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推荐单位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拟获奖等级

13
广东科贸职

业学院

“三管并举、四方融合”

现代涉农人才协同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

关善勇、徐丽香、邓义才、孙洪凤

、陈锐锋、李志伟、杨运英、陆璃

、李利娜、曹希培、贾东亮、韦壮

立、吴佩如、莫鎔弛、印永健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东

天农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究所

一等奖

14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生命理念、生长原则、

生态系统”的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应用

马晓明、茹家团、范新灿、同婉婷

、徐平利、汪焰、王博、朱燕、陈

冬妮、曾秀臻、宋晶、黄伟贤、林

海春、黄继平、申珊珊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南京

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一等奖

15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学情循证、师生协同、

全程服务”教学质量保障

模式构建与实践

柴璐璐、王溪若、余斌、杨帆、王

孝容、钟姝宇、樊婉仪、张志彬、

张俊杰、李广平、俞鑫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尚强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16
广东技术师

范大学

标准引领、四元协同：高

本一体化培养电气类高级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探索与

实践

岑健、宋海鹰、周卫、王中生、施

金鸿、伍银波、庄志惠、胡光明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7
广东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专业群基于混合

所有制的校企双元协同育

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兰桂华、袁嫣、吴冬才、丁修平、

方勇华、朱惠、蒋彬、黄怡伟、徐

娅丹、龚勇（企业）、李春梅（企

业）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康业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深圳好顺佳财务

顾问集团

一等奖

18
广东科学技

术职业学院

产教科融合、五位一体

——IT类专业项目化教学

体系研究与实践

曾文权、姜建华、康玉忠、龙立功

、朱小平、段班祥、蒋小波、杨叶

芬、刘海、杨忠明、曾东海、程庆

华、刘晓林、成焕、王晓华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北京中软国际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19
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

服务数字创意产业人才培

养的高职“三师”教学创

新团队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桂元龙，潘琼、徐禹、伏波、冯晶

雅、孙海婴、廖永红、杨淳、古凌

岚、廖乃徵、严思遥、韩大勇、叶

军、白平、杨国强、姚嘉毅、张锡

莹、李尔尘、肖戈峰、刘诗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东方麦田工业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20
广东科学技

术职业学院

高职IT专业群“分类培养

、精准育人”的创新与实

践

张军、郑述招、苑占江、余君、曾

文权、杨忠明、卢宁、程庆华、姜

建华、伍健聪、陈宗仁、曾文英、

朱晓海(企)、党丹丹、梁爽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职教桥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

一等奖

21
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

高职思政课“多维矩阵”

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储水江、韩光道、蔡小葵、刘红卫

、高顺起、黄英霞、陈爱华、余展

洪、王浩、袁慎芝、黄志敏、赵庆

云、刘蕴莲、郭新志、张铖、江晓

红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2

广州涉外经

济职业技术

学院

共创百亿淘宝村“校村行

企”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

践

熊晓波、谢南斌、匡增意、吕玲、

郭海燕、王跃德、潘娉娉、陈茂、

温苑花、高文璇、潘一峰、张航、

黄红林、梁元贞、萧晓栩、黄晓结

、邓时安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大

源街道办事处、白云区大

源街大源村第十六经济合

作社、白云区大源街商会

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广

州市柏霖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大

源街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一等奖

23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厚德博技：中国特色高职

教育文化育人范式的探索

与实践

李先祥、汤恺、李元爱、饶晓明、

毛琼、刘锦鑫、刘晓顺、肖坤、王

亮、董国顺、黄萧萧、周捷信、吕

顺、张庆军、劳月恒、李鑫磊、李

云政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中国

墨子学会、佛山市顺德区

顺商发展研究会、广东万

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24
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的“四维创

新、多维赋能”卓越高职

教师培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龚盛昭、李荣、朱永闯、林思克、

陈杰生、石朝阳、徐梦漪、黄笑、

李仁衬、余娟、梁君、石磊、曾文

良、揭雪飞、周亮、杨铭、李华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天芝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广东环亚美容化妆

品博物馆

一等奖

25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基于分层能力定位的四年

制高职（本科层次）人才

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温希东、陈红、宋荣、侯志坚、郭

树军、周旭光、齐向阳、余菲、洪

建明、张磊、王寒栋、夏毓鹏、周

韵玲、姚卫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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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广东环境保

