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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文件

粤科贸院发 (2020〕 74号

关于下达学校 ⒛⒛ 年度校级

科研 (教改 )项目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 《关于申报学校⒛⒛年度校级科研 (教 改)项 目的

通知》的有关要求,学校组织了⒛20年度校级科研与教改项

目评审工作,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和全校公示,决定

下达 71个项目(详见附件 )。 请各项目组按计划组织实施研

究,按时按质完成研究任务。

附件:学校⒛⒛年度校级科研 (教 改)项 目立项名单



学校2020年度校级科研（教改）项目拟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部门 参与人员

（一）重点科研项目

1.应用研究重大项目

GDKM2020-1 粤港澳大湾区“产教+双创”融合发展研究 赵琼 商贸与外语学院 费水蓉、艾于兰、赵春燕、苏勤

GDKM2020-2
大数据视角下新媒体技术对高职扩招后涉农技能
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研究

王悦 商贸与外语学院
张雷、杜宏丽、艾于兰、赵琼、查晓雯

2.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  

GDKM2020-3 神经干细胞治疗脊髓损伤犬的试验研究 陈晓丽 动物科技学院 
刘思伽、邱深本、张君、王亚欣、康艳梅
、张欣、叶春欣、张莹、黄琦雯、李惠珍

GDKM2020-4 基于混池法的十字花科蔬菜维管组织多组学分析 林薇 园林园艺学院 朱庆竖、谭卫萍、王慧蕾、周立成

GDKM2020-5 动物标本制作研究 张莹 动物科技学院 张君、黄爱芳、刘国乾

3.特色创新类项目

GDKM2020-6
荔枝矮化盘扎密植丰产技术的研究 —以糯米滋为

例
乔红 园林园艺学院 

朱庆竖、谭卫萍、王慧蕾、周厚高、周益

平、李莎、陈勇、麦焕新

GDKM2020-7 每日果蔬汁研发及其抗氧化活性研究  顾龙建 餐旅学院
程学勋、周育媛、谢婧、  吴巨贤、赵玲
华、李咏梅、万娟

GDKM2020-8 辣木种子主要成分的抗氧化与抗菌活性研究 陈蕤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
院

续倩、朱华、谢文敏

GDKM2020-9 水飞蓟素对于犬急性肝损伤修复的研究  张君 动物科技学院 
王亚欣、刘思伽、阮国安、邱深本、张欣
、陈晓丽、张莹、叶春欣、黄琦雯、李惠

珍、戴志亮

GDKM2020-10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众包翻译作用机制研  究——

以中国防疫志愿者翻译项目为例
赵惠 商贸与外语学院 陈贞、查琳琳、李莹、刘嘉定、孟骏 

GDKM2020-11
岭南文化价值和文化生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 —

以岭南祠堂文化研究为中心
陈若蕾 人文艺术学院

陈徐佳、汪德宁、朱郁文、吴萌琼、闫韵
云、唐昕怡、李艳、穆静、游晴林、王秀
华、吴顺民、谢强、何瑛

GDKM2020-12
基于1+X证书制度下高职物流管理专业课证融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杨倩 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忠和、黎红、陈御钗、傅冬兰、吴文贞

GDKM2020-13 桑芽菜系列产品研发 姚莉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
院

刘智钧、黄敏、邸维、李淑红、黄龙泉、
刘咏仪、杨群华、郑环宇

GDKM2020-14
高职扩招背景下基于生源多样化的电子商务

专业“校企双元”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霞 商贸与外语学院

艾于兰、陈方昕、武峰、张盈、刘智雄、
刘文静、董小丹、冯丽、黄洁雅、朱海霞

、叶敏、余娟娟、黄兴朋 

GDKM2020-15 在线教学网络卡顿环境下的云服务解决方案研 涂传唐 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汪海涛、乔俊峰、王翔、黄世旭

