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地简介 

2018 年 9 月，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立进行前期沟通、调研、立项后，组建

专业组团队认证，进行基地的申报评审工作，并在当年底由广东理工

职业学院批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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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基地位于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区。经过 4年多的时间深度校企合

作，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成为符合我校服务面向和办

学定位的校外示范实践教学基地。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山市企业技能人才服务站

（格林曼站），中国 具影响力照明灯饰行业品牌、获中山市市政府

发的安全生产表扬单位、消防工作表扬单位、照明装饰 具发展潜力

企业、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山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

东省 LED 装饰照明（格林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山市装备制造业

重点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我校提供大量专业精通、素质

良好的专业教师，驻守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实施教学；同时，通过与其

合作，逐渐培养自己的专职教师。这支双方合力打造的教师队伍为校

内的教学、实训、专业建设、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等软硬件条件的构造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度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在专业创新能力培养过程，引入公司的技术、师资、

实训基地等各种教学软、硬件资源，使我们在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

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夺得先机，为专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当

有利的条件。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专业建

设、师资建设、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实习就业等方面深入合作，成为

广东理工职业学校校外示范实践教学基地，为毕业生实习、就业提供

一个广阔空间平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具体情况如下： 

1.基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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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地依托单位地址 

     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大道广丰工业园 3号 

3.基地建立时间、 

校企双方于 2018 年 9 月沟通、洽谈、申报评审，由广东理工

职业学院批准立项，在 2018 年 12 月签订基地合作协议。 

4.基地合作年限 

       协议合作年限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期满后，经协

商可续签。 

5.基地依托单位情况 

  公司名称：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具有独立的法人，法定代表人：孔令华 

  组织机构代码：75785554-5 

  业务范围：生产、加工、销售，高效照明产品、光电器件、灯饰

产品、发光二极管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灯

串；照明工程设计与安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等。公司致力于 LED 灯饰与照明应用的开发、设计、

生产、推广与贸易。 

6.基地依托专业 

     依托专业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7.基地所经营业务及职能与专业关系情况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基地所经营的业务和承担的



职能与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对口。 

8.基地年接待实践学生人数 

      基地每年可以接待实践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 60 人 

9.基地劳动保护、卫生、安全等法律法规情况 

       基地依托单位严格遵守国家劳动保护法，并制定了劳动保障

制度，保障实践师生的合法权益；卫生方面，公司按照“6S”要

求进行执行管理，强化环境保护、三废管理；安全方面，引进《职

业、安全、 健康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管理，单位并获

得中山市西区政府颁发的《消防工作表扬单位》、《安全生产表扬

单位》等荣誉。 

10.校外实践基地教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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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基地组织机构、管理制度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机电一体化专业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共建领导小组。 

职务 姓名 现有职务 

组长 
孔令华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立贵 机电工程学院 教授 专业负责人 

副组长 
马文正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长 

谢  波 机电工程学院  学生实践教学负责人 

       另成立了组员（组员由学校本专业专任教师及企业工程师双

方组成）：周婷、刘姝琳、陈祥红、余松山、柯贤安、丁孝君、

黄炳强、曾飞、黄云、周前进、付声扬、毛勇斌、李平。 

     制度管理： 

  1）学校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制度，对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过程

明确了过程管理机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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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托单位简介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独立的法人代

表，是上市公司 LED 龙头企业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代码 002745）

的子公司。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LED 封装与 LED 应用产品为

一体的综合性光电企业。木林森公司获得的荣誉资质多达百余项，被

评为全球世界第 10 强 LED 企业和中国 LED 封装行业第一强，是全球

LED 行业领先的龙头企业。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公司现有职工1250人，占地面积约 38000

平方米，公司汇集 LED 晶片、LED 封装、LED 灯饰及照明制造、LED

装备制造、LED 科学研究、LED 国际贸易等领域的优势资源，致力于

LED 灯饰与照明应用的开发、设计、生产、推广与贸易。是大中华地

区成立很早的 LED 灯饰照明企业，是所在地政府重点支持发展的企

业，是广东省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企业。公司业已成为 LED 灯饰照明

行业颇具影响力的企业。  

中山市格林曼公司拥有灯带生产车间、数控加工车间、灯饰装配

车间、电线成型车间、LED 检测车间、智能设备设计与制造生产性实

践车间等 100 余间专业生产车间。企业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 200 余

人，大都是机械、电子电气或相关专业毕业，长期从事装备制造行业

技术和管理工作。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不断自我创新，以技术领先，创

造独特的产品，引领装饰照明潮流，以工匠精神打造产品品质是我们

一直坚持的方针。公司建有一个省级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 LED 装饰

照明(格林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一个市级技术研究中心：中山

市 LED 装饰照明（格林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建有一个市级技

能人才服务站：中山市企业技能人才服务格林曼站；公司已通过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格林曼公司为实现“2025 智能制造”，公司积极进行自动化、智

