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校区 场地类型 地址 场地名称 所属实训基地 适用专业 工位数 管理院部
24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实训楼六层 实训楼608电脑14室 信息技术基地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物联网）（610208）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5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实训楼六层
实训楼602A苹果图形图像实
训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2） 80 艺术设计学院

26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六层 实训楼602B视觉影像工作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2） 60 艺术设计学院

27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十五层 综合楼1508文秘综合实训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现代文秘(590401) 60 艺术设计学院

28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三层 综合楼3楼教工饭堂接待厅 粤菜师傅基地
食品加工技术(590101)、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
(640105)、烹调工艺与营养(640202)

65 总务后勤部

29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三层 综合楼3楼教工接待餐厅 粤菜师傅基地
食品加工技术(590101)、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
(640105)、烹调工艺与营养(640202)

65 总务后勤部

30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四层 综合楼411美术室 园林与环境艺术设计基地
园林工程技术（园林规划设计）（540106）、风景园林设
计（540105）、园艺技术（510107）、环境艺术设计
（650111）、建筑工程技术（540301）

60 园林学院

31 白云校区 礼堂 综合楼四层 综合楼4楼学校礼堂 公共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技术(510205)、高职专科/市场营销
(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移动
商务(530703)等

600 党政办公室

32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09工商模拟实训室 工商管理实训基地
工商企业管理（630601）、连锁经营管理（630604）、物
流管理（630903）

60 管理学院

33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10电脑16室（管理信
息综合实训室）

工商管理实训基地
工商企业管理（630601）、连锁经营管理（630604）、物
流管理（630903）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34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11办公模拟实训室 工商管理实训基地
文秘（商务秘书）（670301）、文化创意与策划
（650401）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35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七层 综合楼702茶艺编演实训室 园艺与茶艺基地 茶艺与茶叶营销（茶叶鉴评与营销）（630704） 80 园林学院

36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七层 综合楼704茶艺实训室 园艺与茶艺基地 茶艺与茶叶营销（茶叶鉴评与营销）（630704） 80 园林学院

37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七层 综合楼705专业制图室2 园林与环境艺术设计基地
园林工程技术（园林规划设计）（540106）、风景园林设
计（540105）、园艺技术（510107）、茶艺与茶叶营销
（茶叶鉴评与营销）（630704）

60 园林学院

38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七层 综合楼706茶艺综合实训室 园艺与茶艺基地 茶艺与茶叶营销（茶叶鉴评与营销）（630704） 80 园林学院

3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二层 7号楼214 粤菜师傅基地
食品加工技术(590101)、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
(640105)、烹调工艺与营养(640202)

65 餐旅学院

4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二层 7号楼216 粤菜师傅基地
食品加工技术(590101)、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
(640105)、烹调工艺与营养(640202)

65 餐旅学院

41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二层 7号楼217 食品加工实训基地
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质量与安全(590103)、商检
技术(630603)

65 餐旅学院

4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二层 7号楼218咖啡茶调饮实训室 食品加工实训基地
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质量与安全(590103)、商检
技术(630603)

65 餐旅学院

4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二层 教学楼210录播室 公共实训基地 所有专业 12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44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二层 教学楼211电脑室 财务会计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与会计(530302) 12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45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二层 教学楼212电脑室 财务会计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与会计(530302)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46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二层 教学楼213电脑室 财务会计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与会计(530302)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



序号 校区 场地类型 地址 场地名称 所属实训基地 适用专业 工位数 管理院部

47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二层 实训楼211化学药品室 公共实训基地
商检技术（630603）、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生
物技术（5701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化妆品技
术（580106）等

100 食品生物学院

48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二层 实训楼212摄影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市场营销（630701）、电子商务（630801）、移动商务
（630802）、国际商务（630503）、计算机信息管理
（610203）

60 商贸学院

4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二层 实训楼214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公共
实训基地

商检技术（630603）、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生
物技术（5701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化妆品技
术（580106）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5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4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2)、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50104)、影视动画(660209)

65 艺术学院

51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01电脑室（WEB项目
开发）

信息技术基地
高职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
(510203)、高职专科/大数据技术(510205)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52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02电脑室（数据库开
发）

信息技术基地

高职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
(510203)、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
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
(510210)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53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03电脑室（网站开
发）

