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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简介
1、基地依托的企业在与学校专业对口的相关领域的先进性、代表性情况、专业对口的岗位
以及接收实习学生能力等情况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拥有造价
咨询甲级资质、招标代理乙级及工程咨询资质，并具有广东省法院及深圳仲裁委
工程造价司法鉴定资质，为深圳市造价工程师协会会员及常务理事单位、深圳市
工程咨询协会会员。公司现有员工二百九十多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二百五十多
人，注册造价工程师三十人，注册咨询工程师五人，高级工程师十三人，英国皇
家工料测量师学会会员（RICS ）两人。在长沙、佛山设立分公司，有南昌、贵
阳、厦门、惠州、东莞项目部。基地创建于 2018 年 3 月，2019 年获得校级实训
基地立项，2021 年获得基地验收。从全面满足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
该基地能满足校外实践教学需求：
1、专业力量强、实习项目全面。
该基地应具有较强的专业力量，专业资质全、等级高，能涵盖本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的主要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工程预算、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的三大控制
(质量、进度、费用)、合同管理、项目现场管理及安全管理等。
2、有较为丰富的指导学生实习实训的经验。
作为工程造价专业的校企合作企业，近年来，公司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曾受聘
为工程造价专业兼职教师，承担了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实训、安装工程计价实训
等课程的指导工作。另外公司近 3 年来，每年还接收约 30 名学生的顶岗实习，
从学生顶岗实习开始公司就会进行实习动员，到实习结束公司会进行实习总结，
实习期间对学生的工作、安全、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因此该基地了解工程造价
专业高职层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式。
3、严格管理，运作规范。
公司为了该基地更好运行,特指定了负责与学校对接的专门人员陈振工程
师。学生在公司实习期间，公司会根据与学校共同商定的实践教学内容来选择安
排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学生进行专项实操训练。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无论是从纪
律、规章制度还是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的职业工作习惯上对学生的要求都是十分严
格的。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公司还会采用不定
期、轮岗的方式安排实习学生下到施工现场，了解建筑工地的环境、熟悉施工技
术操作规范，为做好工程造价工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4、实习与就业无缝对接。
近年来随着建筑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造价咨询、项目管理等相关市场的不断扩
大，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各项业务量增长很大，公司对工
程造价及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往公司招收的应届毕业生上岗后，还
需要一段时间的职业岗位适应，近两年，企业与我校工程造价专业进行校企合作，
公司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学生的实习实训课题安排和指导，参与人才培养过程，进
行产教融合，较好实现了实习与就业无缝对接，降低了企业的人力资源再培养成
本。
2、基地所提供的实习岗位符合劳动保护、卫生、安全等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能提供充分
的安全保护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情况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能提供的实习岗位符合劳动保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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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全等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能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
主要使用的是电脑，并不存在危险设备。
华阳公司本部（深圳）面积约深圳公司办公面积约 4004 平方米办公环境非
常干净、雅致、整洁和温馨，还有休息区，配套小吃、饮料等，是一家以人为本
的暖心企业。以下是公司的办公场所及学生的办公环境。

3、基地依托的企业能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与校方共同组建实习指导教师团队，共同制定和实
施校外实践教学方案等情况

