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践教学基地是职业教育提升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职

业素养的重要载体，我校结合省级实践教学示范基地建设标

准和学校改革发展规划，着力建设学校示范性实践教学基

地，建立了良好的实践教学环境，最大限度的支撑专业实践

教学的需要。为此，规范了实践教学基地的管理，制定了一

系列的管理制度，现将我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情况总结如

下。 

一、指导思想 

学校以服务地方常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指导，合理规划专

业布局，建设支撑专业教学需要的外实践基地，实施“创新

强校工程”，以省级项目为建设标准，建设服务教学校级示

范基地，使实践教学条件建设形成一个系统工程。 

二、持续建设，制度保障 

我校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围绕实践教学条件建设，配套

保障措施： 

1、实训室建设经费持续投入 

为确保实训室建设与实践教学工作有序进行，使实训室

建设经费的投入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实训室建设项目建

设在充分考虑十三五期间专业建设的基础上，突出虚拟仿真

实训室和专业实训室的建设，以实践教学条件建设为重点，

推进教育实践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实训教学体系的需求。 

2、实训基地制度方面 

为了保证实践教学有序进行，我校制定了《广东理工职

业学院学生实训守则》、《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实训室上课教

师职责》、《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公共机房使用规定》、《广

东理工职业学院实训室安全管理规定（修订）》、《广东理

工职业学院实训室安全准入规定（试行）》、《广东理工职

业学院双师工作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实训教学管理制度对

实训基地进行管理和规范，这些制度对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和运行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3、创新强校方面 

学校在“创新强校工程”立项建设方面，每年对实践基

地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为实践基地的设备更新、环境改

善、实习实训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 

4、质量工程方面 

为了加强实践基地的建设与管理，学校出台了《广东开

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办

法》，对实践基地的申报、评审、建设、验收等过程制定了

一系的标准和规范，加强了实践基地的质量的提升，促进了

基地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严格遴选 

学校根据《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实训基地建设管理办法》

的要求，组织各学院申报校级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通过校

内遴选、专家评审的方式确定为校级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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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我校立即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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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我校遴选推荐省质量

工程项目（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情况总结如下： 

一、指导思想 

为引领各专业实践基地的规范化建设，建立学校和行业、

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行政机关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完

善实践教育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我院以遴选省级质

量工程项目为抓手，以省级项目遴选为契机，加强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建设管理，全面提升我院实践教学质量。 

二、基本情况 

（一）现有建设基础及配套政策文件 

为推动我院质量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我

院制定了《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示范性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

管理办法》、《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专业建

设经费管理办法》等文件，以保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有效



实施。目前我校现有立项发文的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67 个。 

（二）遴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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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次省级质量工程省级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项目申报工作主要由实训中心

负责，2021 年 11 月 1 日完成。具体安排如下： 

1.各二级学院组织申报遴选。二级学院根据通知要求，

按照各类项目的申报条件组织申报，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按基

地审核要点完成遴选。 

2.各二级学院上报材料。二级学院组织各项目负责人，

撰写认定报告及佐证材料，在规定时间报送实训中心。 

3.实训中心审核。实训中心对申报材料组织开展形式审

查，申报材料全部符合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项

目申报要求。 

4.专家评审。根据《2021 年省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审

核要点》，经研究确定此次评审采用现场会议评审，学校聘

请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确定拟上报项目。 

5.公示上报，实训中心对专家评审通过的拟上报项目名

单在校内公示，对无异议的项目上报，并形成申报材料挂网。

推荐申报 2021 年省质量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

地）名单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推 

荐 

顺 

序 

 

1 
广州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工作专业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王斯维 

2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财富管理

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金日超 

3 
广州漫游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李美满 

4 
巨轮（广州）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工业

机器人技术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康国坡 

5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机电一体化

技术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熊立贵 

6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工程

造价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刘宁 

7 
广东朝阳全网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电

子商务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罗学强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质量工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的工作，我

院在质量工程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一些成绩，对

我院的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任然存在

一些问题有待在今后工作改进。 

1、校级立项的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数量及建设水

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缺乏贯穿基地建设发展全过程的质量保

障体系。今后学校将采取有力措施, 构建校外基地建设质量

保障体系，从而提高基地建设质量， 

2、基地缺乏促进交叉融合、优势互补的资源共享机制。

目前，学院间校外基地开放共享程度偏低、学科专业间开放

共享程度偏低、校企间资源开放共享程度偏低。学校将通过

制度推动、利益驱动和交叉联动三方面内容来进一步调整观

念, 打破传统的管理、合作模式, 建立校地、校企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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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做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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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理工教务函〔2021〕56 号），学校组织开展了

