究高职院校内

网数据安全防护与实践”2项。

质量保证

把在校生学习评价和毕业生跟踪

调查相结合，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

改进机制。

进行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 依据每年的就业质量年报对专业

的专业进行自我诊断与改进。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建立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方案

和技能型兼职教师引进和管理制

度，促进专业教师的成长。

专业教师团队实践教学能力显著

增加。

10 人次专业教师到梧州机场等单

位进行企业实践锻炼，实践教学能

力显著提升。

专业带头人

目前专业带头人李斯伟教授，在本

专业从事教学工作二十多年，主持

和参与的程控交换设备、光传输线

路与设备维护两门门课程获得国

家级精品课程，移动无线网络设备

维护获通信教学指导委员会优秀

课程。2009 年全国模范教师，先

后获得民航总局优秀教师、中国民

航系统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和

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等

称号。

培养省(部)级专业带头人，专业带

头人对企业技术支持不少于 3次，

企业调研不少于 3 次，新技术培训

2次。

专业带头人李斯伟教授 2018 年获

得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洪锐锋获得 2020 年首届“航空职

业教育教学名师”。2017 年刘志刚

完成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顺

利通过验收。2018 年苏文俊完成

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顺利通

过验收。专业带头人对企业技术支

持 6次，企业调研 9次参加，新技

术培训 5次。

教学团队

专业师资队伍具有较强教学能力，

能确保专业建设内容落到教学过

程。团队中有十多年经验的工程

师，有多年设备教学的教授，有多

位骨干教师能够数量掌握实训设

备的调试与维护，设备经验丰富，

能够把岗位技能要求融入课程内

容，提升教学效果。

1.提升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的实

践教学能力，骨干教师企业锻炼时

间 23 天，参与专业能力提升培训，

企业经历的专业教师比例达到

30%，提升双师素质教师和上实践

课程教师的比例，双师素质教师比

例达到 90%，上实践课程教师比例

达到 80%。

2.聘请企业专家为兼职教师 3人，

提升专业教学团队实践教学能力。

1.建设期内落实师资队伍能力提

升计划和专业带头人能力提升计

划，2018 年申报校级教学团队，

从机场单位引进专业教师 1名（卢

献宇），具有 3 年企业工作经历，

积极引导参与实验室建设和专业

建设，专业骨干教师每年到企业实

践和参加技能培训，有效提升实践

教学能力。骨干教师企业锻炼 25

天。3 名骨干教师完成企业培训，

4 名骨干教师参加企业锻炼。

2.聘请张帆、吴小斌、王均、张会

文等 4 名企业专家为兼职教师教

授学生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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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专业课程建设和教学成果成绩突

出，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 2 门，国

际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门，广东省

教学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 1项，通信类教指委优秀课程 1

门。

1.完成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建设 6

门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中

实践课程内容大于 50%。

2.完成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民航

教育专项支持的课程 1 门，完成 1

门微课程建设。

1.完成“无线电导航”、“仪表着陆

系统”、“测距机”、“甚高频全向信

标系统”、“自动相关监视”、“自动

转报系统”、“内话系统”、“甚高频

通信系统”等专业课程建设，建设

完备的课程资源，其中 7门课程为

专业技能的实践操作类课程。出版

《无线电导航概论》《NM7000 型仪

表着陆系统配置与维护》《2100 型

仪 表 着 陆 系 统 配 置 与 维 护 》

《DVOR900型甚高频全向信标》《自

动相关监视 ADS-B》《内话系统》、

《自动转报系统》《甚高频通信系

统》等对应系列专业教材 9本。

3. 完成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光

传输”课程的建设，2016 年顺利

通过验收，并持续应用。完成省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JAVA 程序设

计”课程的建设，2019 年顺利省

级通过验收，并持续应用。建设“无

线电导航”微课程 1门。获得全国

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高

等教育组微课三等奖。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利用行业资源优势，建立完备的校

内实训基地以及多个校外实习基

地。基于“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培训

基地”项目的建设，实训设备基本

涵盖了机场在用的主流设备类型。

另外在校内专业实训基地建设中，

一方面积极争取从机场调拨退役

或更新下来的民航通信设备，丰富

实训室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争取

完成民航电信人员培训基地建设

项目、电子技术综合实训基地建设

项目，建设通信、导航实训平台和

电子技术综合实训平台。

2017 年完成民航电信人员培训基

地通信、导航实训平台建设。2019

年完成电子技术实训基地建设，顺

利通过省级验收。2020 年机场电

工技术实训基地获得省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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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经费投入和项目申请，充实校