（二）重点委托教改项目

GDKM2020-16
高职物流管理“1+X”证书制度试点培训考核工
作的路径与策略探究

吴忠和 经济管理学院
刘慧苹、杨倩、傅冬兰、黎  红、陈御钗
、梁敏茹、孙德远

GDKM2020-17
高职扩招后教学管理实践与探索 ----以广东科贸

职业学院为例
孙洪凤 教务处  

关善勇、吕玉颜、高明亮、王琼英、林浩

浩、何晓琳、潘启尚

GDKM2020-18
Web前端开发“1+X”证书制度试点培训考核工作
的路径与策略探究

孙继红 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钱英军、戴宏明、王磊、张雷、何受倩、
曾昊、杨柯

（三）竞争性教改项目

1.青年教改项目

GDKM2020-19
职业技能大赛驱动下高职工业机器人专业的发展

与实践-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李光 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尹景云、卢勇、钱英军、汪海涛、邓海君

GDKM2020-20
“1+X证书”制度背景下高职酒店管理专业 “课-
岗-证-赛”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广东

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贺园 餐旅学院
孙伶俐、香嘉豪、孙润艳、吴巨贤、艾嗣
鹏、杨小艳、庞莉华

GDKM2020-21
中高对接下轮训课程联合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

以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为例
周育媛 餐旅学院 

程学勋、吴巨贤、陆璃、谢婧、廖新有、
刘贻武、刘悦、李咏梅、顾龙建、赵玲华

、林炜婷、曾环旭、杨立权

GDKM2020-22
探索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  TCHM 模

式发展路径研究
杨小艳 餐旅学院 王风刚、孙润艳、孙伶俐、邱丽丽、王涛 

GDKM2020-23
基于线上线下平台的高职混合式教学实践与研究
——以《工程力学》课程为例

尹景云 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卢勇、李光、邓海君、汪海涛、钱英军 

GDKM2020-24
基于“1234”模式的会展英语课程设计与教学实
践研究—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罗明清 商贸与外语学院
杜宏丽、张琼玉、郭云香、唐怡欣、查琳
琳、吕筱琼、王彤、陈春媚

GDKM2020-25
信息化视角下高职院校线上学习教务管理的优化
对策与创新思考    

高明亮 教务处  
吕玉颜、王琼英、谢嘉辉、何晓琳、吴佩
如、关善勇

GDKM2020-26
基于SPOC+PBL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配合饲料生产
》课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陈明霞 动物科技学院 方心灵、刘贤旭、毕雪、张银芝

GDKM2020-27
“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
的困境与突围 

谷摧摧 商贸与外语学院
周曦、党立刚、张孟、高燕林、郑军锋、
李广洋

GDKM2020-28
基于社会机构合作办学下学籍管理创新模式探究
-以GDKM为例

王琼英 教务处
高明亮、谢嘉辉、潘启尚、何晓琳、关善
勇

GDKM2020-29
虚拟仿真结合PBL教学法在微生物实践教学中的
应用探究

刘佳凡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
院

李欣、姚莉、邸维、邹琴、黄百祺、朱华
、张小辉

GDKM2020-30
基于多元化模式的数据库课程教学方法探索与改
革

刘文静 商贸与外语学院
武峰、陈方昕、叶敏、李霞、王洁、董小
丹、冯丽

GDKM2020-31 OBE理念下云端教学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 冯丽 商贸与外语学院
武峰、张盈、陈方昕、李霞、刘智雄、朱
海霞、高裕恒、黄洁雅、刘文静

GDKM2020-32
基于跨境电商背景下国际商务专业教学改革的实

践研究
林嘉琪 商贸与外语学院

查晓雯、吴丽文、王悦、陈黎运、杨庆、

郭铁军

GDKM2020-33
“三维式”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的  “嵌入型”
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广东科贸移动电子商