信息技术基地

高职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
(510203)、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
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
(510210)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54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04电脑室（电工） 信息技术基地

高职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
(510203)、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
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
(510210)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55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05电脑室（人工智
能）

嵌入式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
(510203)、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
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
(510210)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56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06电脑室（工业设
计）

信息技术基地

高职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
(510203)、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
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
(510210)

12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57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07电脑室 嵌入式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
(510203)、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
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
(510210)

12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58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二层
实训楼202动物营养与饲料分
析实训室

  动物营养与饲料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动物营养与饲料(410310)、高职专
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59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二层
实训楼201分子生物技术实训
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动物营养与饲料(410310)、高职专
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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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四层
实训楼406动物疫病诊断实训
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动物营养与饲料(410310)、高职专
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61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二层 8号楼218分子生物学实训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60 动物科技学院

6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二层 8号楼219动物病理实训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80 动物科技学院

6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二层
8号楼220动物病原体检测实
训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64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三层 8号楼318动物药理实训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65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三层
8号楼324畜牧环境卫生实训
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动物营养与饲料(410310)、高职专
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66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8号楼四层
8号楼402智慧牧医虚拟仿真
实训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67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五层
8号楼502畜牧兽医综合技能
实训室1

 动物科技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80 动物科技学院

68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五层
8号楼503畜牧兽医综合技能
实训室2

 动物科技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80 动物科技学院

6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五层 8号楼504动物生化实训室
 动物科技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80 动物科技学院

7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五层 8号楼天平室
 动物科技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40 动物科技学院

71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动物医院一层 动物医院动物医院  动物医学实训基地
动物医学（510302）、畜牧兽医（510301）、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120 动物科技学院

72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动物医院一层 动物医院宠物养护中心  动物医学实训基地 动物医学（510302）、畜牧兽医（510301） 120 动物科技学院

7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五层
8号楼507精密仪器分析实训
室

 动物营养与饲料实训基地 茶艺与茶叶营销(630704) 80 动物科技学院

74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五层
8号楼508动物营养与饲料分
析实训室

 动物营养与饲料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动物营养与饲料(410310)、高职专
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75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五层
8号楼505水生生物基础实训
室

 水产养殖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动物营养与饲料(410310)、高职专
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7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四层 综合楼401电子工艺实训室
“云智物大”一体化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80 信息学院

77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四层
综合楼402WEB前端开发实训
室

“云智物大”一体化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80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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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四层
综合楼403WEB应用开发实训
室

“云智物大”一体化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80 信息学院

7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四层 综合楼404电工考证实训室
“云智物大”一体化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80 信息学院

8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四层 综合楼405无人机应用实训室
“云智物大”一体化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80 信息学院

81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四层 综合楼406无人机综合实训室
“云智物大”一体化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80 信息学院

8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四层 综合楼407嵌入式技术实训室
“云智物大”一体化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120 信息学院

83 清远校区 其他 综合楼五层 综合楼508信息学院中心机房
“云智物大”一体化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60 信息学院

84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一层 5号楼101VR实训室 VR虚拟现实创作基地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2)、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50104)、影视动画(660209)

120 艺术设计学院

85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四层 6号楼402财富管理实训室 财富管理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与会计(530302) 80 管理学院

8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六层 教学楼603茶艺实训室 茶艺实训基地 茶艺与茶叶营销(630704) 120 餐旅学院

87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六层 教学楼604茶叶鉴评实训室 茶艺实训基地 茶艺与茶叶营销(630704) 120 餐旅学院

88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二层
实训楼207动物生理解剖实训
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动物营养与饲料(410310)、高职专
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科科技学院

8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一层 8号楼107宠物美容实训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饲料与动物
营养（510308）

60 动物科技学院

9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一层 8号楼108宠物饲养实训室 畜牧兽医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饲料与动物
营养（510308）

80 动物科技学院

91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六层 综合楼613软件技术工作室 大数据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计算机网
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510203)、高职专
科/大数据技术(510205)

15 信息学院

9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学校食堂一层
一饭堂1楼孵化基地大学生创
新创业基地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30 信息学院

9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二层 8号楼221显微互动实训室
动物科技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80 动物科技学院

94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8号楼二层
8号楼226动物解剖生理实训
室

动物科技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80 动物科技学院

95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2动物多功能实训室 动物医学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动物医学(4103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高职专科/动物营养与饲料(410310)、高职专
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