护工程职业

学院

“标准引领、体系支撑、

五维育人”的工业节能技

术专业群人才培养实践与

创新

齐水冰、李春丽、李可、卢东亮、

王逸飞、徐娟、陈龙、李连和、杨

帆、蔡东方、施丽华、朱俊睿、门

鹏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

院、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

公司

二等奖

42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

“三教”改革与实践

谢利娟、方长发、刘学军、丁智音

、叶雪、彭金根、淡亚妮、郁泓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3
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

“党建引领、五育五进”

会展专业群课程思政模式

构建与实践

李薇、万红珍、林丽青、司徒慧明

、陈海山、宋炜、伍建海、陆淑珍

、冼颖妍、伍剑琴、张成玉、许欣

、黄可、何逸翔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展创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44
广东岭南职

业技术学院

“递进式、工场化、实战

型”软件技术专业群专创

融合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

龚芳海、佘学文、李文彪、吴道君

、刘映群、陈景发、朱冠良、刘中

胜、韩东旭、崔婷、蔡钰莹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展云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45
肇庆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

“东西对接、联盟联考”

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路径创新与实践

汤之明、郑恒、李智高、张少华、

邹锦慧、张贵锋、马永超、沈曙红

、郭梦安、冯凯、李红月、郭雯雯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6
粤高职旅游

教指委

“岗课证赛融通”的酒店

管理专业数字化人才培养

研究与实践

饶雪梅、张萍、郭盛晖、陈洁丹、

冯克江、赵莹雪、莫裕生、王蕾蕾

、姜自凤、刘婧、王明景、余艳、

雷汝霞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7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环境分析、目标确立、

策略实施、评估调整”全

周期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实践

湛邵斌、李晓堂、郑伟亮、黄龙腾

、钟宇、尹海翔、唐高华、刘宁蒗

、陆连国、张氢、王建峰、刘磊、

魏伟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沁安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二等奖

48
粤高职新闻

传播教指委

“教育公平、需求导向、

机制保障”影视动画专业

教学资源库建设及教学改

革实践

张宁、汤琳晔、蒲蓓蕾、杨知君、

戴方明、王一、郑锦燕、李思瑶、

孙溪、李大千、惠征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市魅力动画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二等奖

49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两合两化”背景下国家

级税法课程生态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杨则文、黄玑、刘飞、杨柳、刘水

林、裴小妮、欧阳丽华、罗威、洪

钒嘉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0
广东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两融四化三贯通”高职

院校双创教育模式构建与

实践

刘桂芳、余国兴、郑木溪、陈翔、

曾艳英、刘喻、宁培淋、黄超文、

胡红玉、邱雪君、陈燕慧、黄宗辉

、王一帆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百年创盟有限公司、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二等奖

51
广东科贸职

业学院

“平台赋能、三化四维”

协同培养跨境电商创新型

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杜宏丽、艾于兰、查琳琳、曾元胜

、赵琼、刘鹏丽、李霞、陈贞、何

艳、牛瑞敏、黄顺丽、朱加宝、吴

航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深圳

市头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粤港澳跨境电商产教融

合联盟

二等奖

52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全链对接、跨界融合、

共生发展”的高职珠宝首

饰专业群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

王昶、袁军平、陈令霞、申柯娅、

李坤、杨井兰、骆美美、黄宇亨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3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深圳故事”融入新时代

高职思政课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王慧、陈永力、张艳红、谭翀、刘

静、房尚文、孙晓玲、蒋宗伟、张

莎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4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适产建群、适合岗位、

适配基地”的高水平专业

群适应性育人改革与实践

朱方来、杨开亮、孙晓莉、李正国

、朱小春、陈会军(企业)、于湛、

张亚琛、张凯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市汽车电子行业协会
二等奖

55
广州民航职

业技术学院

“书证照融通、教学训协

同”的飞机机电专业人才

培养机制改革与实践

田巨、薛建海、刘传生、刘艺涛、

王舰、李佳丽、刘熊、杨鹏、吴振

远、龚煜、刘超、高春瑾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6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数据智能驱动精准教学

”的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

实践

詹增荣、刘希、陈海山、郭长媛、

高静、余明辉、晏细兰、张廷政、

赖志飞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恒电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二等奖

57
广东科学技

术职业学院

“数字引领、智领未来、

对接产业”的专业数字化

升级改造的创新与实践

罗闻泉、朱小平、范旭东、陈华政

、何磊、周文琼、阜燕、代薇、许

振华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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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广东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双贯穿，两驱动，七维