务专业为例

周慧 商贸与外语学院
艾于兰、张盈、武峰、叶敏

黄洁雅、余娟娟、黄兴朋、黄华聪

GDKM2020-34 基于BOPPPS模型的高职应用型语音教学改革研究 郭云香 商贸与外语学院 罗明清、朱学宁、蔡钰婷

GDKM2020-35
产教融合背景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体育教学改
革研究 

邵慧丽 体育部 陈志国、蒯放、刘少青、姜喜平、李姝

GDKM2020-36
以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创业公司为平台实施 《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改革研究

霍汝锋 商贸与外语学院
赖艳、艾于兰、余以胜、吴东盛、黄柯杭
、郑军锋、宫鹏、陈晓明、邓培荣

GDKM2020-37
“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院校“走出去”路径探
究的行动研究----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国际交流

张人元
国际学院、继续教
育学院

罗泽榕、杨曼丽、廖伟平

GDKM2020-38 高职影视动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熊 昕 人文艺术学院
赵璐、杜平霞、皮添翼、潘冰、柯佳敏、
吕微微、何云鹏、商怡然、徐颖颖、周国

GDKM2020-39
多校区异地办学高职院校食堂社会化研究与探索
-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佘卓越 后勤处 刘晓明、阳梦花、黄妃、卢晓君、王健超

GDKM2020-40
高职院校视觉传播专业美育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融
合培养探究 

冯醒记 人文艺术学院 蔡彤宇、杜平霞、何丽燕、高广宇





学校2021年度校级科研（教改）项目立项名单

序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参与人员
研究经费
（万元）

（一）重点科研项目

1
基于区块链的农产品柔性可信溯源模型及关
键技术研究

李观金
林龙健、张继红、王磊、汪海涛、李
文、凡飞飞、杨昊

1

2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高职院校工业机器人专创
融合的精准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陈公兴
钱英军、汪海涛、彭伟、李显意、戴
宏明、林滔、卢勇、王磊、王跃文、
徐启永

