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1-1

一类品牌/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关键任务完成情况表

序号 任务 分项任务 关键任务 对应建设项目内容 对应项目建设成果

1

教育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建立健全选课制、导师制、学分计量制
、学分绩点制、补考重修制、主辅修制
、学分互认制等，探索实施弹性学制。

建设完善的选课制、学业导师制
、补考重修制、学分置换、主辅
修制、学分互认。

完成。
1.3个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可供学生选
择；
2.1个专业辅修人才培养方案；
3.院内“师徒制”制度及项目；
4.学业导师制管理规定；
5.学校补考重修制度；
6.证书及课程学分置换制度。

2

教学改革

加快以发展型、创新型、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

1.探索信息化教学方法改革；
2.细化考核标准，建立多元课程
考核方法。

完成。
1.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项目；
2.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基于素质模型的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策略研究；
3.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2018年度课题2项：
(1)基于云教学平台的项目教学法课程建设研
究-以机械制造专业为例；
(2)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高职学生能力培养研
究；
4.基于智慧职教、职教云等平台建设课程资源
并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及考核；
5.建设虚拟仿真类教学资源8类；
6.建设基于移动终端教学应用互动课程资源建
设项目5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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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

探索小班教学（班额在30人以下）和分
层分类教学。

1.实施分层次培养，主要体现为
常规培养、特色培养及订单培养
等，实现分层次的就业及创业；
2.联合海目星公司立项现代学徒
制项目，对入学新生进行招录进
入学徒班，进行小班教学，“海
目星”班2018级20人，2019级
9人；
3.订单班小班教学，冰海3批共 
29人，为实智能1批3人。

完成。
1.3个方向人才培养方案-体现四段递进式的常
规培养方案；
2.基于校内“师徒制”的创新创业培养体系；
3.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项目立项（2018）、验收
通过（2020）；
4.现代学徒制2018级、2019级、2020级人才培
养方案；
5.订单班协议。

4

研制具有世界水准、广东特色、体现终
身教育理念、中高职本科连贯培养、系
统设计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
标准。

1.结合深圳的先进制造领域产业
特点，开发了专业教学标准及课
程标准；
2.联合龙岗职业技术学校，开发
了三二分段的招考方案及专业教
学标准；
3.开展省级教改项目建设：计算
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标准
研究。

完成。
1.3个专业方向的专业标准；
2.覆盖基础课、核心课、拓展课的课程标准；
3.三二分段招考方案、教学标准（龙岗职业技
术学校“数控技术”专业对接信息学院“机械
设计与制造”专业）；
4.广东省教学标准项目结题通过相关材料。

5

开展卓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试点。深入
开展课程建设与改革，创新课堂教学，
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专业建设成
果落细落小落实到课堂上。

1.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
改革；
2.基于中央财政专业建设项目成
果开展特色班教学。

完成。
1.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项目立项、结题；学徒制
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关文件2套；校级学徒制教
改项目1项；
2.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讲训一体项目化教学人才
培养方案及教材等资源1套。

6
开展校内专任教师与校外行业企业高技
能水平兼职教授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试
点。

校内专任教师与校外行业企业高
技能水平兼职教授共同讲授的主
要课程主要包括：
1.学徒制课程；
2.创新创业类课程。

完成。

1.学徒制的课程标准等文件及记录；
2.企业教师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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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探索
翻转课堂和混合式课堂教学，促进泛在
、移动、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形成。

1.基于智慧职教及职教云等平台
建设课程，实现PC端及移动端的
课程学习；
2.开发基于移动终端教学应用互
动课程资源建设项目；
3.开发虚拟仿真资源。

完成。
1.基于智慧职教、职教云等平台的线上资源逾
26门，覆盖专业省级精品课程、资源库课程及
其他资源，主要包括：
(1)省级资源库课程—《SolidWorks培训及考
证》（智慧职教，PC+移动端）
(2)省级精品课程—《模具CAD/CAM》（学校平
台,PC端）
(3)省级精品开放课程— 《逆向工程与快速制
造》（职教云，PC+移动端）
(4)6门校级精品课程（其他平台,PC端）
(5)18门专业基础及核心课程（职教云平台，
PC+移动端）
2.基于移动终端教学应用互动课程资源建设项
目
(1)《机械制图》
(2)《数控机床安装调试与维修》
(3)《机械制造工艺》
(4)《工业机器人》
(5)《电工电子技术
3. 虚拟仿真资源
(1)三坐标测量机虚拟仿真资源（联合开发）
(2)3D打印原理虚拟仿真资源（自主开发
(3)三维扫描虚拟仿真资源（联合开发）
(4)工量具虚拟仿真资源（联合开发）
(5)激光干涉仪虚拟仿真资源（联合开发）
(6)三轴数控设备虚拟样机（自主开发）
(7)数控加工仿真资源（三轴+五轴）（定制开
发）
(8)激光加工（打标、切割、焊接等工艺）仿
真资源（定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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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育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育重大理论研究
成果，发表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积极
参加省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并力
争获奖，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