80 动物科技学院

96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四层 6号楼403理实一体化实训室 工商企业管理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商企业管理(530601)、高职专科/连锁经营与
管理(530602)、高职专科/现代物流管理(530802)

60 管理学院

97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四层
6号楼407工商企业管理仿真
实训室

工商企业管理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商企业管理(530601)、高职专科/连锁经营与
管理(530602)、高职专科/现代物流管理(530802)

80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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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六层
综合楼607工业机器人技术实
训室

工业机器人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10 信息学院

9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负一层
综合楼负1楼GSK工业机器人
应用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物联网应
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100 信息学院

100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一层
综合楼105工业机器人综合实
训室

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物联网应
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120 信息学院

101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四层 实训楼408化妆品制备实验室 化妆品制备技术实训基地 化妆品技术（580106）、商检技术（630603） 65 食品生物学院

10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一层
6号楼101建筑材料装饰及施
工工艺综合实训室

环艺、建工专业实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5 园林学院

10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一层
6号楼102施工技术综合实训
室

环艺、建工专业实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5 园林学院

104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五层
6号楼506园林模型与沙盘制
作实训室

环艺、园林专业实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80 园林学院

105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三层
6号楼325财务大数据分析实
训室

会计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与会计(530302) 100 会计学院

106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5号楼一层 5号楼104电脑室 计算机公共实训基地
视觉传达设计(550102)、数字媒体艺术设计(550103)、文
化创意与策划(550401)、影视动画(560206)、现代文秘
(590401)等

65 艺术设计学院

107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5号楼一层 5号楼105电脑室 计算机公共实训基地
视觉传达设计(550102)、数字媒体艺术设计(550103)、文
化创意与策划(550401)、影视动画(560206)、现代文秘
(590401)等

65 艺术设计学院

108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5号楼一层 5号楼106电脑室 计算机公共实训基地
视觉传达设计(550102)、数字媒体艺术设计(550103)、文
化创意与策划(550401)、影视动画(560206)、现代文秘
(590401)等

65 艺术设计学院

109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5号楼一层 5号楼107电脑室 计算机公共实训基地
视觉传达设计(550102)、数字媒体艺术设计(550103)、文
化创意与策划(550401)、影视动画(560206)、现代文秘
(590401)等

65 艺术设计学院

110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5号楼一层 5号楼108电脑室 计算机公共实训基地
视觉传达设计(550102)、数字媒体艺术设计(550103)、文
化创意与策划(550401)、影视动画(560206)、现代文秘
(590401)等

65 艺术设计学院

111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六层
综合楼609计算机网络技术实
训室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计算机网
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510203)、高职专
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30 信息学院

112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二层 6号楼226BIM实训室 建工、环艺专业实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2 园林学院

11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2建筑工程结构检测
实训室

建工、环艺专业实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5 园林学院

114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四层 6号楼404金融实务实训室 金融服务与管理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商企业管理(530601)、高职专科/连锁经营与
管理(530602)、高职专科/现代物流管理(530802)

65 管理学院

115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学校食堂四层
二饭堂405酒店及旅游物理沙
盘实训室

酒店及旅游物理沙盘实训
基地

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640105)、烹调工艺与营养
(640202)

65 餐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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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继续教育培训楼
一层

继续教育培训楼102-116客房
服务与管理实训基地

客房服务与管理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旅游管理(540101)、高职专科/酒店管理与数字
化运营(540106)

65 餐旅学院

117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一层
6号楼109智慧零售数据可视
化分析实训室

连锁经营管理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商企业管理(530601)、高职专科/连锁经营与
管理(530602)

65 管理学院

118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二层
教学楼214企业管理数智化实
训室

连锁经营管理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商企业管理(530601)、高职专科/连锁经营与
管理(530602)

65 管理学院

11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一层 7号楼101茶叶加工实训室 岭南茶文化教学实践基地 茶艺与茶叶营销(630704) 60 餐旅学院

12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学校食堂四层 二饭堂4楼烘焙实训室
烹饪工艺与营养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120 餐旅学院

121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学校食堂五层
二饭堂508雕刻实训室（西餐
实训室）

