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推荐成果名称 完成人姓名 其中：主要完成人姓名 申报主要完成单位 第一完成人情况

一、中等职业教育类

1
“三融通三精准”的中高衔
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陈民聪、张士运、陈文静、
陈樟楠、廖颂扬、赵永锋

陈民聪、张士运、陈文静、
陈樟楠、廖颂扬、赵永锋

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
学校

其他校级领导

2
赛学融合、项目纽带、混合
教学：中职智能控制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及实践

王永红、黄卓瑜、奚蓉、叶
展勇、俞晓彤、杜典熠、王
亮、吴泽萍、黄华兴、邱小
将、黎素云、谭韵莹

王永红、黄卓瑜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
学校

普通教师

3
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四阶六
融”实战式教学模式改革与
实践

李志宏、黄苑、彭文斌、刘
淑霞、蔡晓伟、李晓翔、林
嘉谊、李燕珊、戴娟

李志宏
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
学校

普通教师

4
中职财经商贸类专业统计课
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莫翠梅、项菲、梁二妹、蒙
绮媚、梁伯兴、周红泉、何
俊、阳爱华、罗明丽、潘俏
庄

莫翠梅、项菲、梁二妹、蒙
绮媚、梁伯兴、周红泉、何
俊、阳爱华、罗明丽、潘俏
庄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 普通教师

5
适应新型城镇化中职“分类
定制”精准育人的改革与实
践

杨斌、古建泉、陈颂阳、阳
爱华、何俊、谭永佳、陶海
蓉、肖志红

杨斌、古建泉、陈颂阳、阳
爱华、何俊、谭永佳、陶海
蓉、肖志红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广州市番禺
区厂商会

其他校级领导

6
“双融、双向、双线”：地
信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

钟晓珊、王伟、李文基、郭
素花、王尚钰、谢彬彬

钟晓珊、王伟、李文基、郭
素花、王尚钰、谢彬彬

普通教师

7
“三联四共”中高职贯通人
才培养路径实施探索——以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为例

薛宁海、桂梅、陈广红、杨
得新、谭丽容、李飞、肖茂
财、吴嘉龙

薛宁海、桂梅、陈广红、杨
得新、谭丽容、李飞、肖茂
财、吴嘉龙

普通教师

8
大湾区背景下中职汽车专业
“分类分层、中本贯通”育
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胡立光、张士运、项旭东、
吕丕华、左文林、朱德兴

胡立光、张士运、项旭东、
吕丕华、左文林、朱德兴

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
学校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9
信息化背景下中职英语多模
态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江韵、吴晓霞、郑欣、张冬
蕾、李妍

江韵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10
中职学校启能班教育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卢小鸣、蓝伟校、梁文慧、
廖乃德、李茂琳、郑小雁、
陈伟朗、林洁开、陈敏婷

卢小鸣、蓝伟校、梁文慧、
廖乃德、李茂琳、郑小雁、
陈伟朗、林洁开、陈敏婷

普通教师

11
建筑工程测量课程“岗、课
、赛、证”教学改革实践

刘晓燕、毛远芳、许灵钰、
何宗友、刘哲生、费腾、庞
文娟、吴颖楠、余金艳、蔡
志、刘军、温旭堂、孙慧娜
、徐伟锋、曾泳谕

刘晓燕、毛远芳、许灵钰、
何宗友、刘哲生、费  腾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12
依托安卓积木式编程平台培
养中职学生编程能力的研究
与实践

刘载兴、张燕燕、陈宏镜、
李赞坚、谢学斌、林旭诚、
邓惠芹、葛健、徐东华、廖
宏辉

刘载兴 普通教师

13
中职专业质量监测解决方案
的研究与实践（汽修专业）

柳洁、齐忠志、巫兴宏、林
志伟、胡立光、冯明杰、张
燕文、周琦、刘小平、林坚
、陈锐、林根南

柳洁 普通教师

14
汽车售后服务专业群“多品
牌共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模
式创新与实践

巫兴宏、林根南、齐忠志、
林志伟、陈高路、武剑飞、
宗昊璇、邱志华、庞柳军、
杨美芳、冯明杰、李琦、何
才、蔡颖

巫兴宏、林根南、齐忠志、
林志伟、陈高路、武剑飞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
学校、广州安骅骅能
汽车有限公司