能化战略布局，专注于 LED 行业应用及服务领域，以诚信负责和持续

创新的精神，自主研发与技术合作相结合，始终坚持创新和核心竞争

力的有效提升，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产品。 



三、依托专业简介 

基地依托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技术，我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于

2011 年正式开办，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在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师

资队伍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步，本专业是学校品牌专业、是机电

工程学院龙头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为首专业，本专业大部分

毕业学生服务于珠江三角区域高端装备、智能制造、LED 照明等行业、

产业，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了适应机电类高素质人才。 

1.专业发展前景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被国家列为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 急

需的十大专业人才之一，是就业领域“宽口径”的专业，适应范围广

泛。机电一体化技术是在机、光、电、自动控制和检测、计算机应用

等学科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

技术专业具备专业口径宽、适应性强等特点，同时永远不会冷门，也

就是人们常说的“朝阳产业”。 

2．专业师资队伍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学队伍，广东理工职

业学院优秀团队。团队学缘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梯队合理，教

育教学思想、理念先进。专任教师全部有企业实践工作经历经验，同

时还聘请了 10 余名校外兼职教师，并建立了动态兼职教师资源库。

本专业教学团队是“学院优秀专业教学建设团队”。现有专任教师 9

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高级工程师）3人，具有博士学历 2 人，

硕士学历 4 人。专业教师参加全国高职教育改革培训，与行业紧密集

合，引导学生在行业内的就业以及在岗位中发挥专业特长，推进科研

成果在行业内的应用。 

3. 专业教学实现“校企深度融合”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主要的特色是产教深度融合，构建了多种

形式的“订单双元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每年与中山市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双元制中德实验班，本专业学生受到访华的德国

总统施泰表扬；2019 年与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培养

的学徒班、2020 年与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共同培养 2020 级机

电一体技术专业木林森班、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培养的

2020 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日丰电缆班；2021 年与五桂山企业联盟

共同培养 2021 级机电一体技术专业长准机电班；以及与湛江开放大

学共同培养的 2020 级、2021 级机电一体化技术成人学历提升班。本

专业是学院全日制学生人数 多专业，2019 级、2020 级、2021 级（三

个年级）近 600 人。 

4.专业教师团队主要成果与业绩 

近 3 年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团队，抓科研促教学、抓

竞赛促技能，取得了一系列业绩与成果：共承担省市级项目 13 项，

完成企业技术攻关项目 5 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6 项，获得软件著

作权 2 项，受理发明专利 10 项，授权发明专业 4 项，出版著作、教

材 2 部，发表科技论文 28 篇。 

在教师指导下，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获得全国职业技能竞

赛二等奖 1 项、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1 等奖 2项、二等奖 4 项、三等

奖 6 项，广东省教学竞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 项，获得广东省“挑

战杯”2银 1 铜。 

4.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生社会评价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的学生获得企、事业用人单位一致好

评，社会认可度高，连续多年来，本专业毕业生 受智能装备企业青

睐和欢迎,每年的毕业季都被抢着要。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招生也持

续火爆，就业率居首，进出口两旺。就业主要面向珠三角地区的智能

制造、物业机电设备管理、运行监控、维护保养及机电设备制造、应

用、经营等企业，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机电一体化技

术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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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校出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项目管理办法及投入专项资金 

   1）出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项目管理办法 

在 2015 年 7 月 24 日，学校印发了粤理工实训[2015]10 号《广东

理工职业学院示范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办法》和粤理工实训

[2015]9 号《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对校外基地的建设与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2）每个学年均投入专项资金 

最近三个学年（2018-2019 学年、2019-2020 学年和 2020-2021 学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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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学年投入经费表 

学年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投入资金（元） 22,488.00 273,215.00 17,080.00 

2.依托单位情况 

   基地依托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一个单位，依托单位为

独立的法人：孔令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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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对口；学校与依托单

位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合作协议。 

 

 

 

 

 

 

 

 

 

 

 

 

 

 

 

 

独立的法人代表 

 



                校企签订合法有效的合作协议 

3. 基地近三个学年平均每个学年生均实践教学经费投入 

   为了保障实践教学的正常开展，学校设立了实习实训费专项资金，

并且逐年提高实习实训费生均标准，近三年，学校理科类实习实训费

生均标准由 300 元/生/年，提高到 350 元/生/年，并且有计划在今后

根据实际情况逐年提高，见上表数据。 

 

4. 基地 近三个学年均接受该专业学生实习 

随着校企合作深入，以及公司发展迅速，基地每学年接受机电一

体化技术专业顶岗实习学生大于 30 人，下表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是 近三年授受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机

电一体化技术 2018-2019 学年、2019-2020 学年和 2020-2021 学年的

学生实践人数表： 

学年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实习人数 39 人 45 人 44 人 



见佐证材料： 

2.7.1 基地 近三个学年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情况明细表 

5.基地安全保护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情况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机电一体化基地获得中山市西区