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在互惠互利

的原则下，加强与机场的合作，进

行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在企业建

立能定期集中安排学生到工作岗

位进行生产实习的校外实习基地，

建立 5 个校外实习基地。

建设 2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与广州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协议，并

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实践教学，完

成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与民航中南空管局工程（广州）有

限公司签订协同育人人才培养协

议，并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实践教

学，完成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本专业近年来充分利用现有的民

用航空通信设备实训基地，开办了

多期“民航通信从业人员业务技能

培训”，已积累了大量的理论与实

践教学成果。

1.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1 项。

2.组织民航电信系列企业在职人

员培训，培训效果良好。.为企业

提供技术服务 10 人天以上，帮助

完成企业实训设备平台搭建等技

术服务。

1. 2019年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信

号器的保护盒”获得授权。

2. 2016 年至今，与广州德顺航空

有限公司合作，参与完成列民航电

信在职人员相关技术培训 4期，重

点负责无线电导航、无线电信号干

扰、仪表着陆系统天线系统等培训

内容。2019 年，完成民航签派类

在职人员培训领航学课程培训 80

学时，参与学员 26 人。完成广东

省无线电协会等“5G 技术与行业

应用系列讲座”等培训 800 余人，

学员对培训效果满意度 95%。2018

年，利用在线 MOOC 课程“无线电

导航”对民航中南空管设备工程

（广州）有限公司、深圳飞宇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海南自贸区安坦纳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等进行在线课

程培训。建设期内曹博等多位骨干

教师到广州德顺航空有限公司等

企业，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共同

进行技术公关，完成 NM7000B、

VRB52D 和 LDB102 等实训平台的建

设，为企业进行技术研究和培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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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平台。2018 年与民航中南空管

局工程（广州）有限公司签订校企

合作协议和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

基地建设协议，专任教师参加企业

业务实践，为企业提供技术培训和

服务，侯春雨、曹博、卢献宇等骨

干教师到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侯春

雨、曹博、王贵等专业骨干教师根

据学校安排，到梧州机场协助安装

调试导航设备 12 人天，为机场提

供技术服务。胡成伟、刘志刚等为

珠海空管站等企业单位提供设备

改造等技术支持。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依据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安排教师

学习 IATA 课程。

专业教师获取 IATA 课程证书。 1.成为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

“智能制造领域中外人文交流人

才培养基地”。

2.教师获取 IATA 课程证书。

国内合作交流

与国内高职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

关系，组织教学交流研讨，促进教

学经验的交流。

组织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交流。 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 个，协同

育人合作单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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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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制定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标准（省(部)

级），2018.08.31

2．开展“理实合一”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教育教学成果奖（省(部)

级），2019.10.31

3．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参与各类竞赛，省(部)级竞赛奖项 2 项（省(部)

级），2019.08.31

4.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创新人才培养研究，2019.08.31

5.校企协同育人研究,民航通信校企协同育人研究,2019.08.31

1．完成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2019 年 1 月顺利通过

教育部验收。

2．开展“理实合一”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2017 年教学改革成果

“基于行业标准的政行校企四方协同继续教育模式创新”获得广东

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项。

3．培养学生创新能力，2017 年参与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得

国家级二等奖 1 项，省级二等奖 1 项。

4.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7 年获得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优秀案例

三等奖。

5.进行校企协同育人研究, 成果“高职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专业‘课

证岗赛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获得 2018 年民航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进行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成果“民航通信技术专业“四

方协同、六个融合”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获得 2018 年校级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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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一、制定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