烹饪工艺与营养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60 餐旅学院

122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学校食堂二层 学校食堂2楼烹调实训室 烹调实训实验基地
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酒店管理(640105)、烹调工艺与
营养(640202)

80 餐旅学院

123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三层
综合楼3楼烹调工艺与营养综
合实训室

烹调实训实验基地
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酒店管理(640105)、烹调工艺与
营养(640202)

50 餐旅学院

124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继续教育培训楼
一层

继续教育培训楼1楼大堂客房
服务与管理实训基地

前厅服务与管理实训基地
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640105)、烹调工艺与营养
(640202)

50 餐旅学院

125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六层 实训楼609电子综合实训室 嵌入式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物联网应
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
高职专科/软件技术(510203)、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
(510210)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26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六层 综合楼612嵌入式工作室 嵌入式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30 信息学院

127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六层 综合楼614软件技术工作室 软件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计算机网
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510203)、高职专
科/大数据技术(510205)

15 信息学院

128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二层
实训楼206农产品检验实验室
II(微生物检验)

商检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
量与安全(49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

65 食品生物学院

129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二层
实训楼204B农产品检验实验
室

商检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
量与安全(49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

65 食品生物学院

130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4精密仪器2室（大
型仪器分析室）

商检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
量与安全(49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

65 食品生物学院

131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5化学综合实训室 商检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
量与安全(49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

65 食品生物学院

132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7-308商品检验实训
室(食品检测中心)

商检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
科/化妆品技术(48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量与安全
(490102)

120 食品生物学院

133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A2宿舍1楼一层
A2学生公寓101跨境电商综合
实训室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与会计(530302) 65 外语学院

134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二层
教学楼208商务英语综合实训
1室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与会计(530302) 65 外语学院

7



序号 校区 场地类型 地址 场地名称 所属实训基地 适用专业 工位数 管理院部

135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四层
教学楼410商务英语综合实训
2室（农产品营销模拟）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英语(570201)、高职专科/应用英语
(570202)

65 外语学院

136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9英语语言实训1室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英语(570201)、高职专科/应用英语
(570202)、高职专科/跨境电子商务(530702)

65 外语学院

137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10英语语言实训2室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英语(570201)、高职专科/应用英语
(570202)、高职专科/跨境电子商务(530702)

60 外语学院

138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六层 教学楼607英语语言实训3室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英语(570201)、高职专科/应用英语
(570202)

60 外语学院

139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四层 实训楼402会展综合实训室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英语(570201)、高职专科/应用英语
(570202)

60 外语学院

140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实训楼五层
实训楼504电脑9室（软件开
发实训室）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英语(570201)、高职专科/应用英语
(570202)、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41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实训楼五层
实训楼505电脑3室（二维动
漫实训室）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商务英语
(570201)、高职专科/应用英语(570202)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42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实训楼五层
实训楼508电脑5室（软件开
发实训室）

商务英语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英语(570201)、高职专科/应用英语
(570202)、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43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2栋实训楼一层 2号楼1楼实训商城 商务与贸易基地
市场营销（630701）、电子商务（630801）、移动商务
（630802）、国际商务（630503）

60 商贸学院

144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2栋实训楼四层
2号楼409中小企业会计实训
室（会计协会）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高职专科/国际
商务(530502)

60 商贸学院

145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2栋实训楼四层 2号楼410电子商务实训中心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高职专科/国际
商务(530502)

55 商贸学院

146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2栋实训楼四层 2号楼412农经商综合实训室1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

50 商贸学院

147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四层 2号楼413农经商综合实训室2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 20 商贸学院

148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四层 2号楼414实训准备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国际商务
(530502)

20 商贸学院

149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四层 2号楼415农经商综合实训室2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 48 商贸学院

150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9栋实训楼三层
9号楼301电脑5室（商务实训
商场）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51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9栋实训楼三层 9号楼302电脑1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大数据技术
(510205)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52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三层 9号楼303实训准备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市场营销（630701）、电子商务（630801）、移动商务
（630802）、国际商务（630503）、计算机信息管理
（610203）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53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9栋实训楼三层
9号楼304电脑2室（市场营
销）

商务与贸易基地
市场营销（630701）、电子商务（630801）、移动商务
（630802）、国际商务（630503）、计算机信息管理
（610203）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54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9栋实训楼三层
9号楼306电脑3室（电子商
务）