其他校级领导

15
 校企合作“共建 共享 共赢
”的跨境电商项目课程建设
与实践

何绮文、李永亮、许凤萍、
余靖、李妮、蔡雯、杨玲、
林少芳、蒲伟

何绮文、李永亮、许凤萍、
余靖、李妮、蔡雯、杨玲、
林少芳、蒲伟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
业技术学校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16
基于校企共建“PBL项目+工
作室”的工艺美术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苑玲、吴锡坚、周永佳、
刘小衍、詹素琼、李璀玉、
梁通、王雯楹

李苑玲、吴锡坚、周永佳、
刘小衍、詹素琼、李璀玉、
梁通、王雯楹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
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17
政校行企四方协同“订制式
”职业培训模式的构建与实
践

梁焰贤、谭宇新、何兆峰、
李贤林、蔡全立、肖泽民、
徐凤、林旭华  曾文勋

梁焰贤、谭宇新、何兆峰、
李贤林 、蔡全立、肖泽民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
学校、广州市机动车
维修行业协会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18
基于政校行企深度融合的中
职人工智能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

冯敬益、 谢景明、 方昆阳
、李冬梅、 黄宇光、李赞坚
、容蓉、钟卓君、李涌嘉、
高焱、何伟江、钟培力、曾
俐

冯敬益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
学校、广州番禺职业
技术学院、广州市电
化教育馆、深圳市商
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教师

19
基于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数
控车铣复合加工课程研究与
实践

陈颂阳、陈崇军、江献华、
梁宇、段超、郭嘉伟、吴志
华、陈靖、谢政平

陈颂阳、陈崇军、江献华、
梁宇、段超、郭嘉伟、吴志
华、陈靖、谢政平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广州市敏嘉
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校级领导

20
基于行动导向的“可编程控
制器原理及应用”课程建设
与实践

蔡基锋、周伟贤、曾宝莹、
田冰、赵锡恒、叶健滨、陈
燕莲、林远胜、张晓婷

蔡基锋、周伟贤、曾宝莹、
田冰、赵锡恒、叶健滨、陈
燕莲、林远胜、张晓婷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21
 校企合作“共建 共享 共赢
”的跨境电商项目课程建设
与实践

林晓琳、陈明、许婉、郭颖
华、杨雨、李钊、罗燕娇、
丁赛、郑秋仪、田军、杨小
红、王亦晨、王豪杰、张功
煌

林晓琳、陈明、许婉、郭颖
华、杨雨、李钊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22
纺织类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阳洪东、段恋、杨跃芹、杨
远志、何宇、林细姣、梁蓉
、罗青珊、李伟明

阳洪东、段恋、杨跃芹、杨
远志、何宇、林细姣、梁蓉
、罗青珊、李伟明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
学校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23
中职职业生涯教育“四化三
阶”活动育人模式的构建与
实践

陈欣、陈书鹏、陈远瑜、孙
文丹、刘晓阳、余淑芳

陈欣、陈书鹏、陈远瑜、孙
文丹、刘晓阳、余淑芳

普通教师

24
企高助力，虚实结合：中职
轨道车辆新兴高端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邱志华、刘亚、余浩、罗怀
英、郑有业、肜景鑫、张迪
、宗昊璇、余美兰、饶思红

邱志华、刘亚、余浩、罗怀
英、郑有业、肜景鑫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
学校、广州中车轨道
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25
基于就业导向的《服装英语
》教材开发与研究（教材）

程路、龙青薇、徐志湘、林
纯、刘敏、邓胜立、梁志青
、潘建容、薛佳雯、陈柳彤

程路、龙青薇、徐志湘、林
纯、刘敏、邓胜立、梁志青
、潘建容、薛佳雯、陈柳彤

普通教师

26
内职班“三入”协同育人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雁频、梁瑞仪、黎莞萍、
刘羽翎、黄小慧、黄志刚、
王伟娟、王乾年、赵帆

