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教高函〔2011〕52 号

关于公布 2010 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做好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和教改项

目建设与申报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0〕37 号）要求，组

织开展我省高等教育教改项目建设与申报工作。经学校申报、专

家评审等程序，决定对 108 项资助项目、145 项非资助项目作为

2010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进行立项（名单见附件），

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建设。各校申报项目中，凡与已立项省教育综合改

革试点项目名称和内容等相同的，不再重复立项。

我厅将分别从高等院校学科建设专项资金、高等职业教育改

革与实践工程专项资金等对资助项目安排项目建设经费,具体资

助经费另文下发。项目经费使用按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和学校财务

管理制度要求执行。非资助项目不安排项目建设经费。

各校对所申报项目中所承诺资助资金应足额及时到位，推动

项目研究、改革与实践按申报计划顺利开展，确保项目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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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时间。以上 2010 年度立项项目立项时间自 2010 年

10 月开始计算。

三、结项验收。各项目承担学校进行项目日常管理并组织项

目结项。项目完成研究与实践任务后，由项目负责人向学校教改

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结项申请，经学校教改项目管理部门组织专家

组进行结项论证；省教育厅视学校提交结项材料情况或组织专家

进行验收。具体事项按有关规定执行，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且又

未作说明的项目将予以公布或撤销。

四、其他事项。

项目负责人应按申报研究与改革方案承诺的要求完成项目

工作。各项目承担学校应为项目研究与实践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

助并加强项目管理工作。项目研究内容或研究计划若需调整的，

应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经学校有关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省教育

厅高教处，联系电话：020-37629418（本科类），37627715（高

职类）。

附件：2010 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表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高等学校 教改项目△ 公布 通知

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1 年 5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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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 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表

（同类项目排名不分先后）

一、本科类项目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申报项目 项目负责

人

学校 备注

资助项目 BKWT2011001 研究型大学理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

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黄达人 中山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02 综合性大学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

及课程平台建设

陈春声 中山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04 研究型大学工程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邱学青 华南理工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03 国际化生源背景下本科教育模式改革

的探索与实践

胡军 暨南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05 网络教育开放资源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吴鸿 华南农业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06 医学网络教育开放资源建设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

申玉杰 南方医科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08 区域化医药卫生教育联盟的探索与实

践

文民刚 南方医科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07 中医药类数字化课程资源与开放服务

体系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许能贵 广州中医药大

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09 基于网络教育资源开放与共享的高校

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许晓艺 华南师范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11 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沈文淮 华南师范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10 地方工科院校“3+1”本科人才培养

模式的教学体系、实施机制改革与实

践

何汉武 广东工业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12 探索外语特色远程教育模式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

刘建达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14 强化教育国际化导向 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13 国际化视野下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与实践

杨棉华 汕头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15 文科类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研究与实践

李俊 广东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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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申报项目 项目负责

人

学校 备注

资助项目 BKWT2011016 地方院校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叶春海 广东海洋大学

资助项目 BKWT2011017 地方高校应用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张焜 五邑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01 开放式物理实验交流平台及教学辐射

作用

李潮锐 中山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02 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多模态模式构建研

究与实践

曾蕾 中山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03 “文献保护技术学”实践教学内容与

模式改革

林明 中山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04 医学临床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

建研究

王庭槐 中山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05 适应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的基础医学

创新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高国全、

宋志宏

中山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06 材料类专业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

探索与实践

王迎军 华南理工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07 研究型大学电子信息专业工程教育综

合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徐向民 华南理工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08 拔尖人才培养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3“L”创新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

刘社欣 华南理工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09 研究型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五维实践

教学体系

殷瑞祥 华南理工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10 具有国际视野的计算机精英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星明 华南理工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11 无线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的研制与开发

应用

张荣华 暨南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12 文科类专业境外实习基地建设及其效

果评价与推广研究

林如鹏 暨南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13 跨文化管理理论在多文化生源学生管

理中应用研究

王力东 暨南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14 基于网上资源的研究性教学探索与实

践

黄柏炎 暨南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15 动物科学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

辛其兴 华南农业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16 基于教学全过程数字化资源整合利用

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郑木明 南方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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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申报项目 项目负责