1．进行企业调研，聘请工作任务分析专家和行业专家共同参与，形

成专业职业能力分析报告和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2．对岗位能力和人才需求进行分析，形成包含就业面向、培养目标

规格、职业证书、教学内容和办学条件在内的专业教学标准框架，构

建专业人才能力与素质培养体系，确定本专业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

标准。

3．探索使学历证书与专业技术资格认证证书的内容衔接，构建充分

体现高职教育特点的“岗位、课程、职业资格证书相融通”的“岗课

证融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

二、开展“理实合一”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

1．强化“理论和实践融合”教育教学模式，探索核心专业课程采用

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的课堂教学；

2．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人才培养过程，加大实习实训在教学中

的比重和规范化管理。

3．完善专业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考核，以强化理实合一教学模

式内容为基础培养教学成果奖。

4．基于“光传输”课程的基础，申请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培育教学

成果。

三、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参与各类竞赛

1．强化“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教学模式，把创新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相结合；

2．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鼓励创新创业的内容，将学生论文发表、竞

赛获奖等创新成果折算为学分。

3．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因材施教，重点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以专业科研项目为载体，帮助搭建创新创业平台，为自主创业学生提

高持续帮扶、全程指导、一站式服务。

4．组织校内电子设计竞赛等专题竞赛，引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

一、制定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

面向 11 家企业、16 家院校、86 名毕业生深入调研，完成《高等职

业学校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标准》调研报告。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召开 40 次研讨会，参与人员 280 人次，对岗位能力和人才需

求进行分析，形成包含就业面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

教学实施和质量保障等内容的专业教学框架，构建专业人才能力与

素质培养体系，完成《高等职业学校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2019 年 1 月顺利通过教育部验收，并向全国高职院校发布推广应

用。

二、开展“理实合一”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

1.积极探索多方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基于行业特色，实践基

于行业标准的校企合作型教育模式和教育机制，搭建示范基地平

台，教学改革成果“基于行业标准的政行校企四方协同继续教育模

式创新”，获得 2017 年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二等奖。

2.进行一体化的教学改革，成果“高职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专业‘课

证岗赛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获得 2018 年民航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

3.基于“光传输”课程，完成“JAVA 程序设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的建设与验收。

三、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参与各类竞赛

把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相结

合，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鼓励创新创业的内容，将学生论文发表、

竞赛获奖等成果折算为学分。帮助搭建创新创业平台，组织校内电

子设计竞赛等专题竞赛，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2017）

国赛二等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2017）省赛二等奖和三等

奖，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开发竞赛国赛三等奖，广东省大学生

计算机作品大赛二等奖、三等奖，全国高校互联网应用创新大赛三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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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申请相关的教学改革项目，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通过加强校企合作，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基于

行业标准、立足民航、服务行业、面向职业领域、适应岗位群需求的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并根据学校部署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的成果。

五、开展校企协同育人研究

1．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研究校企协同育人的机制，并根据协同育人

的需要，把学生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等作为协同人才培养的重要

标准，建立协同育人的方案。

2．强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过程监控的研究，特别是课程建设、教学

师资、实践教学等关键环节的合作成果，形成由学校、企业合作共赢

的机制。

3．通过开展专题研讨，优化协同育人方案，促进建立自我诊断与改

进机制。

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完成教学改革项目 2 项，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广州翔宇航空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并根

据学校部署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成果，成果“民航通信技

术专业“四方协同、六个融合”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获得

2018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五、开展校企协同育人研究

与企业深入合作，研究校企协同育人的机制，与中南空管设备有限

公司签订协同育人的方案，强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过程监控的研

究，重点在课程建设、教学师资、实践教学等环节的合作，探索协

同育人机制，优化协同育人方案。

量

化

指

标

一、毕业生就业率 95%以上，教学满意度≧90%;

二、生均教学改革专项资金大于 1000 元。

一、2019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教学满意度≧90%;

二、生均教学改革专项资金大于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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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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