1、共同组建实习指导教师团队
共同组建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工程造价专业校外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的教学团队，教学团队由企业工程师和学校教师共同组成。教学团队
负责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指导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工程造价专
业校外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学生完成企业的真实项目。教学团队人员名单如下：
组长：孙娟（企业） 刘宁（学校）
技术专家：徐总工、陈总经理（企业） 徐德慧（学校）
教师：崔工（企业）吴继忠、未红、郑国营（学校）
2、共同制定和实施校外实践教学方案，具体合作方案如下：
（1）共同组建“华阳国际造价培优坊”及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工程造价专业校外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以下简称“基地”）
华阳国际造价培优坊地点设在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培优坊的办公场地、办公
桌椅、办公用品、电脑由企业提供使用，设备的产权属于企业；华阳国际造价培
优坊所需的项目设备由甲乙双方共同提供使用，设备的产权属于提供方。
基地地点设在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为从华阳国际造价培
优坊选出的优秀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实训机会及指导。
（2）共同组建华阳国际造价培优坊学生项目团队
共建华阳国际造价培优坊学生团队项目工作室，学生团队项目工作室主要由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的学生组成。学生团队项目工作室学生负责人 2 名，组织员 2
名，科研负责人 2 名，后勤服务负责人 2 名，学生 20 名。学生分为 2 个小组，
每个小组设组长一名，学生按照小组在校企合作教师团队的指导下，系统的学习
建筑工程造价及智能建筑的方法、流程等知识和技能，参加华阳国际造价培优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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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真实项目，共享项目工作室完成企业真实项目所产生的利润。经过培优坊
锻炼的学生会在假期及顶岗实习期间进入基地实习实训。
（3）共同组建华阳国际造价培优坊教师团队（内容见第 1 点）
（4）共同编写一套“建筑工程造价应用技能”的应用教材
共同编写一套“建筑工程造价应用技能”的应用教材，用于培训及教学。通
过教学和实际项目实践，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使学生能够掌握工程
造价的应用技能，将工程造价实战的课程建设与专业建设相结合。
（5）开设“建筑工程造价案例解析”课程和实训用于校内及基地
企业首先在广东理工职业学院造价专业的学生中开设“建筑工程造价案例解
析”课程，开展建筑工程造价应用技能培训，主要培养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与实际
造价工作流程的操作能力。配合课程的需要，企业免费为学校提供实战研究课程
所需要的项目素材，并在实战研究课程过程中，定期通过讲座、演示、工作坊等
方式，为课程的开展提供培育服务，结合课程需求，提供配套使用的实训场地。
最终课程及实训将在基地进行实践运作。
（7）共同开展“建筑工程造价应用技能的应用”项目
通过基地的严格培养，学生在基地参与并完成了多个项目的工程造价工作。
最终成果获得了企业的认可。具体参与项目情况如下（佐证材料见 2.10.1《完
成项目及评定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项目名称
耒阳市南大
街

规模
90000 万平
方米

东华中学

41400 万㎡

碧桂园太东
财富港中心
广百山海汇
商业项目

9620.64 ㎡
约1亿

5

五山中学

约 4000 万

6

惠州鼎峰公
园豪庭

7

新白广站

26948.34 万
元
总建筑面积
60000 ㎡

8

9
10

11
12

顺航东莞长
安模拟机项
目
河惠莞高速
公路
广西某学院

广州市胸科
医院扩建工
程
某生物科技

总造价为
7000 万元
总造价 3 亿
元
总造价为 1
亿元

工作内容
钢筋工程量计
算
钢筋工程量计
算
编制投标报价
清单工程工作
复核
工程量算量工
作
编制土建清单
预算报价
钢筋算量工作

结算算量工作

结算算量工作
结算算量工作

参与人员
成果质量评定
杨云喻等 15、
良好
16 工作室成员
陈伟娣等 15、
良好
16 工作室成员
杨云喻等 15、
良好
16 工作室成员
陈伟娣等 15、
良好
16 工作室成员
杨云喻等 15、
良好
16 工作室成员
丘永华等 16、
良好
17 级造价学生
丘永华等 16、
良好
17 级造价学生
陈伟明等 17、
18 级造价学生
17、18 级造价
学生
18、19 级造价
学生

良好

良好
良好

总造价 2.3
亿

清单工程工作
复核

18、19 级造价
学生

良好

总造价 2.4

预算编制

18、19、20

良好

4

大楼
亿
造价学生
以下为部分项目成果截图
 2019 年 6 月-7 月，16 级基地学生丘永华、林格伦、黄蕴婷、李思敏、
李佳娜、黄元等完成了新白广站全部楼层的钢筋算量工作。该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在广东省广州市，总建筑面积 60000 ㎡。



2020 年 7 月-8 月，18 级基地学生陈伟明、林格伦、刘锦洲、林烁琪等
完成了顺航东莞长安模拟机结算算量工作。该工程项目建设地点在广东
省东莞市，总造价为 7000 万元。



