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1-2

一类品牌/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序号 级别 成果名称
负责人或第
一完成人

授予部门 授予时间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备注

1

国家级
（5项及以

上）

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 蔡铁
教育部 财政

部
2019.12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公布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教

职成函〔2019〕14号）

双高专业群立项：1项

2
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
孙湧 教育部 2019.8

教育部关于公布首批国家级职
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
建设单位和培育建设单位名单
的通知（教师函〔2019〕7号）

国家级教师团队立项：1项

3 国家级职教团队课题研究项目 孙湧 教育部 2020.7

教育部关于公布首批国家级职
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课题
研究项目的通知（教师函〔

2020〕3号）

国家级教师团队研究项目：
1项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程东升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201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

准通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1项

5
第二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项目
蔡铁 教育部 2019.11

关于公布2019年第二批职业教
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建设项
目名单的通知(教职成司函

[2019]100号)

联合主持

6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周裕涛
（学生）

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织

委员会
2017.5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常规赛项）获奖名单公示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
据技术与应用比赛三等奖：

1项



7

国家级
（5项及以

上）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专科组
林嘉熙
（学生）

全国数学建模
大赛组委会

2018.11
2018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获奖名单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

等奖：1项

8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花罡辰

“中国软件杯
”大学生软件
设计大赛组委

会

2018.12
2018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获奖名单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

设计大赛三等奖：2项

9
“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

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郑楚槟
（学生）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人社
部、科技协会
、学生联合会

2018.9
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 
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

赛拟获奖作品名单公示

“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
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一等奖：1项
“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
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三等奖：1项；

10 国家专利 刘含波
国家知识产权

局
2018.11 专利号：201811313696.8

发明专利：6项
实用新型专利：49项

11 软件著作权 张德芬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版权局
2019.08 登记号：2019SR1321057 软件著作权：70项

12 论文 陆云帆

Internationa
l Journal of 

Internt 
Manufacturin

g and 
Services

2020.02 ISSN： 1751-6056
SCI：5篇
核心：16篇

一般论文：31篇

1

省级
（10项及
以上）

广东省职业教育教育教学成果奖 陈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2020.3
2019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

获奖项目名单(粤教人函
[2020]6号)

广东省职业教育教育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1项

2
广东省重点专业；
广东省品牌专业

陈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2019.12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8年
度高职教育品牌专业建设名单

的通知

广东省重点专业验收：1项
广东省品牌专业：1项



3

省级
（10项及
以上）

广东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诸振家 广东省教育厅 2020.8

关于公布2020年省高职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扩
招专项立项名单的通知(粤教职

函[2020]27号)

广东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目立项：3项；

广东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目验收：1项

4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谭旭
教育部社会科

学司
2017.7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批准通知
（基金号17YJCZH157）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1
项

5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程东升
广东省基础与
应用基础研究
基金委员会

2019.9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

通知（基金号
2020A1515010561）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1
项

6 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 谭旭 广东省教育厅 2020.6 粤教高函〔2020〕5号 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平台及科
研项目立项1项

7 广东省珠江青年学者 程东升 广东省教育厅 2018.8 粤教师函〔2018〕91号等
广东省珠江青年学者立项：

1人

8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领军人才培

养对象
陈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2016.8 粤教高函〔2016〕180号

第二批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
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对象立

项：1人

9 广东省教学团队 谭旭 广东省教育厅 2016.8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东省教学团队：1个



10

省级
（10项及
以上）

广东省高职质量工程实训基地；
广东省质量工程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AI+智慧学习”共建人工智能学院

陈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2020.03

关于2019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
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实训
基地）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
（粤教职函[2020]6号）

广东省校内实训基地验收：
1项；

广东省虚拟仿真实训中心立
项：1项；

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验收：1项；

“AI+智慧学习”共建人工
智能学院项目立项：1项

11 规划和精品教材 项帅求
人民邮电出版

社
2018.6 ISBN：9787115477736 教材：9本

12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子项目课程 孙洁
教育部、广东

省教育厅
2019.11

关于公布2019年第二批职业教
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建设项
目名单的通知(教职成司函

[2019]100号)
国家资源库课程立项：6门

13

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
广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大赛课堂教学

比赛；
广东省青年教师教学大赛

程东升 广东省教育厅 2018.6

2018年广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
教学大赛(高职组)信息化教学

设计获奖名单粤(教职函
[2018]54号)

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
赛一等奖：1项；

广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大赛
课堂教学竞赛二等奖：

1项；
广东省青年教师竞赛三等

奖：1项

14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

能竞赛
陆敏诗
（学生）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20-
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
专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粤教职函〔2021〕27号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
等奖：4项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
等奖：2项

15
“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
蓝凯城
（学生）

共青团广东省
委、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

科技厅

2021.7
关于公布第十六届“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2项
“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1项；“挑战杯”广东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

等奖：2项；



16

省级
（10项及
以上）

“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
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刘全祥
（学生）

共青团广东省
委、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

科技厅

2017.12
关于公布第三届“挑战杯—彩
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
效创业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第三届“挑战杯—彩虹人生
”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

业大赛一等奖：1项

17 “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
大赛

陈伟槟
（学生）

共青团广东省
委、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

科技厅

2018.5
2018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
大学生参与大赛获奖名单的通

知

“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
学生创业大赛银奖铜奖：1

项

18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

（攀登计划专项资金）
黄瑞玲
（学生）

共青团广东省
委、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

科技厅

2017.5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战略专项
资金立项通知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战略专
项资金（攀登计划专项资

金）一般项目：4项

19 广东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李玥萱 广东省教育厅 2016.8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5年
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高层次技
能型兼职教师名单的通知(粤教

高函〔2016〕92号)

广东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
师：2名

1.成果统计范围：统计范围为项目建设起始时间至2022年4月30日。
2.标志性成果为政府部门组织开展、经评审产生的项目和颁发的奖励或业内公认的成果。同一级别同一种标志性成果或同一项目多次立项或奖励的，只填报一
次；同一项目获得国家和省双重立项或奖励的，只填报国家级。政府部门认定或非竞争性评审产生的标志性成果，须在建设期内验收通过，才能在此表填报； 
是否为业内公认的成果，由学校提交相关说明给专家，专家决定是否认可。成果应为该专业的成果，其他专业的成果不得纳入。
3.每个项目一行，行数不够，可自行添加行；
4.涉及个人的成果，其负责人或者第一完成人应为学校该专业的教师或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