1

（二）一般项目

1 柑橘系列产品研发及废渣综合利用研究 李淑红 
姚莉、黄敏、熊飞、戴远威、李欣、
杨承鸿、万娟、刘智钧、梁多、李殿
鑫、王一凡、钟志兰、黄琤

0.25

2 基于植物提取物的可降解抗菌食品包装研究       李咏梅 
谢婧、程学勋、顾龙建、吴巨贤、赵
玲华、吴肖、张雪清、张静

0.25

3
英红九号红茶降尿酸效果及其代谢机理的研
究   

赵冉 卓敏、管俊岭、陈彦峰 0.25

4 超声辅助提取鸦胆子油的工艺优化研究 朱华
陈蕤、刘佳凡、黄百祺、谢文敏、李
心花 0.25

5
基于工作室平台的园林专业课赛结合教学改
革实践研究 

陈徐佳
陈若蕾、廖伟平、梁秋亮、周罗军、
张惟、陈婷、孟建勋、罗分文、马瑞
华   

0.25

6 高校生命教育体系研究及内容构建 冯承飞 吴巨贤、庞若闲、阳梦花、杨海超 0.25

7
从订单班到产教融合型基地建设研究与实践
——以德启外贸精英实训基地为例

陈春媚 
罗明清、杜宏丽、郭云香、黄顺丽、
陈江虹、吕筱琼、刘玉婷、裴德明、
易克兮

0.25

8
广东省机电产品对“一带一路”出口市场结
构的多阶段优化研究  

马慧雯 赵凌云、张立阳、罗湘龙、杨锐泓 0.25

9
基于双创能力培养的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基
础课联动体系的研究

江明磊
杜平霞、熊  昕、张洋洋、贺露露、
吕家洁、陈玮琪、谭心湄、彭  圳、
徐丽娜

0.25

10
“产学研用，多元育人”深度融合的软件专
业教学新范式研究与实践

何受倩
孙继红、王磊、钱英军、汪海涛、吴
嵘、张雷、曾昊、戴宏明、黄龙泉、
林丽、干晓明、倪超鹏

0.25



11
“三教”改革背景下信息类高技能人才培养
过程性和结果导向融合评价研究 

黄龙泉
汪海涛、乔俊峰、姚莉、李淑红、曾
昊、王磊、尹景云、蔡广志、刘勋

0.25

12 （英德红茶）红茶酒项目可行性探索研究 罗兴勰
吴巨贤、卓敏、程学勋、赵玲华、顾
龙建

0.25

13 信息类学生产品与运营能力培养的研究 何双燕 钱英军、汪海涛、戴宏明、彭珑文 0.25

14
基于“专创融合，项目主导”的跨境电商人
才培养模式与路径的研究与实践——以广东
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黄顺丽
杜宏丽、武峰、曾元胜、朱学宁、陈
波媛、陈贞、刘鹏丽、肖鸣声

0.25

15
“教学做创”一体化推进“影视文化赏析”
通识课程建设研究

李艳
汪德宁、陈若蕾、杨海超、柯丰云、
陆学宝 0.25

16
基于“专师课创”融合的教学改革研究——
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为例

刘智雄
杜宏丽、艾于兰、李霞、陈方昕、黄
兴朋、张盈、陈寿杰

0.25

17
文化自信视域下直播文案人才培养教学实践
研究——以文旅产品文案为例

秦桂平
林素真、邹月、黄彦婷、陆学宝、林
干一、秦云

0.25

18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稳就业”工作方法
的研究

吴征敏 
霍汝锋、庄宇婵、黄柯杭、陈晓如、
彭江、张海营

0.25

19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职业英语口语
教学模式研究
  

王晓
朱学宁、罗明清、王彤、唐怡欣、刘
玉婷

0.25

20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电子商务专业产教融
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霞

杜宏丽、赵琼、武峰、艾于兰、陈方
昕、刘智雄、朱海霞、刘文静、董小
丹、冯丽、王洁、黄洁雅、余娟娟、
张丁月、卢伟、叶敏、黄兴朋

0.25

21 高职学校实践教学的研究与问题分析 梁常杰 王亚欣、庄宇婵、吴征敏、陈晓明 0.25

22
CDIO工程教育模式下的高职“影视创作”教
学改革与实践

徐颖颖 熊昕、谭心湄、邹冰迪、张克凡 0.25

23
高校电子电工实训室管理研究——以广东科
贸职业学院为例 

黄开龙 李硕瀚、甘海琴、林丽、龚育思 0.25

24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野下涉农高校思政课教
学创新探索

韦渌 李琳、任建霞、颜世华、蔡伟裕 0.25

25
高职院校将美育融入心育的“和合”探索
——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李晓琳
周礼、刘文旭、彭秋丽、武传宝、熊
景峰                            

0.25

26
广东省高职院校大学生党课教育现状、存在
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海营
彭伟、林晓敏、许启胜、吴征敏、张
小辉、王永亮、潘姗姗、高燕林

0.25

27
新时代高职院校课外体育与国防教育相融合
的研究

陈泽帆
周曦、邓常新、刘付国树、虞雪盈、
沈奕彤、曾祺

0.25



关于公布2021年度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立项课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 2021 年度规划项目立项评审工作，

在市社科联和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正确指导下，

以及全市各有关单位和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已顺

利完成。

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 2021 年度规划项目申报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发布，到 2021 年 4 月 12 日截止，共收到项

目申请书 204份。经过资格审查、市内专家初评、会议复评

等程序，最终确定立项资助项目 81 项，资助总额为 240500

元。详细名单已于 5月 28日在清远市政府网公示。

请各课题负责人和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务必注意以下

事项：

一、如有课题名称、成果形式改变，研究内容重大调整，

变更负责人或管理单位，延长完成时间和其他重要事项变更

的，须由负责人提交书面申请，经所在单位管理部门审核并

清 远 市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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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 2021 年度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一、重点课题（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单位