2020 年 8 月-11 月，18 级全体基地学生完成了河惠莞高速公路结算算量
工作。该工程项目的建设地点为广东省河源市、惠州市、东莞市。总造
价 3 亿元。

5



2020 年 9 月-10 月，18 级基地学生陈伟明、刘锦洲完成了广西某学院项
目预算审核工程的钢筋及土建算量。该工程项目建设地点为广西省桂林
市，总造价为 1 亿元。

（8）协同开展科学研究
根据企业的需求，学校通过基地协助企业编制建筑经济产学研发展规划，将
产学研成果进行有效转化，以企业为主编单位、企业主要参与人员为主编人等将
科研成果共同发表在国家省市协会或报刊杂志上。双方领导建立定期协商机制，
研究解决合作过程中存在问题，为今后的长期合作及时作出相应的决策。根据企
业提出的高新技术项目需求和企业技术难题，积极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开发、成果
转化和技术攻关，支持企业企业技术创新。
（9）协同开展建筑 BIM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甲乙双方共同对 BIM 技术进行产学研研究。学校负责 BIM 技术研发、企业负
责将 BIM 技术研究成果进行转化运用，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按照一定比例分
成。双方领导建立定期协商机制，研究解决合作过程中存在问题，为今后的长期
合作及时作出相应的决策。并帮助企业解决 BIM 运用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以及
企业的具体技术问题，把学校的技术成果提供给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10）学校为企业推荐优秀的毕业生到企业就业
为了实现校企协同育人，实现双方共赢，提高学生在工程造价中的实战能力，
企业为学校的部分学生提供企业岗位的学习机会，学校为企业推荐优秀的毕业生
到企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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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托单位简介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拥有造价
咨询甲级资质、招标代理乙级及工程咨询资质，并具有广东省法院及深圳仲裁委
工程造价司法鉴定资质，为深圳市造价工程师协会会员及常务理事单位、深圳市
工程咨询协会会员。公司现有员工二百九十多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二百五十多
人，注册造价工程师三十人，注册咨询工程师五人，高级工程师十三人，英国皇
家工料测量师学会会员（RICS ）两人。在长沙、佛山设立分公司，有南昌、贵
阳、厦门、惠州、东莞项目部。
公司完成了各类大中型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竣工结算及全过
程造价咨询服务和工程咨询服务，并参与了《深圳市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03）》
的修编工作。多名技术骨干为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专家库专家和深圳市
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专家，曾多次参加深圳市大型建设项目的招标评标及项目
立项投资评审工作。
公司专注于工程造价咨询和工程咨询服务，坚持“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专
业服务”的公司使命，学习引进国际咨询公司先进的管理理念，制定了《造价服
务工作指引》、《造价质量控制流程》及《工程咨询质量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
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把进度落实到每一
天，质量落实到每一人，严把质量关，并形成了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
公司拥有完备的办公设备和舒适的工作办公环境，深圳总部办公场地 1400
平方米,先进的网络和电脑软硬件配备，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为提供科
学、高效服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公司成立以来，秉承“人人平等、彼此尊重、坦诚沟通、团队合作”的价值
观，奉行“以人为本、诚信为先”的文化理念，营造了极具亲和力和凝聚力的工
作氛围，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诚实豁达、敬业向上的职业人。实现“成为促进行
业进步的一流造价咨询服务企业”的企业愿景，是华阳国际不断为之努力的目标。
公司成立十多年来，先后为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深圳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深圳市龙华新区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万科集团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
限公司多个政府、大型国企、大型地产公司等企业提供了工程咨询、造价咨询、
全过程造价管理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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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托专业简介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成立于2005年，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