商务与贸易基地
电子商务（630801）、移动商务（630802）、计算机信息
管理（610203）

62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55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9栋实训楼三层
9号楼307电脑4室（国际商
务）

商务与贸易基地 国际商务（630503）、计算机信息管理（610203）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56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9栋实训楼四层 9号楼401头脑风暴训练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高职专科/国际
商务(530502)

65 商贸学院

8



序号 校区 场地类型 地址 场地名称 所属实训基地 适用专业 工位数 管理院部

157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9栋实训楼四层 9号楼402商务沙盘实训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高职专科/国际
商务(530502)

65 商贸学院

158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二层
教学楼200策划实训室（农产
品营销服务公司）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59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二层 教学楼201商务摄影实训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
(530703)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60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二层
教学楼205模拟银行（农村金
融业务实训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61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三层
教学楼301-302农产品市场调
查与分析实训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

120 商贸学院

162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三层
教学楼304网络中心机房（网
络技术实践教学基地）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国际商务(530502)、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跨境电子商务(530702)、高职专科/
移动商务(530703)

48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63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三层 教学楼306名师工作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国际商务(530502) 20 商贸学院

164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三层 教学楼307名师工作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 20 商贸学院

165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四层 教学楼403商务语言实训室1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国际商务(530502) 60 商贸学院

166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3商务语言实训室2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国际商务(530502) 60 商贸学院

167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七层
教学楼701农产品商务贸易实
训室(商务综合)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高职专科/国际
商务(530502)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68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七层
教学楼704农产品期货交易实
训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国际商务(530502)、高职专科/市场营销
(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移动
商务(530703)

8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69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七层
教学楼705外贸单证与函电实
训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国际商务(530502) 30 商贸学院

170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七层 教学楼706商务谈判实训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国际商务(530502) 30 商贸学院

171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七层 教学楼707报关仿真实训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国际商务(530502)、高职专科/市场营销
(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跨境
电子商务(530702)、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

30 商贸学院

172 天河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八层
教学楼801礼仪实训室（办公
模拟实训室II）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高职专科/国际
商务(530502)

65 商贸学院

173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实训楼五层
实训楼509电脑6室（农产品
电子商务实训室Ⅲ）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技术(510205)、高职专科/市场营销
(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移动
商务(530703)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74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实训楼五层
实训楼507A电脑4室（农产品
电子商务实训室Ⅰ）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技术(510205)、高职专科/市场营销
(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移动
商务(530703)

64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75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实训楼六层
实训楼603电脑7室（外贸综
合实训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
(530703)、高职专科/大数据技术(510205)

5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176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四层 实训楼405生化分离实训室 生物技术实践基地

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
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
职专科/药品生物技术(470102)、高职专科/化妆品技术
(480101)

60 食品生物学院

177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三层
综合楼3楼酒类品鉴与营销实
训室

生物技术实践基地

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
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
职专科/药品生物技术(470102)、高职专科/化妆品技术
(480101)

80 食品生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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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五层 7号楼508创新创业实训室 生物技术实践基地
商检技术（630603）、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生
物技术（5701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化妆品技
术（580106）

60 食品生物学院

179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1发酵中试实验室 生物技术应用基地

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
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
职专科/药品生物技术(470102)、高职专科/化妆品技术
(480101)

80 食品生物学院

180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4农产品酿造实训室 生物技术应用基地

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
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
职专科/药品生物技术(470102)、高职专科/化妆品技术
(480101)

80 食品生物学院

181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五层 实训楼502B药剂实训室 生物技术应用基地 药品生物技术（570103） 65 食品生物学院

182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5农产品加工实训室
2(工艺与包装)

食品加工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
量与安全(49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

80 餐旅学院

183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6农产品加工实训室
3(肉类与焙烤)

食品加工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
量与安全(49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

80 餐旅学院

184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3A农产品加工实训
室1(果蔬与贮藏)

食品加工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
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量与安全(490102)、
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80 餐旅学院

185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一层
7号楼106岭南特色农产品加
工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
科/化妆品技术(480101)

65 食品生物学院

18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一层 7号楼107生物发酵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

65 食品生物学院

187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一层 7号楼108药物制剂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

65 食品生物学院

188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一层 7号楼109生理药理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
科/化妆品技术(48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量与安全
(490102)