ZZH1
乡村振兴视域下清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发展对策

研究——基于价值共享的分析
黄百祺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ZZH2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广清接合片区旅游合作发展动力机

制和路径研究
赵丽丽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二、历史文化课题（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单位

ZZH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清远连南瑶族音乐传承与

研究
廖红英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ZZH4 连南瑶族自治县汉文碑刻的整理与研究 黄敏强 清远市博物馆

三、一般课题（62 项）：



ZZH30
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清远经验”，实现乡村振兴法治

化路径研究
陈泓浩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ZZH31

乡村振兴视角下广东南粤古驿道的

活化利用和生态保护现状调查——以粤北秦汉古驿道和

北江至珠江口古驿道为例

郭华生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ZZH32
推动清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协同合

作发展研究
吴嵘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ZZH33 生态旅游合作区建设背景下的地域文化自信提升研究 黄劲云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ZZH34
“十大行动方案”背景下清远市重大项目的绩效评价模式

研究
胡延华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ZZH35 广东省职教城（清远）校际教育资源共享的问题与对策 刘志永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ZZH36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清远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孙伶俐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ZZH37 清远茶文化与茶产业发展研究 卓敏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ZZH38
后疫情时代清远市公共卫生应急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的研

究
颜丽芳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ZZH39 大数据时代广东省职教城（清远）资源融合研究 蒋华丰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ZZH40
清远地区农业品牌数字推广模式的研究——以乡村振兴

为视角
李翔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ZZH41
清远红色资源在广东省职教城大学生党史教育中的运用

研究——以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王丹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ZZH42
对接“双区”背景下清远港口入珠融湾创新发展机制及路

径研究
贾行浩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04 2021GXJK104
农业高校服务支撑“一核一带一区”建设

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吕立才 华南农业大学

105 2021GXJK105
基于产教融合的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长玉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106 2021GXJK106 大湾区中外合作大学跨文化教育模式研究 林琦 肇庆学院

107 2021GXJK107
“一核一带一区”背景下的医药行业语言

服务体系构建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梁波 广东药科大学

108 2021GXJK108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工作专业国际化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宁飞萍 广东金融学院

109 2021GXJK109
粤港澳大湾区视域下高等舞蹈教育的融合

与创新研究
刘妍 华南师范大学

110 2021GXJK110
“一核一带一区”背景下现代农业与食品

产业的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谢婧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11 2021GXJK111
一核一带一区背景下广东高职专业建设与

产业发展的适应性研究
徐兰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112 2021GXJK112
粤港澳大湾区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研

究
王新宇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113 2021GXJK113
社区融入视野下大湾区高职来华留学生育

人模式研究
杨琳曦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114 2021GXJK114
揭阳市农业产业链“链长制”实现途径研

究
陈晓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115 2021GXJK115
“一核一带一区”战略下职业教育培育乡

村工匠适应性研究
张立忠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16 2021GXJK116
新时代深化高职教育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的路径选择
夏新燕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117 2021GXJK117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链长制的高职院校跨境

电商金课建设实践研究
彭明程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118 2021GXJK118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职大数据专业校企

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
丁知平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119 2021GXJK119
面向珠三角核心区产业发展高端化的职教

本科专业建设研究
高军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120 2021GXJK120
我国高职教育资源配置投入产出效率省际

区域差异及对策研究
何景师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121 2021GXJK121
粤北生态发展区背景下高职院校高水平专

业群发展路径研究
姚彦欣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122 2021GXJK122
“一核一带一区”新格局下的地方性知识

转化为设计创新行为的路径研究
柴家翔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123 2021GXJK123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下非遗传承与创新
中的艺术类高职教育探讨——珠海艺术职

业学院“非遗”进校园为例
王珍琪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124 2021GXJK124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职教育示范区研究 彭朝林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25 2021GXJK125 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高职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谢法浩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Cheng
矩形