人

学校 备注

资助项目 BKZZ2011017 推动课程整合，促进医学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转变

周增桓 南方医科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18 依托国家级中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强化

临床能力培养的改革与实践

王新华 广州中医药大

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19 新型针灸推拿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

实践

李素荷 广州中医药大

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0 生命科学本科学术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娘辉 华南师范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1 基于多学科集成的地方工科院校基础

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吴福根 广东工业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2 大制造背景下的地方院校机械类本科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郭钟宁 广东工业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3 基于技术路线图全程规划的经贸类专

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张成科 广东工业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4 服务外包的发展与国际化会计人才培

养研究与探索

陈德萍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5 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与教学模式改革 石佑启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6 以整合思维为特色的先进本科教育模

式综合改革

顾佩华 汕头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7 整合思维方法在工商管理人才培养中

的应用

徐宗玲 汕头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8 医学生全程医德教育创新体系构建的

研究与实践

陈茂怀 汕头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29 医学院校非医学专业医学课程体系设

置的研究与实践

杨云滨 广东医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30 适应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立体化、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及应用

安立龙 广东海洋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31 地方院校高素质应用型海洋人才培养

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何真 广东海洋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32 面向现代种植业的农科类特色专业建

设

周厚高 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33 面向珠三角改革发展培养应用型医药

类创新人才

朱家勇 广东药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34 电子音乐制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

立与实施

陶陌 星海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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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申报项目 项目负责

人

学校 备注

资助项目 BKZZ2011035 音乐学院专业基础课教学体系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

唐永葆 星海音乐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36 体育院校体育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

许铭 广州体育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37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理论研究—

—以珠三角地区为个案

王培林 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38 依托省级产学研平台，培养本科毕业

生的创新能力

冯宗财 湛江师范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39 高师院校生命教育课程的建设研究 王文科 韩山师范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40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探索与实践 林伦伦 韩山师范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41 CDIO 理念的石油化工自动化特色人

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刘美 广东石油化工

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42 经管类本科院校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以广

东金融学院为例

肖伟才 广东金融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43 引领基础教育改革的高师培养模式创

新研究与实践

肖建彬 广东第二师范

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44 全程渗透、多元交融——广州大学文

化素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禹奇才 广州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45 会展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双向驱动模

式的研究及实践

刘松萍 广州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46 独立建制医学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陈敏生 广州医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47 以社区为导向的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王家骥 广州医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48 全面融入工程环境的卓越人才培养模

式

费跃农 深圳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49 金融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陈勇 深圳大学

资助项目 BKZZ2011050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改革教学模

式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郧建国 韶关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51 客家学特色与历史学本科专业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冯君 嘉应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52 地方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与实践——以

惠州学院为例

张敏 惠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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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申报项目 项目负责

人

学校 备注

资助项目 BKZZ2011053 地方本科院校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

刘健 东莞理工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54 地方高校工科类创业创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先祥 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

资助项目 BKZZ2011055 地方综合性本科院校培养职业教育师

资的探索与实践—以肇庆学院为例

吴忠义 肇庆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01 “厚基础、宽口径”的博雅教育与《经

济学原理》国际化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黄新飞 中山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02 “图书与图书馆史”课程建设与改革 程焕文 中山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03 优化教学结构，探索与实践理工类多

元化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体系

陈敏 中山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04 利用网络化教育平台进行外科学临床

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赖佳明 中山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05 会计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

践

林斌 中山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06 优化研究型大学精品课程建设与管理

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陈慧 中山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07 促进科学研究与教学结合、培养高素

质化学创新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巢晖 中山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08 环境类专业本科生导师制工作的探索

与实践

党志 华南理工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09 华南理工大学法律实践教学创新性模

式的构建与实践

张洪林 华南理工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0 建筑学科创新型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建

构

孙一民 华南理工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1 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背景下的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韩金龙 华南理工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2 机械设计课程体系实践教学改革与探

索

陈扬枝 华南理工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3 面向创新人才培养的大学数学四维教

育环境的构建与实践

王全迪 华南理工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4 物理实验课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探究