2021年省高职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项目的推荐工作。具体

情况如下： 

一、申报情况 

序号 团队名称 团队类型 依托专业名称（代码） 
团队负

责人 
项目组成员 

1 

市场营销专

业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 

文科类团队 市场营销(530605) 赖文燕 

阮银兰、罗学

强、游静、王丽

琴、肖祥伟、李

成、余远坤、范

汝宾（企业兼

职） 

2 

新一代信息

技术教学团

队 

理工类团队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 

软件技术（5102050）、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510209）、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汪卫星 

邱炳城、丁慧

洁、李美满、王

杰、汪静、蔡斌、

薛云兰、刘小飞 

二、专家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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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组织完成了 2021 年省高

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遴选推荐工作。现按文件要求对

项目遴选报送，并对遴选情况进行总结。 

一、 指导思想 

以遴选省级质量工程项目为契机，加强校级项目建设管

理，力争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在数量和质量达到新突破，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 质量工程校级管理制度 

为推动我校质量工程建设，我校制定了相关的项目管理

办法和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的质量工程项目培育、

申报、遴选、立项、推荐、建设、资助、检查、验收等长效

工作机制并落实到位。现有配套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广东

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在线课程资源建设管理办法

（试行）》（粤开大教务〔2020〕1 号）、《广东开放大学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专业建设经费管理办法》（粤开大教

务〔2020〕8 号）、《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办法》（粤开大教务〔2020〕14号）

等。 

三、 遴选情况 





 

一、基本情况 

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高职教育改革

的核心,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培养创新创业实践

能力的有效载体。 

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找到合适的创新创业

项目，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选题时主要的思考问题。

在通过近三年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逐渐庞大的消费群体，并且有独特的消费

特点和消费趋势，理论上进行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实施是非

常有优势的，但在实际工作实践的过程中，还缺乏针对性地

有效指导，学生的训练项目质量普遍有待有提高。 

为此，我校创新创业中心在严格执行学校出台的“关于

印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保障和激励暂行

办法》的通知（粤理工就〔2016〕7号》”和“关于印发《广

东理工职业学院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理工教务〔2016〕10 号）”等文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

提出“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课赛融合的实践教学的模式，

取得了不错的工作成绩。 

 



二、工作业绩 

我校的高职教育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自 2016 年起开

始开展，至今已经有 5 年多的时间，2016-2017 年为试工作

阶段，成绩不明显。自 2018 年起，经过学校认真组织与评

选，有 5个项目团队推荐作为校级立项并通过验收；2020年

有 13 个项目团队推荐作为校级立项并通过验收；2021 年有

40 个项目团队推荐作为校级立项并通过验收。每年的项目不

仅在增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其中，2021年有 5 个项目推

荐为省级国家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立项。 

通过开展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来，全校师生对于创新创

业工作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也非常明确地清晰了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工作与专业教学与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有效补充，

充分调动了全校师生全员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积

极性。 

 

三、存在不足 

1.师生时间有限，参与项目的实践时间不好保障。由于

目前师生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都是利用上课之余的

第二课堂时间，加上平时其他课程的作业又偏多，就导致了

参与项目的时间不好保障。 

2.学校对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激励措施有待加

强。虽然学校在 2016 年发布的“关于印发《广东理工职业



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保障和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粤理

工就〔2016〕7 号》”中对于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有明确规定

给予支持，但按文件中的规定，校级立项只有 1000 元/项支

持力度，这跟当下形势和师生需要显然不匹配。 

3.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体系化建设有待加强。目前

开展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主要依托各个二个学院师生们

自身的积极性，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工作机制。 

 

四、解决方案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实践创业活动是一个不断探

索的过程，通过近三年的工作实践，我校师生都受益匪浅，

也取得不少成绩。 

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创新创业中心全体工作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针对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经过多次校领导

调研、部门内部研讨和校外专家研讨，提出了以下的解决方

案：  

1.优化修订“关于印发《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创新创业教

育实践保障和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粤理工就〔2016〕7

号》”等相关制度； 

2.不断完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体系化制度建设，

优化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组织流程和评审标准； 

3.继续加强“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课赛融合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