65 食品生物学院

18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三层
7号楼315酒类品鉴和感观检
验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
科/化妆品技术(48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量与安全
(490102)

65 食品生物学院

19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三层
7号楼316化妆（美容、礼
仪）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
科/化妆品技术(48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量与安全
(490102)

80 食品生物学院

191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7号楼三层
7号楼324电脑室（仿真实训
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高职专科/分析检验技术(470208)、高职专
科/化妆品技术(480101)、高职专科/食品质量与安全
(490102)

80 食品生物学院

10



序号 校区 场地类型 地址 场地名称 所属实训基地 适用专业 工位数 管理院部

19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四层
7号楼401快速检测和功能性
材料应用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商检技术（630603）、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生
物技术（5701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化妆品技
术（580106）

65 食品生物学院

19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四层 7号楼402色谱和质谱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商检技术（630603）、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生
物技术（5701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化妆品技
术（580106）

65 食品生物学院

194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四层 7号楼403光谱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商检技术（630603）、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生
物技术（5701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化妆品技
术（580106）

120 食品生物学院

195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四层 7号楼404理化检验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商检技术（630603）、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生
物技术（5701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化妆品技
术（580106）

120 食品生物学院

19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四层 7号楼405检验前处理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商检技术（630603）、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生
物技术（5701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化妆品技
术（580106）

65 食品生物学院

197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四层 7号楼406微生物检验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商检技术（630603）、食品加工技术（590101）、食品生
物技术（5701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化妆品技
术（580106）

80 食品生物学院

198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五层
7号楼501中药传统技能实训
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术(470102) 65 食品生物学院

19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五层 7号楼502生化分离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

65 食品生物学院

20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五层 7号楼503细胞与分子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

65 食品生物学院

201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五层
7号楼506药品化妆品检验实
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术(470102)、高职专科/化妆品技术
(480101)

65 食品生物学院

20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五层 7号楼507化妆品配制实训室
食品生物学院公共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化妆品技术(480101) 120 食品生物学院

20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一层 5号楼103苹果电脑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5 艺术设计学院

204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二层 5号楼212数字媒体工作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5 艺术设计学院

205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二层 5号楼215视觉设计工作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5 艺术设计学院

20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二层 5号楼216影视动画工作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5 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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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1电脑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08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2电脑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09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3电脑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10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4电脑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11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5电脑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12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6电脑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0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13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8电脑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文化创意与策划(550401)、
高职专科/影视动画(560206)、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

67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14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一层 5号楼102短视频实训室 视频创意实训基地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2)、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50104)、影视动画(660209)

80 艺术设计学院

215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二层 5号楼217摄影棚 数字媒体技术基地 影视动画（660209） 65 艺术设计学院

21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二层 5号楼218摄影棚 数字媒体技术基地 影视动画（660209） 65 艺术设计学院

217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五层 5号楼501雕塑室 数字媒体技术基地 影视动画（660209） 60 艺术设计学院

218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五层 5号楼502画室 数字媒体技术基地 影视动画（660209） 80 艺术设计学院

21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五层 5号楼503画室 数字媒体技术基地 影视动画（660209） 65 艺术设计学院

22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五层 5号楼504直播间 数字媒体技术基地 影视动画（660209） 60 艺术设计学院

221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五层 5号楼505文化创意实训室 数字媒体技术基地 影视动画（660209） 70 艺术设计学院

22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5号楼五层 5号楼506形像礼仪实训室 数字媒体技术基地 影视动画（660209） 80 艺术设计学院

22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学校食堂四层 二饭堂406数字文旅实训室 数字文旅实训基地 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640105) 65 餐旅学院

224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动物医院一层
动物医院循环水养殖实验基
地

水产养殖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

60 动物科技学院

225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四层 实训楼401水产养殖实训室 水产养殖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水产养殖技术(410401)、高职专科/畜牧兽医
(410303)

60 动物科技学院

22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七层 教学楼701思政教育馆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基
地

适合所有专业 2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27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六层 综合楼610物联网技术工作室 物联网应用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40 信息学院

228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南校门一层 南校门一里驿站 物流管理实训基地 物流管理(630903) 20 管理学院

22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一层 6号楼107运输与配送实训室 现代物流管理实训基地 物业管理(540703) 80 管理学院