周晓明 华南理工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5 强化实践及创新能力的金属材料类本

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张新平 华南理工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6 大实验理念下中文类本科专业教学体

系优化与创新

郭熙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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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申报项目 项目负责

人

学校 备注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7 三维虚拟仿真人体解剖标本馆建设 吕来清 暨南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8 教育信息化与高校教学资源库建设的

应用研究

周红春 暨南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19 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PBL）在跨文

化教学环境中的应用研究

徐林清 暨南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0 改革体育教育与管理促进大学生阳光

体育运动的开展

陆华忠 华南农业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1 基于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评教系统研究

陈存恩 华南农业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2 农林院校加强理科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的探索与实践

张展基 华南农业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3 农业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院级教

学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郑亦平 华南农业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4 “学、研、产、用”结合培养工程类

高素质人才的改革探索与实践

张铁民 华南农业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5 医学教育教学资源聚合服务中心的建

设与实施

顾萍 南方医科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6 临床医学专业“双语班”的实践与探

索

曾其毅 南方医科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7 中医学专业建设和临床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优化与创新

樊粤光 广州中医药大

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8 中医基础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陈群 广州中医药大

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29 BLOG教育平台在妇科临床教学中的

研究与实践

王小云 广州中医药大

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0 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素质教育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

方熙茹 广州中医药大

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1 数学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冯伟贞 华南师范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2 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国际品牌酒店人才的定点培养

丁武军 华南师范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3 华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激励与约束机

制研究

韩明 华南师范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4 英语师范教育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周榕 华南师范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5 优质中学地理师资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肖玲 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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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6 经济管理与新闻传播跨学科复合型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彭璧玉、

徐向龙

华南师范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7 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创新课程体

系及实践性教学模式研究与实施

李丽娟 广东工业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8 项目引导式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肖小亭 广东工业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39 以产学研结合模式推进高素质应用型

艺术设计类人才培养

孙恩乐 广东工业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0 经贸学科双语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何元贵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1 一体两翼深化营销学教学改革 培养

国际化应用型营销人才

常永胜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2 “自主创新、追求独特”—— 公共艺

术专业观念教学研究与实践

张宇 汕头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3 新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范东升 汕头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4 迈向绿色未来——整合资源及高度可

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陈碧如 汕头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5 财经院校计算机公共课改革研究与实

践

赖庆 广东商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6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人才培养信息反馈

体系研究与构建

王忠政 广东商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7 基于现代教学技术的临床见习“5+5”

模式改革研究

苏汝好 广东医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8 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唐焕文 广东医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49 “能力本位”教学法在护理学专业本

科男护生素质培养中的作用

张洪 广东医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0 “军学共建”第二课堂育人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容景春 广东海洋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1 导师制下“产学研”结合培育三能人

才的模式与机制探索

刘志刚 广东海洋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2 机械类专业“3+1”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施俊侠 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3 《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立体教材

创新与实践

宋光泉 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4 应用型本科高校考试体系的研究改革

与实践

李红枝 广东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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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5 以强化就业能力为导向培养应用型人

才的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

汪保国 广东药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6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药学实验教学体

系构建与探索

林汉森 广东药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7 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

翟学京 星海音乐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8 体育院校本科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

建与实施——以广州体育学院为例

岳冀阳 广州体育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59 师范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及质量管

理研究与实践

童汝根 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0 基于行动导向的职师类计算机应用技

能课程改革实施方案

罗俊 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1 对外汉语专业“三型一化”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熊家良 湛江师范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2 基于质量工程的教学建设管理研究与

实践

冯天学 湛江师范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3 高师院校数学专业分层次教学的研究

与实践

吴华明 湛江师范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4 地方师范院校化学专业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衷明华 韩山师范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5 生物学教育研究型教师培养方案的创

立与实践

马瑞君 韩山师范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6 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研

究

周锡堂 广东石油化工

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7 环境、文化与机制耦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以广东金融学院为例

周建波 广东金融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8 教师教育技能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曾小龙 广东第二师范

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69 “院团结合”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的探索与实践

马达 广州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0 基于创业导向的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

学改革与实践

谢如鹤 广州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1 基于 CDIO的机电类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与实践

张春良 广州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2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创新探