政府颁发的《消防工作表扬单位》、《安全生产表扬单位》等荣誉，符

合劳动保护、卫生、安全等法律法规以及基地安全保护设备和实践教

学设备。 

 

 

 

 

 

 

 

 

 



部分实践教学设备单 

见佐证材料： 

2.8.2 基地安全保护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情况报告 

6. 基地组织机构、管理制度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机电一体化专业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共建组织机构。基地机构组织正组长分别由校企双方各派 2人担

任负责，正组长：孔令华、熊立贵；副组：马文正、谢波 

职务 姓名 现有职务 

组长 
孔令华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立贵 机电工程学院 教授 专业负责人 

副组长 
马文正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长 

谢  波 机电工程学院  学生实践教学负责人 

    另成立了组员（组员由学校本专业专任教师及企业工程师双方组

成）：周婷、刘姝琳、陈祥红、余松山、柯贤安、丁孝君、黄炳强、

曾飞、黄云、周前进、付声扬、毛勇斌、李平。 

学校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制度，对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过程明

确了过程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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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佐证材料：2.9.1 基地组织机构、管理制度 

7. 基地实践教学情况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双方共同

制定和实施校外实践教学方案，协同推动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校外

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由学校专任教师和企业工程师组成实践教学指导

队伍，实践教学指导到位，确保了实践教学质量。 

见佐证材料： 

2.10.1 校企共同开展校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加强实践教学指

导、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情况报告 

8.基地实习是否有违规问题情况 

基地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和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 2018

年以来未出现实习违规问题。 



五、基地取得的成果 

1）完成了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中山格林曼光电有限公司通过校企深入

融合，以及基地的岗位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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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基本知识和

机电技术技能，面向机电装备制造业及其相关行业领域，能够从

事机电一体化设备设计、安装、调试、维修、改造、管理等工作

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制定了机电一体化技术人才培

养方案。 

2）完成了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生产性实践课程开发 

      在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限公司机电一体化专业实践基地，校

企合作共同完成了实践性课程开发，如：《LED 线型灯具制作技术》、

《照明灯具制作技术》、《模具及成型》等。课程由企业指导教师和

学院专业指导教师共同负责指导的形式进行。《开发产业项目与教

学资源，校企携手推进机电类专业综合实训教学改革与实践》模式，

已在全学校复制推广，产业项目的教学改革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

效应。 

3）探索并实现建立了基地顶岗实习管理制度文件 

     以“项目导向、双训衔接”的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挖

掘与紧密合作企业的合作方式，规范校外实践全过程的基地管理模

式。校企共同成立校外基地管理组织机构、管理制度文件等，指定

专人负责日常实践基的管理工作，企业能够积权配合学院完成专业

基地制定实践计划。 

4）学生通过基地实践学习能提出产品生产工艺改进方案，并提高了

生产效率 

     在基地实践的学生，通过顶岗实践学习培养，能对现有加工设

备进行改造，提出 LED 产品更优的加工工艺方法，并能提出设备改

进方案，通过企业工程师确认，提出的方案进行改进并落实， 终



提高了生产效率，得到企业管理员的认可。 

5）学生通过基地实践学习，参加各类大赛获奖 

基地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近三年参加各类大赛获奖 20 余项，

部分如下： 

 2021 年度 学生参加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全栈应

用开发技能”获省级二、二等奖； 

 2021 年度 学生参加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智能电

梯装调与维护”获省级二、三等奖各 1 项； 

 2020 年度 学生参加 2020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获省级一、二等奖各 1 项； 

 2019 年度 学生参加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智能电

梯装调与维护”获省级一、二等奖各 1 项。 

 

 

 

 

 

 

 

 

 

 

6）依托校外实践基地共同进行项目研发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与中山格林曼光电有限公司，以

企业真实所需的技术产业项目开发为机电类专业教学资源，进行综合

实训教学改革与实践。基地师生获得的部分科研成果如下： 

（1）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中山格林曼光电有限公司师生与基地

工程师共同为中山格林曼光电有限公司开发了《LED 灯串加工机》，

现装备已投入生产。 



（2）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授权专利 5 项，发表科

技论文 10 篇。 

 

 

 

 

 

 

 

 

 

（3）获广东省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科学技术三等奖 

 

 

 

 

 

 

 

7）建成的校外实践基地具有示范效应 

      建设的《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限公司机电一体化专业实践基

地》校外基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已在全学校复制推广，实践教学

基地改革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8）为基地企业提供了后备技能型人才 

      学生在基地就已经了解公司产品技术，培养了学生对公司产品

技术产生兴趣；不仅能解决学生技能与市场需求脱轨问题，还能解

决企业招聘难，培训周期长困境。更让企业惊喜的是，校企合作的

产业实践教学改革培养出来的学生，大三毕业留下企业工作后，稳

定性比社招进来的员工要高，流失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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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