Cheng
矩形



126 2021GXJK126
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实践

研究
许建领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27 2021GXJK127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现

状与策略研究
董岩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128 2021GXJK128
“一核一带一区”背景下区域高等职业教
育与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研究——基于广州

穗港智造合作区建设视角
叶萍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129 2021GXJK129
大湾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地方经济增长
的回报率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周蓉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30 2021GXJK130
“一核一带一区”战略背景下地方高职院

校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体系的构建
柳晶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31 2021GXJK131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家纺设计类人才培养

实践路径—以“一核一带一区”为例
高洁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132 2021GXJK132
"一核一带一区"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模式与校企联建形式融合提升研究

赵媛媛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133 2021GXJK133
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建设和乡村振兴背景
下高职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周原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134 2021GXJK134
广东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一核一带一区”
发展路径与策略研究——从人口红利到技

能红利
赵根宏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135 2021GXJK135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职业教育示范区建设路

径研究
吴寒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
学院

136 2021GXJK136
区域市场一体化视域下“一核一带一区”
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傅资格认证制度研究

周欢欢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

137 2021GXJK137
“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背景下商学做

一体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苏春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138 2021GXJK138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背景下广东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
王冬吾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
学院

139 2021GXJK139
广东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下产业群与专业

群耦合机制的研究
苏凤敏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140 2021GXJK140
乡村振兴战略下涉农高职院校服务“一核

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研究
徐丽香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41 2021GXJK141
粤港澳大湾区高职院校的变革与创新：创

业型院校
陈宝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42 2021GXJK142
“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水利电力类国际

化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卢丽虹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143 2021GXJK143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办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探索——以双语课《旅游与款待业概论》

为例
李艳芬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144 2021GXJK144
“一核一带一区”背景下湾区职业教育服
务佛山“陈村花卉世界”产业发展路径研

究
刘静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Cheng
矩形



590 2021GXJK590
“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探索——以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

类专业为例
陈乐珠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591 2021GXJK591
广东高职院校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的实践研究
饶丽娟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592 2021GXJK592
基于职业技能竞赛为导向的校企协同育人

模式研究
兰兴武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593 2021GXJK593
高职教师混合式教学能力框架与评价机制

研究
周红莉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594 2021GXJK594
基于工程机械专业国家资源库大数据的教

师和学生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研究
肖心远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595 2021GXJK595
基于赋能理论的广东高职教育产教融合动

力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
吴睿辉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596 2021GXJK596
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行为选择机制与创业能

力培养研究
朱婧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597 2021GXJK597
以就业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高职层次医学检

验技术专业之供给侧改革
靖吉芳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598 2021GXJK598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背景下
高职院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路径

研究
冯炳纯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599 2021GXJK599
劳动力市场需求视角下的广东省本专科教

育层次结构优化研究
寇建岭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600 2021GXJK600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职业本科教育课程

改革路径探索研究
吴春华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601 2021GXJK601
高职扩招背景下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的研

究与实践
范启亮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602 2021GXJK602
新时代高职思政教学与地方产业文化融合

的实践探索
简奥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603 2021GXJK603
地方高校科技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问题研究——基于广东省的田野调查

涂华锦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604 2021GXJK604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工作模式构建实践

研究
刘元强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605 2021GXJK605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内涵提升建设的研究 王芬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606 2021GXJK606
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

式建设成效及发展研究
彭远威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607 2021GXJK607
社会网络对高校学生社会创业意愿的影响

研究--基于个人特质的中介作用
吴迪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608 2021GXJK608
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动机及激励机制的

研究——基于民办高职00后的分析
黄铿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609 2021GXJK609
高职教育和粤港澳大湾区劳动力市场需求

的适应性研究
黎家延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610 2021GXJK610
数字文创产业发展背景下高职艺术设计类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赵璐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Cheng
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