准

1．企业调研及报告撰写；

2．编写民航通信技术教学标准

和课程标准；

3．相关企业论证报告。

2016.9

-

2018.8

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已完成。主持完成的民航通信

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已通过教

育部验收；完成企业、院校和

毕业生调研和论证报告 1 份；

制订了 6门专业课程标准，完

善了 3 门专业课程标准。

2
“理实合一”课程建设与

教学改革

1．建设课程资源；

2．专业核心课程资源；

3．申请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16.10

-

2019.8

教育教学成果奖

已完成。建设专业课程资源，

JAVA 程序设计获得广东省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改革成

果“基于行业标准的政行校企

四方协同继续教育模式创

新”，获得 2017 年广东教育教

学成果奖（职业教育）二等奖，

成果“高职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专业‘课证岗赛一体化’课程

教学改革与实践”，获得 2018

年民航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3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1．创新成果纳入学分管理；

2．组建创新团队，组织竞赛；

3．参加省级竞赛。

2016.11

-

2020.7

省(部)级竞赛奖项 2 项

已完成。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2017）国赛二

等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2017）省赛二等奖和三等

奖，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

开发竞赛国赛三等奖，广东省

大学生计算机作品大赛二等

奖、三等奖，全国高校互联网

应用创新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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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基于职业技能鉴定的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相关论文；

2．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报告；

3．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实践。

2017.6

-

2020.1

创新人才培养研究报告

已完成。完成教学改革项目 2

项，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与广州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开展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成果“民

航通信技术专业’四方协同、

六个融合’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与实践”，获得 2018 年校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

5 校企协同育人研究

1．民航通信技术校企协同育人

中心（校级）；

2．民航通信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编制；

3．与企业合作开发课程。

2016.12

-

2019.10

民航通信校企协同育人研究

报告

已完成。与中南空管设备有限

公司签订协同育人的方案，强

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过程监

控的研究，探索协同育人机

制，优化协同育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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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1.培养高水平专业带头人,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对象 1 名（省(部)

级）,2018.08.31

2. 聘请高水 平兼职教师 ,技能型兼 职教师参与专业 建设方

案,2019.08.31

3.提升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建立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方

案,2017.08.31

4. 提 升 信 息 化 教 学 能 力 , 与 信 息 化 教 学 竞 赛 ,

2019.08.31

1.2018 年获得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1 名，建设期内培养

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训对象 2名，顺利通过验收。

2.聘请高水平兼职教师 3 人参与专业建设和课堂教学。

3.通过业务培训和下企业实践等提示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聘

请企业专家进行业务培训 3次，参与校外业务培训 35 人次，下企

业实践 29 人天。

4.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获得广东省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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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一、培养高水平专业带头人

1．将培养专业带头人融入到“航院高层次人才计划”中，以校级人才

队伍建设为平台，选拔 1 名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宽广的专业视野

的教师作为专业带头人，提升行业影响力和竞争力。

2．专业带头人每年安排到企业调研和新技术培训。

二、聘请高水平兼职教师

1．根据专业教学需要，从企业增聘行业企业工作岗位的专业工程师担

任兼职教师，加大承担实践技能教学的力度。

2．加强兼职教师聘请、管理等制度建设，使兼职教师队伍管理规范化

和制度化。

3．组织兼职教师参加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和教研活动，加强兼职教师

教学能力的培养。

三、提升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1．选拔专业骨干教师，按照双师素质标准要求，重点提升实践教学能

力。

2．深入开展以课程体系改革为主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参与课程的改

革与建设。

3．有计划地组织骨干教师到国内外进修学习、到企业调研、参与企业

实践锻炼、参与专业技能和教学改革培训。

四、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

1．组织参加信息化教学竞赛，以竞赛促进信息化课程建设。

2．依托课程建设项目进行微课等课程的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化教学

能力。

一、培养高水平专业带头人

落实“航院高层次人才计划”，培养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1 人，

航空职业教育教学名师 1 人，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对象 2 人，

校级教学名师 2 人，到企业调研 46 人次，参加培训 26 人次。

二、聘请高水平兼职教师

根据专业教学需要，制定兼职教师聘请、管理等制度，从企业增

聘行业企业专家 4 名，加大承担实践技能教学的力度，参加专业

建设、课程改革和教研活动。

三、提升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选拔专业骨干教师到企业锻炼，双师素质教师比例提升到 92%，提