23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一层 6号楼108物流综合实训室 现代物流管理实训基地 物业管理(540703) 60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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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四层
6号楼405物流虚拟仿真实训
室

现代物流管理实训基地 物业管理(540703) 80 管理学院

23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五层 6号楼502智慧物流实训中心 现代物流管理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现代物流管理(530802)、高职专科/工商企业管
理(530601)、高职专科/连锁经营与管理(530602)

80 管理学院

23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三层
6号楼318物业制图识图实训
一体化实训室

现代物业实训基地 物业管理(540703) 62 管理学院

234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三层 综合楼319电脑室 信息技术基地 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软件技术(610205) 60 信息学院

235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三层
综合楼321web前端开发实训
室

信息技术基地 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软件技术(610205) 80 信息学院

236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三层 综合楼322大数据应用实训室 信息技术基地 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软件技术(610205) 80 信息学院

237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综合楼六层 综合楼608电脑室 信息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软件技术
(510203)、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
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
(510210)

60 信息学院

238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六层 综合楼611电工考证实训室 信息自动化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
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60 信息学院

23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一层 7号楼102
营养品开发与评价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65 餐旅学院

24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一层 7号楼103食品加工实训室
营养品开发与评价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65 餐旅学院

241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一层 7号楼104运动营养实训室
营养品开发与评价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65 餐旅学院

24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一层 7号楼105微生物实训室
营养品开发与评价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120 餐旅学院

24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二层 7号楼215食材分析中心
营养品开发与评价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120 餐旅学院

244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教学楼五层
教学楼507电脑室（营养配餐
虚拟仿真实训室）

营养品开发与评价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65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

245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图书馆二层 图书馆2楼美术室 园林、环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
计(440105)、高职专科/环境艺术设计(550106)、高职专
科/园艺技术(410105)

50 园林学院

246 白云校区 实训电脑室 图书馆五层
图书馆503园林规划设计工作
室（美丽乡村规划虚拟仿真
实训室）

园林、环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
计(440105)、高职专科/环境艺术设计(550106)、高职专
科/园艺技术(410105)

65 园林学院

247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图书馆五层 图书馆504制图室 园林、环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
计(440105)、高职专科/环境艺术设计(550106)、高职专
科/园艺技术(410105)

120 园林学院

248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二层
6号楼218设计与制图教学终
端实训室

园林、建工、环艺专业实
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5 园林学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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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五层 6号楼503制图室
园林、建工、环艺专业实
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5 园林学院

25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五层
6号楼504设计与制图教学终
端实训室

园林、建工、环艺专业实
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5 园林学院

251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五层 6号楼507制图室
园林、建工、环艺专业实
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5 园林学院

252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9花艺设计室 园林、园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高职专科/
环境艺术设计(550106)

80 园林学院

25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一层
6号楼104园林学院公共实训
室

园林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园艺技术(510107)、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
术(540106)、建筑工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
(650111)

100 园林学院

254 清远校区 实训电脑室 6号楼五层 6号楼505电脑室 园林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园艺技术(510107)、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
术(540106)、建筑工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
(650111)

65 园林学院

255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3组培室实训室准备
室

园林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 80 园林学院

25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2美术室 园林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80 园林学院

257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6园林设计制图实训
室

园林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80 园林学院

258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7园林设计制图实训
室

园林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80 园林学院

25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四层 实训楼407美术室 园林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环境艺术设计(550106) 120 园林学院

260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七层 综合楼703专业制图室1 园林与环境艺术设计基地
园林工程技术（园林规划设计）（540106）、风景园林设
计（540105）、园艺技术（510107）、茶艺与茶叶营销
（茶叶鉴评与营销）（630704）

70 园林学院

261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校内实训 园艺园林公共实训中心 园林专业实训基地
园林工程技术（园林规划设计）（540106）、风景园林设
计（540105）、园艺技术（510107）、茶艺与茶叶营销
（茶叶鉴评与营销）（630704）

300 园林学院

26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二层 实训楼201园林测量实训室 园林专业实训基地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筑工
程技术(540301)、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5 园林学院

26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二层 6号楼225花艺设计室
园艺、园林、茶艺专业实
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65 园林学院

264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东校门一层 东校门温室大棚 园艺技术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2940 园林学院

265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教学楼一层 教学楼东侧盆景园 园艺技术与园林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60 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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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1植物组培室 园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100 园林学院