陈雁频、梁瑞仪、黎莞萍、
刘羽翎、黄小慧、黄志刚、
王伟娟、王乾年、赵帆

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
学校

其他校级领导



27
中等职业教育公共基础课程
学生学业质量评价标准及其
运用

林韶春、蒋淑雯、刘载兴、
胡学兰、李伯豪

林韶春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28
情景对话式教材开发与混合
式教学实践探索

吴欣、曹倩、皮阳雪、李洪
波、林璟琪、常玉艳

吴欣、曹倩、皮阳雪、李洪
波、林璟琪、常玉艳

普通教师

29
信息技术在中职商务英语写
作教学中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陈思雅、张海芸、陈静思、
顾向荣

陈思雅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30
“以岗建标、以赛促标、育
训验标”中职汽车车身修复
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李贤林、胡源卫、胡锡锑、
谢明、刘健烽、黄小镇、沈
洪涛、王婷婷

李贤林、胡源卫、胡锡锑、
谢明、刘健烽、黄小镇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
学校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31
中职《语文（职业模块）》
精品课程建设与实践

朱冰清、任洁颖、李奕慧、
黄俊辉、温莲凤、邱为群、
林坚鹏、陈丽萍、杨健、林
小兵、孙珏、黄春梅、谭肖
婉、徐谊广、蓝肇红

朱冰清、任洁颖、李奕慧、
黄俊辉、温莲凤、邱为群、
林坚鹏、陈丽萍、杨健、林
小兵、孙珏、黄春梅、谭肖
婉、徐谊广、蓝肇红

普通教师

32
基于历史传承的诗意校园文
化浸润的实践与成果

丘毅清、龙辉、罗伟、陈诗
韵、许燕辉

丘毅清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其他校级领导

33
产教融合视角下的“三阶五
段”中职跨境电商复合型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刘佳、余剑琴、王冰、施圳
、伍子怡、张小萍

刘佳、余剑琴、王冰、施圳
、伍子怡、张小萍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
学校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34
妙用“组合法”开展“三教
”改革创新，推动中职新电
商专业群建设

蒋宇航、吴浩宏、黄国庭、
黄学文、毕婉文、马志明、
刘雪华、郭伊葭、杨军、陈
惠惠、邓惠芹

蒋宇航、吴浩宏、黄国庭、
黄学文、毕婉文、马志明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
学校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35
以师生互动反思促进中职语
文有效教学的研究

陈丽萍、莫月霞、李奕慧、
杨利、黄俊辉

陈丽萍、莫月霞、李奕慧、
杨利、黄俊辉

普通教师

二、终身教育类

1
构建“智能研训+多元协同”
生态体系，提升中小学教师
信息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曾海、熊军、洪亚楠、王竹
青、陈艳、赵宇丹、谭颖臻
、褚冠鹏

曾海、熊军、洪亚楠 广州开放大学 处级中层管理人员



2
政校社企协同、课证岗三融
合—高职院校开展营养与健
康科普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黄利华、贾强、江津津、张
挺、刘楚佳、王英、梁兰兰
、张越华、潘凤莲、吴为群
（协会）、江志斌（企业）

黄利华、贾强、江津津、张
挺、刘楚佳、王英、梁兰兰
、张越华、潘凤莲、吴为群
（协会）、江志斌（企业）

普通教师

3

“四方联动，双证融通，能
力学历双提升”的新时代农
民工继续教育模式研究与实
践

王寒冰、孙彬、刘慧、王璐
、阳军英、张志强、林倬生
、张信和、李晓霞

王寒冰、孙彬、刘慧 广州开放大学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4
“一体两训、协同精准”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马耀宗、张育峰、罗晔、赖
文捷、江敏灵、曹丽娥

马耀宗、张育峰、罗晔、赖
文捷、江敏灵、曹丽娥

其他校级领导

5
以需为本多元协同：番禺区
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的探究与
实践

吴和清、李敏（1）、丘瑜、
李敏（2）、余久宏、何炳伦
、冯镇威

吴和清、李敏（1）、丘瑜、
李敏（2）、余久宏、何炳伦
、冯镇威

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职
业技术学校（广州市
番禺区社区教育中
心）、广州市番禺区
沙湾社区教育学校、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社
区教育学校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6
高职教育资源转化为居民终
身学习资源的探索与实践
——以营养健康类课程为例

江津津、李永馨、张挺、梁
兰兰、贾强、王英、潘凤莲

江津津、李永馨、张挺、梁
兰兰、贾强、王英、潘凤莲

普通教师

lihua
Squ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