升实践教学能力。开展课程体系改革，组织出版专业教材 8 本，

组织骨干教师进行企业调研、参与企业实践锻炼、参与专业技能

和教学改革培训。

四、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

每年组织校内信息化教学竞赛，依托课程建设项目进行“无线电

导航”等微课等课程的信息化建设，选拔优秀成果参加广东省信

息化教学竞赛，获得广东省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量

化

指

标

一、上实践课程专业教师比例提高到 80%以上；

二、双师素质专业教师比例达到 90%，专任教师人均年企业实践时间

大于 23 天。

一、上实践课程专业教师比例达到 100%；

二、双师素质专业教师比例达到 92%，专任教师人均年企业实践时

间 2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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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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高水平专业

带头人

1．培养校级教学名师；

2．培养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

3、培养省级教学名师。

2016.9

-

2020.8

1.教学名师

2.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

养对象

已完成。获得广东省特支计划

教学名师 1 名，广东省优秀青

年教师培养对象 2 名，校级教

学名师 2 名。

2
聘请高水平兼职

教师

1．确定聘请兼职教师的能力要求；

2．制定兼职教师聘请制度；

3．制定兼职教师指导专业建设的制度。

2016.11

-

2019.5

技能型兼职教师引进和管

理制度

已完成。聘请技能型兼职教师

4 名，制定兼职教师和客座教

师聘请制度和参与专业建设管

理制度。

3
提升专业教师实

践教学能力

1．专业教师参与实训基地建设；

2．专业教师企业实践；

3．专业教师培训。

2016.9

-

2020.8

建立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

力方案

已完成。制定每年教师实践教

学能力提升计划，教师参加 5

个实训基地建设，参加业务培

训 26 人次和企业实践 25 次。

4
提升信息化教学

能力

1．组织参加信息化教学竞赛；

2．组织微课的课程建设。

2016.11

-

2019.1

获得信息化教学竞赛奖项

已完成。参加信息化教学竞赛，

获得省级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项，建设微课程 1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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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培训基地建设,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培训基

地（省(部)级）,2018.08.31

2.电子技术综合实训基地建设,电子技术综合实训基地（省(部)

级）,2020.08.31

3.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2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校

级）,2019.12.31

4.课程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民航教育专项支持的课程1门

（省(部)级）,2019.08.31

1.完成国内首个民航局建设的“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培训基地”，顺利通

过验收。

2.完成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电子信息技术实训基地”建设，

顺利通过验收。

3.完成两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中南空管设备工程公司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广州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4.完成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精品在线开放课程“JAVA 程序设

计”课程建设，顺利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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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细化

项目任务与

实施要点

一、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培训基地建设

1．依据《民用航空电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CCAR-65TM-I-R3），

进行民航电信人员培训基地硬件环境建设。

2．以民航空管在职人员通信、导航和监视执照考证为基础，按

照空间结构与工作现场相近的原则设计设备训练室，划分训练

项目，确定训练设备、材料和工具，科学地划分训练区域。

3．按照一个机场完整的通信导航系统的规模和全套设备建设，

以设备独立正常运行为核心，按照设备维护部门的分工整合实

训设备，建立校内实训教学、职业培训、民航电信人员执照考

试、新技术推广“四位一体”的“共享型培训平台”。

二、电子技术综合实训基地建设

1．改革设计电子产品电路原理实践教学的方法，通过软件模拟

电路存在问题，避免安全风险，便于查找错误和修改。

2．可以利用软件提供的多种电路分析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性

能测试的实践教学。

3．采用“云终端+云桌面”的部署模式搭建的电子电路通讯仿

真实训中心，支持移动在线学习。

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1．立足行业，加强与空管和机场企业合作，扩大学生校外实习

基地数量和规模。

2．利用学校地理优势，加强与珠三角周边企业合作，创新学生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四、课程建设