索

董世明 广州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3 “一主三辅、四位一体”的临床实习

教学新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徐名颂 广州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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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4 基于网络的医学检验虚拟实验室建设 廖伟娇 广州医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5 深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创业精英计划 陈智民 深圳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6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

应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

孙忠梅 深圳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7 面向人才多样化特征的柔性培养体系

构建

王晖 深圳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8 依托国家特色专业，打造多维立体式

计算机与软件人才培养体系

明仲 深圳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79 教育类课程对师范生教育理念与教学

技能培养的作用研究

李文兵 韶关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0 地方性高校多媒体教学改革与实践研

究

张德生 嘉应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1 基于 CDIO理念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的改革与实践

钟守炎 东莞理工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2 基于学习力、判断力、适应力培养的

专业外人文社科教学改革研究

王克 五邑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3 地方高校信号与系统课程的立体化建

设研究

甘俊英 五邑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4 企业嵌入式多目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

李本强 五邑大学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5 面向佛山光电产业，光信息专业应用

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陈国杰 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6 地方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特色人才培养

改革与实践

王祥秋 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7 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及

其质量保障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古广灵 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8 地方院校师范教育对接基础教育探索

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新模式

胡海建 肇庆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89 理论课《招聘与录用》改为完全实验

课的探索

王淑芬 广东培正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0 基于实务项目训练模式的本科应用文

写作课程创新改革与建设

张绪平 广东白云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1 学生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培养链——

一种培养学生的新型教学改革模式研

究

余永权 广东白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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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2 四维立体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应用型人

才探讨

彭望琭 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3 分校学院制下推行学分制改革研究 朱梅林 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4 独立学院“全过程、多元化、阶梯式”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以电子科

技大学中山学院为例

刘常坤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5 应用型本科材料化学专业阶梯式实践

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瞿晓岳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6 独立学院电子信息类专业“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的构建研究

马争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7 广东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人文素质培

养模式研究

陈坤林 北京理工大学

珠海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8 新机制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研究与实践

邓成良 东莞理工学院

城市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099 立足广东经济建设，以校企、学用结

合模式培养地方电力行业应用型人才

探索与实践

张尧 华南理工大学

汽车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100 独立学院机电类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实验、实训教学体系的构建

林颖 华南理工大学

汽车学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101 构建独立学院计算机公共课程“1+
ⅹ”课程体系

彭志芳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南国商学

院

非资助项目 BKYB2011102 现代信息人才培养与认定模式的研究 刘晓萌 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天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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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 GZZD2011001
广东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管理

平台建设与实践
赵鹏飞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02
“十二五”广东省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评估规划、指标体系和工作方案

研制

刘跃南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03
基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创业教育

体系构建与机制的研究
张涛

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04
广东省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

设标准和规划研制
王文涛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05
广东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评估

与区域联盟协同发展模式研究
郭向勇

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

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高职院校分委员会

资助项目 GZZD2011006
高职教育机械类专业标准与课程标

准的建设与实践
王平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职 业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的 建

设 与

实践

资助项目 GZZD2011007
高职教育机电类专业标准与课程标

准的建设与实践
温俊文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08
高职教育会计类专业标准与课程标

准的建设与实践
贺世强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09
高职教育建筑类专业标准与课程标

准的建设与实践
曾波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0
高职教育艺术设计类专业标准与课

程标准的建设与实践
王大勇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1
高职教育国际贸易类专业标准与课

程标准的建设与实践
万承刚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2
高职教育文秘类专业标准与课程标

准的建设与实践

杨 文

丰、何

劲耘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3
高职教育电子商务专业标准与课程

标准的建设与实践
周茂东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4
高职教育电子类专业标准与课程标

准的建设与实践
温希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5
高职教育物流管理专业标准与课程

标准的建设与实践
曾艳英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6
高职教育材料类专业标准与课程标

准的建设与实践
王玫瑰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7 高职教育计算机类专业标准与课程 余明辉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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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建设与实践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8
高职教育旅游管理专业标准与课程

标准的建设与实践
郭盛晖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19
高职教育工商管理专业标准与课程

标准的建设与实践
杜方敏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20
制造类专业群现代职教教学标准的