1.党建领航；
2.申报各级教改项目；
3.发表教研论文；
4.申请教学及管理相关等软著等
成果；
5.申请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完成。
1. 党建成果
广东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机械与特工教工支
部,校先进基层党组织，校“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党支部
2.各级教改项目
(1)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项目
(2)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基于素质模型的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策略研究
(3)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2018年度课题2项
①基于云教学平台的项目教学法课程建设研究
-以机械制造专业为例
②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高职学生能力培养研究
3.教研论文
(1)现代职业教育—Pro/E软件应用课程采用项
目教学法的探索与实施
(2)现代职业教育—浅析学校教育因素对高职
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3)现代职业教育—通识教育视角下的高职专
业课课堂教学模式探讨
4.教学及管理相关软著成果
(1)基于PPR协同的职业教育资源管理应用系统
V1.0
(2)激光干涉仪仿真教学软件V1.0
(3)3D打印原理认知虚拟仿真软件V1.0
(4)三坐标测量虚拟仿真软件V1.0
(5)基于PDM的虚拟仿真软件V1.0
(6)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的智能制造教学大数
据工程平台V1.0
5.校级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基于PPR协同的工
程类专业职业教育资源管理应用系统研究与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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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

将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和创新思维养成
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按照高质量创新
创业教育的需要调配师资、改革教法、
完善实践、因材施教，促进专业教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1.开设专业创新创业类课程；
2.设立“师徒制”项目，培育创
新创业项目。

完成。
1.创新创业类课程（课程文档）
(1)《先进制造业创新创业思维》（公共基础
课）
(2)《项目管理》（拓展课）
(3)《企业管理》（拓展课）
2.申报“师徒制”项目24项，2016年6项，
2018年7项，2020年7项，2021年4项

10

探索将学生完成的创新实验、论文发表
、专利获取、自主创业等成果折算为学
分，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
活动认定为课程学习，实现技能对等与
学分认定。

1.专利等成果申报；
2.技能证书与课程学分置换。

完成。
1. 学生主导或重点参与的专利6项
2. 根据培养方案，有如下技能证书可以置换
课程学分
(1)中望CAD工程师证书—《机械制图与CAD II
》课程；
(2)三维CAD高级应用工程师证书—《产品结构
设计基础项目》课程；
(3)三维模具设计高级应用工程师证书—《注
塑模项目1(设计)》课程；
(4)SolidWorks CSWA证书—《产品三维造型与
结构设计》课程；
(5)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中级）证书—《数
控机床安装调试与维修》；
(6)长度计量员（长度精密测量）证书—《计
量仪器检定与调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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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

学生创新发明成果显著，创新创业成效
明显。

1.专利等成果；
2.创新创业大赛成果；
3.申请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
育专项（攀登计划）；
4.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
5.组建校内创业团队并注册公
司；
6.学生成果及作品参加行业展览
。

完成。
1.学生主导或重点参与的专利6项
2.创新创业大赛成果
(1) 202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国赛，银奖1项；
(2) 2021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
(3)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
东省分赛，银奖1项
(4)2020年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铜奖2项
(5)2018年全国创青春大赛创新创业，三等
奖；
(6)2018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
业大赛，二等奖；
3.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立项情况
(1)三维紫外精密加工设备研发，2017
(2)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光学透镜参数通
用测量平台，2018
(3)紫外激光同轴振镜视觉系统的研发，2018
(4)硬脆材料复杂构件超快激光加工机理与工
艺研究，2018
(5)全自动标线仪检测系统，2020
(6)复杂构件高效激光清洗设备研发，2020
(7)超薄箔材微焊接设备，2021
4.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情况
(1)三维紫外精密加工设备研发，2019
(2)五轴数控激光加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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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教学改革

学生成长与发展

在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全国和省高
职院校技能大赛、影响力较大的国际国
内重要竞赛中获得高等级奖项，学生参
与比例高。