1．建设专业核心课程的网络资源库。

2．依托行业开发体现任务驱动、项目导向和案例教学的课程内

容，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民航教育专项支持的课程。

3．重点建设专业教学标准资源、网络自主学习资源和专业实训

实习资源。

一、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培训基地建设

相关所有实践教学平台应急设备符合《民用航空电信人员执照管理规

则》（CCAR-65TM-I-R3）要求。基地按照机场完整的通信导航系统的规

模和全套设备建设，建设导航实践教学平台、通信实践教学平台、监

视实践教学平台和综合仪器仪表库，建成校内实训教学、职业培训、

民航电信人员执照考试、新技术推广“四位一体”的“共享型培训平

台”。培训基地的课程建设以民航空管在职人员通信、导航和监视执照

考证为基础开发课程资源，建设课程 9 门，出版教材 8 本，校内自编

教材 1 本，按照理实一体理念设计培训教学内容。

二、电子信息技术实训基地建设

通过软件模拟+网络教学平台改革电路原理实践教学的方法，模拟电路

存在问题，避免安全风险。利用软硬件结合方法对多种电路分析，进

行系统分析和性能测试的实践教学。采用“云终端+云桌面”的部署模

式搭建的电子电路通讯仿真实训中心。

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加强与中南空管和机场等行业企业合作，与广州本地航空企业增强合

作，建设两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和一个校外协同育人中心。

四、课程建设

建设专业核心课程“无线电导航”的网络资源库，为在校学生和企业

在职人员提供学习平台，受到学生和企业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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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化

指

标

一、实践课程比例达到 50%以上，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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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均实训设备大于 20000 元/生，人均实训基地使用时间大

于 510 学时/生。

一、实践课程比例达到 52%以上，选用的专业教材全部为校企合作开

发教材，其中建设期内出版的新教材 8 本，占比 89%；

二、生均实训设备 32000 元/生，人均实训基地使用时间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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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培训基

地建设

1．民航通信实训室建设；

2．民航导航实训室建设；

3．民航电信培训教材建设；

4．实践培训教材建设。

2016.9

-

2018.9

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培训基地

已完成。完成民用航空电

信人员培训基地（省部级）

建设，包括导航、通信等

实训室建设、培训教材和

课程资源建设，顺利通过

验收。

2
电子技术综合实训基地建

设

1．云平台仿真实训室建设；

2．物联网实训室建设；

3．移动互联网实训室建设；

4．实训教材建设。

2016.11

-

2019.12

电子技术综合实训基地

已完成。完成电子信息技

术实训基地（省级）建设，

顺利通过验收。

3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1．企业调研；

2．与企业合作签订建设方案；

3．制定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培养

管理制度；

4．跟踪校外实践教学。

2016.11

-

2020.8

2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已完成。完成两个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中南空管设

备工程公司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广州翔宇航空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的建设，签订

合作协议，并完成校外实

践教学任务。

4 课程建设

1．网络资源的建设；

2．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民航教

育专项支持的课程建设；

3．微课程建设。

2016.10

-

2020.3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民航教

育专项支持的课程和微课程

已完成。完成省级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JAVA 程序设

计”建设，顺利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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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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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性基本

项目任务与

预期标志性

成果及完成

时间

1.组织系列在职人员技术培训,民航电信在职人员新技术系

列培训,2019.08.31

2. 为 企 业 提 供 技 术 服 务 , 帮 助 企 业 建 设 设 备 平

台,2020.08.31

3.建设在线培训课程资源,服务企业和教学的教学资

源,2019.08.31

4.申请国家专利,国家专利 1 项（国家级）,2019.08.31

1.组织系列民航电信在职人员技术培训 4 期，完成签派 800 小时培训 80

学时。

2.为两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帮助企业建设设备教学平台和研发平台。

3.建设 1 门在线培训课程资源，服务 4家企业在职人员培训学习。

4.申请获得国家专利 1 项。

针对性细化

项目任务与

实施要点

一、组织系列在职人员技术培训

1．组织民航通信新技术、通信及导航设备配置等培训。

2．充分利用专业实验实训资源，开展面向民航电信从业人

员技术培训。

二、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1．通过科研项目和实训基地建设，输出民航通信设备平台