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学院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理工、经管、文法
协调发展的多科型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办学以来，积极探索校
企合作协同发展的道路，几年来，学院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不断
深化产教融合，拓展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
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主线，以责任意识强、技术技能强、拓展能力强的“三
强”人才培养方向为目标，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输送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本实践基地依托的专业我校工程技术学院的工程造价专业。以下为工程
造价专业介绍。
专业情况：我国正处于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持续
增长，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建筑技术人才
来支撑建筑行业，服务地方经济。而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是中山市唯一一所有工程
造价专业的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立足中山，服务全省。
该专业现有土建类（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专业教师共18人，其中副教
授、高级工程师8人，讲师、工程师10人），均为“双师型”教师。另外本专业
还聘请了实践经验丰富的校外兼职教师多名人，为学生进行专业技能课授课、开
办讲座、指导毕业顶岗实习等。
近几年所获奖励和荣誉：近三年参加的国家、省、市造价类比赛19项，获得
近百奖项。其中2020年参加了5项比赛，共获得奖项34个奖项。2019年参加了9
项比赛，共获得奖项43个奖项。2018年参加了5项比赛，共获得奖项13个奖项。
具体见附件。
专业介绍：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与本专业相适应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
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掌握扎实的建设工程承发包与实施阶段的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的基本知识，具备
熟练的建设工程计量计价、工程招投标组织及合同订立与管理等基本技能，面向
工程造价、建筑施工、建设监理等行业领域，能够从事建设工程承发包与实施阶
段的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工程招投标代理及合同管理等技术工作的高素质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课程：建筑材料、建筑制图与CAD、建筑力学与结构、房屋构造与识图、
建筑施工技术、建筑与装饰工程计量计价实务、安装工程识图与计量计价、市政
工程识图与计量计价、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工程BIM系列软件应用、综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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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务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能够在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工程招投标代理企业、工程项
目管理企业、施工企业、房地产企业从事建筑安装工程预（结）算的编制与审核、
建筑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工程资料管理、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等工作。
工程造价专业在学生培养中依托校内工作室平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采用
企业项目真题实战的技能训练模式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取得很好的培养效果，近
三年学生就业率及专业对口率均名列全校前茅。毕业生工作五年后可以通过考试
取得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投资）咨询工程师、建造师等执业资格，因此工程
造价专业也被称为“越老越吃香”的专业
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的实践过程中，本专业取得了一定的科研和教学成果，
完成校级网络课程10余门，校级立项精品课程3门；获得广东省教育厅立项教改
课题1项，校级教改及科研项目10余项，横向课题3项；主编、参编教材4部，公
开发表专业论文10余篇。获得应用新型专利多个；参与1+X工程造价数字化应用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编写等。
本专业教师还积极参与工程实践和进行社会服务，先后独立或参与完成多项
工程建设项目的预结算编审工作和建设项目评标工作。由本专业教学团队主办的
工程造价双师工作室在业余时间带领本专业学生参与工程造价的实践工作，近三
年内完成多个工程造价项目的预结算编制工作，并获得委托方认可及好评。