度，一聚焦”构建高职内

部“四有”质量保证体系

陈力捷、李江林、余蔚荔、华群青

、聂晓、王巧巧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

术学校、北京希嘉创智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59
广东科学技

术职业学院

“双细分、双融合”的高

职电子商务专业校企双元

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

刘电威、徐文瑞、朱立伟、林海、

左锋、廖敏慧、郭慧、刘颖、邓奔

驰、向用德、丁立强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芜湖雷士照明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澳门全朋友有限

公司

二等奖

60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四名贯通，育训融合，

助力职教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餐饮类专业育人模

式创新与实践

刘毓、陈健、甘慕仪、刘金玉、陈

文海、陈咏淑、仲玉梅、董国顺、

谢宗福、高蓝洋、甘子超、李丽、

吴丽健、李娟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1
广东建设职

业技术学院

“学做融创”岭南建筑文

化传承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光辉、赵鹏飞、郭晓敏、盛玉雯

、邵成村、陈少卿、万晓梅、彭伟

柱、张卫军、林霞、董素梅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邵成村灰塑艺术有限

公司

二等奖

62
粤职教学管

理委

“以AI应用为核心”的高

职计算机公共课程“三教

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肖正兴、王铮钧、赵艳红、王廷、

吴继雁、江学锋、刘艳丽、周晓宏

、聂哲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3
粤高职农林

牧渔教指委

“铸魂强技、知行并进”

的畜牧兽医专业中高职衔

接人才培养改革研究与实

践

方心灵、姜文联、刘思伽、季艳菊

、林洁文、杜宗亮、黄爱芳、邱深

本、邓常新、张君、钟均宏、康艳

梅、刘国乾、李剑豪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惠州

工程职业学院、清远市龙

发种猪有限公司、广东省

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

所

二等奖

64
广东工贸职

业技术学院

《网页设计基础》“四融

、四新”的一流课程建设

创新实践

郭建东、黄培泉、方文超、孔宇彦

、王斌、孙露露、陈智龙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继元科技有

限公司

二等奖

65
广东技术师

范大学

标准引领、理实一体、情

境实现：环境设计专业职

教师资培养体系构建与实

践

吴健平、陈静敏、陈国兴、柯慧明

、陈超、周峻岭、曾丽娟、陈春娱

、王牧宇、常娜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二等奖

66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标准引领、线上线下、科

赛技证—高职电工技术与

实训课程教学的创新与实

践

陈素芳、阮友德、马昊旻、温希东

、李国超、刘振鹏、张仁醒、董雁

飞、林丹、陶梅、邓松、杜江、李

金强、张迎辉、胡叶容、穆连兵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中海

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二等奖

67
广州民航职

业技术学院

标准引领 能力为本 平台

支撑--高职民航通信技术

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侯春雨、刘志刚、王贵、李斯伟、

陈海涛、陈裕通、李卉、王伟雄、

梁有程、苏文俊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民航中南空管设备工程

（广州）有限公司

二等奖

68
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

创新团队、项目引领和科

研平台协同培养高职人才

的实践

黎彧、邹训重、邱文达、庄文柳、

游遨、赵娜、张泽敏、王汉道、薛

萍、冯安生、高虹、黄宾、郑荣辉

、江娟、周纯、廖延智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9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从IT到DT:契合湾区产业

升级的信管专业调整优化

及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谭旭、程东升、诸振家、孙洁、黄

锐军、花罡辰、陆模兴、陈一木、

项帅求、李春梅、王海涛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信息行业协会、腾

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甲骨文大学

二等奖

70
广东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支撑的高职“课堂

革命”改革与实践

王劲松、宁培淋、刘越琪、刘婷、

陈婧、吴思健、陈玲、管弦、王启

祥、肖心远、刘志娟、陈颖、沈凌

、林泽诚、曹喆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高等教

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二等奖

71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对接产业、聚焦能力、三

调三适，增强高职智能制

造类专业适应性的探索与

实践

胡建国、伍伟杰、杨亘、昂勤树、

王丽杨、许中明、王鸿博、杨小东

、宋玉宏、廖俊、牛俊英、乡碧云

、蔡泽凡、彭庆红、皮云云、丁红

珍、袁华、陆启光、陈学锋、曾宪

荣、罗永贤、杨万春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

二等奖

72
广东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对接职业标准，构建财贸

类专业岗、课、证、赛、

创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

实践

刘志娟、廖毅芳、陈伟芝、蔡善文

、刘如意、赵红英、李伊泠、王龙

、贺胜军、黎旭宏、唐国华、李旭

东、陈元、陈志方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拓点贸易有限公司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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