的建设经验。

2．为企业输出技术服务。

三、建设在线培训课程资源

1．充分利用信息化课程建设的成果，搭建资源共享平台。

2．建设信息化课程内容的资源共享。

四、申请国家专利

1．根据专业设备的技术创新点进行专利查新。

2．编写专利申请，并提交申请。

一、组织系列在职人员技术培训

建设期内与广州德顺航空有限公司合作组织4期民航电信在职人员新技

术系列培训，针对设备维护、执照考试和导航新技术进行培训合计 410

人天，受益学员 93 人。完成签派 800 小时培训的领航学等课程的培训

80 学时。

二、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到广州德顺航空有限公司、中南空管设备工程公司等企业现场提供技术

支持，帮助企业建设设备平台，企业评价良好。

三、建设在线培训课程资源

基于职教云平台建设“无线电导航”精品在线课程资源，共享课程资源

和课程案例，原创视频资源达到 119 个，受益学员超过 232 人，4家企

业应用课程组织培训学习，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完成广东省无线电协会

等“5G 技术与行业应用系列讲座”等培训 800 余人

四、申请国家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信号器的保护盒”等 4项专利获得授权。

量

化

指

标

一、国家专利 1 项。 2019 年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信号器的保护盒”等 4 项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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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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系列在职人员技术培

训

1．组织在职人员新技术培训；

2．组织针对设备维护的技术培

训；

3．组织执照考试相关内容的培

训。

2017.3

-

2019.8

民航电信在职人员新

技术系列培训

已完成。组织 4期民航电信在职人

员新技术系列培训，针对设备维

护、执照考试和导航新技术进行培

训 410 人天。完成签派 800 小时培

训的领航学等课程的培训 80 学

时。

2 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1．到企业现场提供技术支持；

2．组织到企业实践和技术服

务；

3．跟踪调查技术服务评价。

2016.11

-

2020.8

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已完成。到广州德顺航空有限公

司、中南空管设备工程公司等企业

现场提供技术支持，企业评价良

好。到梧州机场等单位进行企业实

践和技术服务。

3 建设在线培训课程资源

1．建设在线课程资源平台；

2．通过平台共享课程资源；

3．通过平台收集课程案例。

2016.11

-

2019.8

服务企业和教学的教

学资源

已完成。基于职教云平台建设“无

线电导航”精品在线课程资源，共

享课程资源和课程案例，4 家企业

应用课程组织培训学习，取得良好

社会效益。完成广东省无线电协会

等“5G 技术与行业应用系列讲座”

等培训 800 余人。

4 申请国家专利
1．专利点查新；

2．专利申请。

2016.11

-

2019.8

国家专利 1 项
已完成。2019 年实用新型专利“一

种信号器的保护盒”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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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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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1.组织教师参加境外技术培训,专业专任教师与境外公司新