四、认定条件符合情况（应按照条件的 8 个方面进行逐一说
明）
（一）学校高度重视，出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项目管理办法，最近三个学年
（2018-2019 学年、2019-2020 学年和 2020-2021 学年，下同）每个学年均投入
专项资金用于校级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工作。其中包括以下经费内容：
1、专业建设经费；
2、双师工作室经费；
3、实训室建设经费；
4、创新强校工程建设经费等。
（二）基地只能依托一个单位，依托单位必须为独立的法人单位，组织机构
健全，遵纪守法，生产运行正常，所经营的业务和承担的职能与基地所在专业对
口；学校与依托单位签订合法有效的合作协议。
基地只依托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展开校外实训基地活动。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为独立的法人单位，组织机构健全，遵
纪守法，生产运行正常，所经营的业务和承担的职能与基地所在专业工程造价
对口；学校与依托单位签订合法有效的合作协议（2018 年 3 月签订校企合作框
架协议，2020 年 5 月签订校外实训基地协议）。
（三）基地依托专业最近三个学年平均每个学年生均实践教学经费投入，理
工类专业不少于 300 元/生，文科类专业不少于 150 元/生。
1、2018-2019 学年投入建设经费 25,858.97 元，约 780 元/生>300 元/生；
2、2019-2020 年投入建设经费 47040.94 元，约 1500 元/生>300 元/生；
3、2020-2021 年投入建设经费 47040.94 元，约 2900 元/生>300 元/生；；
以上共计经费 254,844.91 元。每年生均实践教学经费投入均超过 300 元/
生，2020-2021 年份达到了近 3000 元/生的水平。投入详情见佐证材料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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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地最近三个学年均接受该专业学生实习；每学年接受顶岗实习学
生，理工类专业不少于 30 人，文科类专业不少于 10 人。
2015 级工程造价学生实习 20 人；2016 级工程造价学生 33 人；2017 级工程
造价学生 31 人；2018 级工程造价学生 31 人；2019 级工程造价学生 30 人。具
体名单及实习时间入详情见佐证材料 2.7.1。满足每学年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满足
不少于 30 人的需求。
（五）基地符合劳动保护、卫生、安全等法律法规要求，提供充分的安全保
护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
基地有严格的劳动保护、卫生、安全等规章制度，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和使用
学校提供的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详情见佐证材料 2.8.1。
（六）基地组织机构健全，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管理制度完善，
实践教学管理规范，保护学生合法权益。
基地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及制度。包括办公行政、人力资源制度、质量管理
流程等。具体组织机构见下图。详情见佐证材料 2.9.1 及 2.9.2。