1.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2.参加各类技能大赛。

完成。
1.创新创业大赛成绩
(1) 202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国赛，银奖1项；
(2) 2021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
(3)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
东省分赛，银奖1项
(4)2020年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铜奖2项
(5)2018年全国创青春大赛创新创业，三等
奖；
(6)2018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
业大赛，二等奖；
2.创新技能大赛成绩
(1)国家及省职业技能类大赛：全国二等奖1项
、三等奖1项，省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三
等奖4项
(2)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全国
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3)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大赛总决赛二等奖2项
(4)机械行业教育技能大赛全国三等奖2项
(5)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测杯”质检员
竞赛国赛,三等奖2项

13
符合条件的专业，取得国家、国际职业
资格证书的学生达到较高比例。

考取的高级别证书包括：
1.CAD高级证书；
2.DS SolidWorks国际认证
CSWA/CSWP证书。

完成。
1.2019届高级证书比例38.9%，主要证书包括
(1)三维CAD高级应用工程师；
(2)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
模块高级操作员级；
2.2020届高级证书比例41.8%，主要考取证书
为三维CAD高级应用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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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教育教学改革

质量保证
开展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跟踪
调查，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1.基于学校平台的数据调研；
2.基于第三方公司的数据调研。

完成。
1.麦可思报告；
2.睿新中科报告；
3.广东省大学生就业平台数据；
4.进行专业群整合建设。

15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建立长效机制，将专业建设、课程改革
、担任学生导师、企业实践锻炼、应用
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等纳入教师教育教
学工作量。

1.机制建设；
2.参加课程改革，建设课程资
源；
3.担任“师徒制”学业导师；
4.参加企业实践；
5.申报技术服务项目；
6.参与社会服务，公共服务量纳
入年度考核及聘期考核。

完成。
1.教师相关激励政策（深信学者、名师、优青
、卓越双师、下企业）；
2.新增教育部学徒制项目1项；广东省高水平
专业群立项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
省教改项目1项；市教研项目2项；校级学徒制
专项教改项目1项，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目2项，教材备选项目6项，校级项目化
活页式教材5项，精品实训项目1项，虚拟仿真
实训中心1项，国家级资源库课程1门，省级精
品课2门，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6门，线上线下
混合金课1门，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1项，校级
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1项，教学成果培育项目1
项；
3.实施基于“师徒制”的学业导师制，共立项
24项“师徒制”项目；
4.全员参加企业实践，年均1个月；
5.校企协同创新项目3项，横向技术服务项目
16项
6.公共服务量年均>=20天，纳入年度考核。



序号 任务 分项任务 关键任务 对应建设项目内容 对应项目建设成果

16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专业带头人
提升专业水平、扩大行业影响力，支持
普通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

1.机制建设；
2.专业带头人参与校外行业等活
动；
3.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方法的改
革；
4.多方评价教学质量。

完成。
1.机制建设；
2.专业带头人受聘为企业技术顾问广东省工程
图学学会（理事）、世界技能大赛市选拔赛技
术指导专家、中国技能大赛赛项专家委员会委
员。教师受聘1+X证书标准起草专家；
3.建设线上资源26门，微课程18项，基于移动
终端教学应用互动课程资源建设5门，虚拟仿
真资源8类；
4.教学评价良好以上。

17
加强兼职教师培训和管理，支持兼职教
师提高教学能力、牵头教学研究项目、
组织实施教学改革。

1.兼职教师培训；
2.兼职教师参与课程资源建设及
教学改革。

完成。
1.兼职教师年均培训2次；
2.兼职授课教师均参加了课程资源的建设，参
与的主要教改项目包括：
(1)现代学徒制项目；
(2)校级教改项目：岗位需求导向视角下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策略研究与实践——以机械设
计与制造专业为例、“课、岗、赛”三维视角
下项目式模块化教学研究与实践-《精密检测
技术应用》、基于虚拟企业岗位的高职专业课
改革与实践——以《光机电一体化技术》为例

18

加强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创新与管理
改革，广泛开展有效教研活动，充分发
挥基层教学组织在教学改革、教师发展
中的作用。

1.执行教研室周三教学研讨例会
制度；
2.共同参与教学改革项目。

完成。
1.教学研讨会记录；
2.专业教师全员参与重要教学改革。

19 专业带头人
在全国性或国际教学或行业组织、团体
或专业刊物担任重要职务。

1.担任行业组织、技能竞赛组织
等职务 。

完成。
1.“激光加工技术应用”及“机械产品三维模
型设计”1+X证书标准起草专家—刘明俊、肖
海兵；
2.广东省工程图学学会（理事）；
3.中国技能大赛赛项专家委员会委员、世界技
能大赛市选拔赛技术指导专家。