技术交流,2019.08.31

2.参与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技术交流,行业院校人才培养研

究报告,2020.08.31

3.参与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交流,高职同类院校人才培

养研究报告,2019.08.31

4.组织到企业和行业院校的调研,企业调研总结报

告,2019.12.31

1.2020 年成为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智能制造领域中外人文交流人才培

养基地”，为对外交流合作和人才培养提供更好平台。

2.2016 年胡成伟到美国波音公司参加新技术培训 28 天，2019 年刘志刚到加

拿大圣力嘉学院参加合作办学和技术交流。

3.建设期内参与行业院校技术交流 18 人次，包括技术研究、课程改革和实

训基地建设等交流活动。

4.建设期内参与高职院校教学交流 5 次，研究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现代学

徒制和创新创业教学内容。

5.建设期内组织企业调研 21 次，完成 31 家行业企业调研，开展课程建设和

创新创业研讨。

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一、组织教师参加境外公司的合作交流

1．进行民航通信领域新技术交流

2．探索与公司合作进行人才培养

3．人才培养模式的交流

二、参与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技术交流

1．参与行业院校相关专业技术交流

2．参与优质课程资源建设技术交流

3．参与实训基地建设技术交流

三、参与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交流

1．参与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网络教学交流

2．参与“理实合一”课程建设为主题的教学交流

3．参与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为主题的教学交流

四、组织到企业和行业院校的调研

1．根据教学改革项目要求组织到企业开展人才培养调研

2．根据人才培养项目要求组织到企业开展技术调研

3．根据课程建设项目要求组织到行业院校开展课程建设调

研

4．根据创新创业建设项目要求组织到企业进行创新创业调

研

一、组织教师参加境外公司的合作交流

1．2016 年与仪表着陆系统设备公司英德拉开展合作，研究设备实训平台改

造和通信新技术交流。

2．2019 年到加拿大圣力嘉学院交流，探索与公司合作进行人才培养，并进

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交流。

二、参与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技术交流

1．与中国民航大学、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等 3 所行业院校相关专业技术交流。

2．与航空行指委等 2 家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进行优质课程资源建设技术交

流。

3．与中南空管设备工程公司等 9 家行业企业进行实训基地建设技术交流。

三、参与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交流

1．与广东轻工、西安航空学院等 6 所院校相关专业教学交流。

2．与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等 8 所院校进行“理实合一”课程建设交流。

3．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 3 所院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交流。

四、组织到企业和行业院校的调研

1．到东北空管局等 8 家行业单位开展人才培养调研。

2．到长沙黄花机场等 22 家机场开展技术调研。

3．到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 12 家行业院校开展课程建设调研。

4．到航管科技等 5 家高校企业进行创新创业调研。

量

化

指

标

一、1名专业专任教师参与境外公司技术交流；

二、参与 2次教学交流研讨会。

一、2名专业专任教师参与境外公司技术交流；

二、参与 19 次教学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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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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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教师参加境外技术交

流

1．通信导航设备应用；

2．通信导航新技术；

3．设备原理与应用技术。

2017.3

-

2019.8

与境外公司合作研究民航通

信新技术

已完成。与仪表着陆系统

设备公司英德拉开展合

作，研究设备实训平台改

造和通信新技术。到加拿

大圣力嘉学院参加技术交

流。

2
参与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

技术交流

1．参与行业院校技术交流；

2．参与优质课程建设交流；

3．参与实训基地建设交流。

2016.11

-

2020.8

参与行业院校技术交流

已完成。参与行业院校技

术交流 18 人次，包括技术

研究、课程改革和实训基

地建设等交流活动。

3
参与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

教学交流

1．参与高职网络教学交流；

2．参与“理实合一”课程建设

为主题的教学交流；

3．参与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

为主题的教学交流。

2016.12

-

2019.8

参与高职院校教学交流

已完成。参与高职院校教

学交流 5 次，研究专业建

设和课程建设、现代学徒

制和创新创业教学内容。

4
组织到企业和行业院校的

调研

1．到企业开展人才培养调研；

2．到企业开展技术调研；

3．到行业院校课程建设调研；

4．到企业进行创新创业调研。

2016.9

-

2019.12

企业调研与技术交流

已完成。组织企业调研 21

次，完成 31 家行业企业调

研，开展课程建设和创新

创业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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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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42.50 0 0 0 0 48.50

经费到位情况 0 34.35 0 0 0 0 34.35

经费支出情况 0 34.35 0 0 0 0 34.35

2.教师发展

预算情况 11.00 46.5 0 0 0 0 57.50

经费到位情况 0 212.90 0 0 0 0 212.90

经费支出情况 0 132.90 0 0 0 0 132.90

3.教学条件

预算情况 170.00 1040.00 0 0 0 0 1210.00

经费到位情况 0 1186.68 0 0 26.5 0 1213.18

经费支出情况 0 1186.68 0 0 26.5 0 12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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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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社会服务

预算情况 7.00 53.00 0 0 0 0 60.00

经费到位情况 0 13.74 0 0 21.60 0 35.34

经费支出情况 0 13.74 0 0 21.60 0 35.34

5.对外交流

与合作

预算情况 4.00 18.00 0 0 0 0 22.00

经费到位情况 0 6.02 0 0 0 0 6.02

经费支出情况 0 6.02 0 0 0 0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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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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