（七）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和实施校外实践教学方案，协同推动校外实践教学
模式改革，共同组成实践教学指导队伍，实践教学指导到位，确保实践教学质量。
专任教师参与企业的工程项目管理及造价咨询业务，积累工程经验，兼职
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实习实训，积累教学经验，实践能力和职教能力得到提升。
通过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紧密合作，加强基地建设投
入，完善基地共建体制机制，在企业和工程造价专业群团队共同努力下，经过 3
年时间，基地已建设为具有实践教学改革、专业技术研究、就业指导、服务社
会等多种实践教育形式和功能的，能够为工程造价专业、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提
供工程造价计量计价实务、工程监理、施工技术等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服务，
同时辐射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工程管理专业的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通过基地建设过程，以点带面，起到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示范性
作用。在基地建设过程中，深入研究、探讨提高基地建设、专业建设成效的最
佳途径，完成教学改革研究，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
就业能力，解决校企合作中存在诸如如何形成稳定、长期的校企双边互动互惠，
如何实现学生实习与就业关联、学生实习与企业后备人才培养相结合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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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不断推动校企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双方共同制定和实施校外实践教学方案，从高度和维度都与教学深度融合，
对推荐校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八）基地依托的专业和单位 2018 年以来未出现实习违规问题。

五、基地取得的成果
（一）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企业参与人，参与了
2018 级、2019 级、2020 级人才、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二）参与开发课程标准包括：《平法识图与钢筋算量》、《工程定额与计
价方法》、《工程定额与计价方法》、《建筑工程计量计价实训》、《市政工程
计量计价实训》等。详见佐证材料附件 2.10.1。
（三）2019 年 12 月签订了横向课题研究合同书（黄金台城市更新项目总包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详见佐证材料附件 2.10.1。
（四）2020 年挑战杯三等奖。详见佐证材料附件 2.10.1。
（五）2019 年攀登计划立项。详见佐证材料附件 2.10.1。
（六）2018 年-2020 近三年参加的国家、省、市造价类比赛 19 项，获得近
百奖项。其中 2020 年参加了 5 项比赛，共获得奖项 34 个奖项。2019 年参加了 9
项比赛，共获得奖项 43 个奖项。2018 年参加了 5 项比赛，共获得奖项 13 个奖
项。参赛的学生大部分有基地实习经历。主要获奖赛项如下
2018-2019 年度
1.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造价技能及创新竞赛团体全能三等奖,赛项主办
单位：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
2.粤价杯挑战赛一等奖、二等奖团体赛二等奖、三等奖,赛项主办单位：广
东省造价协会
3.2018 全国中高等院校 BIM 招投标竞赛全国三等奖,赛项主办单位：中国土
木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研究分会、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第四届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大赛全能优胜奖优秀奖,赛项主办单位：中
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中关村智慧建筑产业绿色发展联盟、广联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5.第 6 届全国高等院校建筑软件技能认证大赛-BIM 算量大赛团体二等奖、团
体三等奖,赛项主办单位：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2020 年度
1.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学院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建筑工程识图二等奖
（2 个）,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2.2019 全国高等院校 BIM 招投标网络竞赛三等奖（2 个）,赛项主办单位：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投标研究分会
3.广东省第一届建筑施工仿真应用技能大赛团队赛二等奖（2 个）,赛项主办
单位：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
4.广东省第一届建筑施工仿真应用技能大赛团队赛三等奖（2 个）,赛项主办
单位：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
5.2019 年“粤价杯”广东省工程造价技能竞赛-土建及钢筋算量竞赛（常规
团体赛）一等奖,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工程造价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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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9 年“粤价杯”广东省工程造价技能竞赛-土建及钢筋算量竞赛（常规
团体赛）二等奖,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工程造价协会
7.2019 年“粤价杯”广东省工程造价技能竞赛-土建及钢筋算量竞赛（挑战
个人赛）一等奖,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工程造价协会
8.2019 年全国高等院校 BIM 应用大赛团体二等奖,赛项主办单位：中国建设
教育协会
9.2019 年全国高等院校 BIM 应用大赛专项一等奖,赛项主办单位：中国建设
教育协会
10.2019 年第四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3 个）,
赛项主办单位：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11.中山市第二十一届职业技工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建筑装饰技术应用赛
项二等奖,赛项主办单位：中山市教体局
2020-2021 年度
1.第五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个人二等奖(4 个）,赛项主
办单位：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共青团江西省委指导，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2.第五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4 个）,赛项主
办单位：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共青团江西省委指导，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3.2020 年广东省建筑施工仿真应用大赛个人二等奖（3 个）、团队二等奖,
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4.2020 年数字建筑创新应用大赛团队一等奖、团队二等奖(3 个）、专项一
等奖（4 个）,赛项主办单位：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5.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建筑装饰技术应用竞赛
团队三等奖（2 个）,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6.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建筑识图竞赛团队二等
奖,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七）依托基地资源获得 1+X 工程造价数字化应用技能等级证书考点认证。
其中，基地负责人刘宁老师参与了工程造价数字化技能标准编写工作，期间获得
了企业的大力支持和配合。详见佐证材料附件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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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协会
9.2019 年全国高等院校 BIM 应用大赛专项一等奖,赛项主办单位：中国建设
教育协会
10.2019 年第四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3 个）,
赛项主办单位：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11.中山市第二十一届职业技工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建筑装饰技术应用赛
项二等奖,赛项主办单位：中山市教体局
2020-2021 年度
1.第五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个人二等奖(4 个）,赛项主
办单位：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共青团江西省委指导，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2.第五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4 个）,赛项主
办单位：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共青团江西省委指导，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3.2020 年广东省建筑施工仿真应用大赛个人二等奖（3 个）、团队二等奖,
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4.2020 年数字建筑创新应用大赛团队一等奖、团队二等奖(3 个）、专项一
等奖（4 个）,赛项主办单位：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5.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建筑装饰技术应用竞赛
团队三等奖（2 个）,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6.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建筑识图竞赛团队二等
奖,赛项主办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七）依托基地资源获得 1+X 工程造价数字化应用技能等级证书考点认证。
其中，基地负责人刘宁老师参与了工程造价数字化技能标准编写工作，期间获得
了企业的大力支持和配合。详见佐证材料附件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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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认定专家组名单
序号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1

洪洲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教务处处长

教授

2

张雪峰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科技处副处长

研究员

3

王明刚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副处长

高级工艺美术
师

4

高俊文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教务处

教授

5

赵清艳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副院
长

副教授

6

李国杰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招生就业与校企合
作办公室主任

教授

7

董本清

东软教育科技集团

副总裁

教授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