267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2植物栽培室 园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80 园林学院

268 白云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三层 实训楼303植物栽培准备室 园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60 园林学院

269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一层 6号楼105植物组织培养室 园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80 园林学院

270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6号楼二层 6号楼219植保实训室 园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80 园林学院

271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1植物学实训室 园艺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园艺技术(410105)、高职专科/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高职专科/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120 园林学院

27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学校食堂五层 二饭堂517基本功实训室 粤菜师傅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50 餐旅学院

27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学校食堂五层 二饭堂5楼中烹实训室 粤菜师傅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智能加工技术(490101)、高职专科/食品营
养与健康(490103)、高职专科/烹饪工艺与营养(540202)

120 餐旅学院

274 天河校区 实训电脑室 9栋实训楼四层 9号楼405电脑室 商务与贸易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移动商务(530703)、高职专科/国际
商务(530502)

80 商贸学院

275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7号楼五层
7号楼5楼储物间1食用菌栽培
室

生物技术应用基地
高职专科/食品生物技术(470101)、高职专科/药品生物技
术(470102)

20 食品生物学院

276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学校食堂二层
一饭堂220化妆品创业及营销
实训室

时尚美妆实训基地 化妆品技术（580106） 60 餐旅学院

277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负一层
综合楼负1楼长陆自动化产线
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物联网应
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

150 信息学院

278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南校门一层
南校门综合养殖实训教育场
所

畜牧兽医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200 动物科技学院

279 凤凰校区 实践场所 凤凰校区综合楼 凤凰校区综合楼 凤凰校区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物流管理（630903）、市场营销
（630701）

980
动物科技学院、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食品与生物学院

280 凤凰校区 实践场所
凤凰校区实训楼
③（测定中心A
栋）

凤凰校区实训楼③（测定中
心A栋）

凤凰校区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物流管理（630903）、市场营销
（630701）

240
动物科技学院、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食品与生物学院
、餐旅学院

281 凤凰校区 实践场所
凤凰校区实训楼
④（测定中心B
栋）

凤凰校区实训楼④（测定中
心B栋）

凤凰校区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物流管理（630903）、市场营销
（630701）

180
动物科技学院、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食品与生物学院
、餐旅学院

282 凤凰校区 实践场所
凤凰校区实训楼
⑤（测定中心C
栋）

凤凰校区实训楼⑤（测定中
心C栋）

凤凰校区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物流管理（630903）、市场营销
（630701）

180
动物科技学院、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食品与生物学院
、餐旅学院

283 凤凰校区 实践场所
凤凰校区实训楼
②（测定中心综
合楼）

凤凰校区实训楼②（测定中
心综合楼）

凤凰校区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物流管理（630903）、市场营销
（630701）

240
动物科技学院、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食品与生物学院
、餐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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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凤凰校区 实践场所
凤凰校区孵化实
训场

凤凰校区孵化实训场 凤凰校区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物流管理（630903）、市场营销
（630701）

2500
动物科技学院、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食品与生物学院

285 凤凰校区 实践场所
凤凰校区实训楼
①（鸡苗发苗
间）

凤凰校区实训楼①（鸡苗发
苗间）

凤凰校区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物流管理（630903）、市场营销
（630701）

180
动物科技学院、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食品与生物学院
、餐旅学院

286 凤凰校区 实践场所
凤凰校区市场营
销实操室

凤凰校区市场营销实操室 凤凰校区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物流管理（630903）、市场营销
（630701）

60
动物科技学院、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食品与生物学院

288 清远龙发 实践场所
清远龙发养殖实
训基地

清远龙发养殖实训基地 综合养殖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饲料与动物
营养（510312）

300 动物科技学院

289 增城正果 实践场所
家禽养殖实训基
地

家禽养殖实训基地 综合养殖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12）

300 动物科技学院

290 增城正果 实践场所 其他实训用房 其他实训用房 综合养殖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12）

120 动物科技学院

291 增城正果 实践场所 鱼塘 鱼塘 综合养殖实训基地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水产养殖技
术（510401）、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12）

480 动物科技学院

292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综合楼一层 综合楼104室 思政教育实训基地 适用所有专业 6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3 清远校区 实践场所 实训楼一层 实训楼104室 思政教育实训基地 适用所有专业 6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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