构建
漆军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21
汽车类专业群现代职教教学标准的

构建
刘越琪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22
基于生产线情境的高职机电专业教

学资源建设
徐月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23
广东地区高职土建类专业"工学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赵琼梅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24
依托行业政校企联盟，"研"为纽带建

设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模式创新

与实践

卢晓春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25
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改革的研究与

实践
叶小明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26
四方联动两端对接--师范生实习支

教与置换教师培训模式的理论与实

践探索

郑永江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27
面向区域通向国际的物流类专业群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袁炎清

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

校

资助项目 GZZD2011028
官校企行四方联动，产学创用立体

推进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实践
刘洪一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29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教学与工程项目

交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

速云中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30
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

实践
刘惠坚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31
构建以客户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

高职国际金融专业课程体系
廖旗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32 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卢飞跃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33
基于信息化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

作过程数据监测体系的建设与研究
张晞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34
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

践与研究
陈德清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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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 GZZD2011035
校企携手共建多类别校内制冷实训

基地的实践及成效
郑兆志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资助项目 GZZD2011036
依据产业链、岗位链、构建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链研究
劳汉生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01
基于校企合作教育平台的高职课程

改革与实践
李柏青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02
纺织机电专业高级应用型技术精英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向卫兵

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03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

教学设计和以行动引导为特征的教

学方法实践研究

兰玲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04
基于导师团队制的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综合改革
陈光潮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05
海船轮机工程技术专业高技能紧缺

人才培养方案与培养模式的改革与

实践

徐 超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06
高职智能交通专业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郭庚麒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07
基于顶岗实习、预就业全程教学质

量监控的网络管理平台建设及运行

机制研究

吴堂林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08
构建适应珠三角产业升级需要的行

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刘 洁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09
高职院校分散型顶岗实习质量保障

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龚江南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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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1 国学在高职教育中的探究与实践 尚燕乔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2
国际商务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胡秋华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3
校企嵌入，共建共管的通信工程监

理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体系的构

建和实践

秦文胜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4
对接现代服务业，创新高职商务英

语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

践与研究

吴寒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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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5
以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为引领，推动

高职教育课程体系及学分制教学管

理改革

廖俊杰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6
广东省高职高专医疗器械类专业工

学 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

与实践

金浩宇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7
高职水利类专业'校企合作、工学交

替、双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与实践

张劲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8
高职教师校企合作行动研究的机制

探索与实践
张等菊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19
语言+职业、"语言+行业"的商务英

语专业"双融"人才培养模式理论与

实践研究

袁洪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0
基于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实施过程的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黎旺星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1
精平台、强专业、多方向、模块化

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探索
吴勇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2
构建"六位一体"校内生产性实训基

地培养珠宝类专业高技能人才
申柯娅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3
高职院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工作过

程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叶雯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4
以民航服务为核心的《民航概论》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罗亮生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5
校、企、局联运培养高职体育产为

管理人才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谈群林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6
工学结合实验园模式培养先进制造

类高技能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陈敏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7
增值性评价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研

究--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价综合

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刘安华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8
欠发达地区三二分段中高职衔接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何玉兰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29 职业技术院校"职业素质"教育研究 易 江 民办南华工商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0 体育俱乐部教学改革 杨利
南海东软信息技术职

业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1
文秘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训练实践与

研究
王永珍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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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2
计算机应用型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耿壮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3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职教育"因
材施教"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张基宏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4
以需求为导向、学分制为重点的高

职院校教学运行组织体系的创新与

实践

汪治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5
高职院校毕业设计（论文）改革与

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胡延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6
高职动漫游戏类专业标准、工学结

合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实施研究

乌云高

娃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7
珠三角地区分析检测技术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燕舞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8
高职院校"双师"队伍培训体系的研

究与构建
夏伟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39
高职院校酒店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改

革的研究与创新
苏日娜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40
移动商务方向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
崔英敏 私立华联学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41
高职经管类专业《基于工作过程本

位课程改革》的深化研究
李玉春

肇庆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42
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
张少华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非资助项目 GZYB2011043
旅游管理专业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

体系研究与实践
黄英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