序号 任务 分项任务 关键任务 对应建设项目内容 对应项目建设成果

20

教师发展

教学团队

培养或引进1-2名在全国或国际上有较
大影响力的教学名师、教学带头人和教
育管理专家。

1.珠江学者的培养及引进；
2.省教学名师的培养；
3.南粤优秀教师（广东省优秀青
年教师）的培养。

完成。
1.珠江学者的培养及引进
(1)培养1名珠江学者特聘教授-赵振宇
(2)引进1名珠江学者讲座教授—帅词俊（中南
大学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
2.广东省教学名师—姜家吉
3.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
培育对象）-刘明俊

21
逐步形成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
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

1.实训类课程；
2.学徒制课程。

完成。
1.校外兼职教师学年承担b和c类课程教学工作
量占比约49.3%。

22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建立可满足“互联网+”时代教育要求
的数字化教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平台
使用效果显著。

1.基于智慧职教及职教云等平台
建设课程数字化资源；
2.专业教学资源上线企业平台进
行在线教学。

完成。
1.基于智慧职教及职教云等平台建设课程数字
化资源，建设线上资源26门，其中国家级资源
库课程—《SolidWorks培训及考证》（智慧职
教，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
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fjfam2poo
5l7gillc3sw）经平台统计近2年内培训学习人
数7135人，互动总量90多万，被54个学校调用
2. 专业教学资源上线企业平台—天溯云
（
http://center.tiansu.org/AccountMgr/Logi
n，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培训量达11217人天



序号 任务 分项任务 关键任务 对应建设项目内容 对应项目建设成果

23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建设基本覆盖专业核心课程、主干课程
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微课程等优质数字化资源，实现校内
开放、校外共享。

1.覆盖基础课及核心课的资源库
建设；
2.微课程建设。

完成 。
1.基于智慧职教及职教云等平台建设课程数字
化资源，建设线上资源26门，主要包括：
(1)国家级资源库课程—《SolidWorks培训及
考证》（智慧职教，PC+移动端）
(2)省级精品课程—《模具CAD/CAM》（学校平
台,PC端）
(3)省级精品开放课程— 《逆向工程与快速制
造》（职教云，PC+移动端）
(4)6门校级精品课程（其他平台,PC端）
(5)18门专业基础及核心课程（职教云平台，
PC+移动端）
2.微课程18项—主要集中于《SolidWorks培训
及考证》（智慧职教平台）及《逆向工程与快
速制造》（职教云平台）两门课中



序号 任务 分项任务 关键任务 对应建设项目内容 对应项目建设成果

24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新增国家级和省级规划教材、重点教材
或精品教材。

各级教材建设。

完成。
1.出版及签约待出版教材：
(1)激光原理及应用项目式教程，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2018.6；
(2)先进激光加工技能实训，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2019；
(3)先进激光制造设备，，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19；
(4)逆向造型综合项目教程，机械工业出版
社；
(5)机械检测技术实训教程，机械工业出版
社；
(6)三维CAD模型重构及UG逆向造型技术基础，
机械工业出版社；
(7)快速制造（3d打印）项目应用，机械工业
出版社；
(8)塑料模具设计与制造，哈尔滨工业大学出
版社；
(9)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化教程，哈尔滨
工业大学出版社；
(10)Solidworks三维造型实训教程（CSWA），
高等教育出版社。
2.校级项目化活页式教材
① 机械基础
② 计算机辅助制图
③ 先进激光制造设备
④ 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⑤ 数控机床安装与调试

25

社会服务

建立和完善专业教师紧密联系企业、为
社会服务的激励制度。

1.社会服务相关激励制度。
完成。
1.教师下企业制度；
2.社会服务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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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社会服务

搭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
主动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成果
转化；或瞄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研究成果
对政府决策、政策制定、社会实践等产
生重要影响，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推
动作用。

1.各级平台的申报及建设；
2.校企协同创新项目申报；
3.横向技术服务项目的申报；
4.社会培训的开展。

完成。

1.平台申报及建设

(1)教育部高职教育应用技术协调创新中心；

(2)广东省激光智能制造装备与精密加工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3)深圳市多波段五轴数控激光加工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

2.校企协同创新项目（经费共90万元）
(1)基于机器视觉的指示表自动化检测关键技术及应

用研究；

(2)高速高精度大跨度龙门双驱运动平台的研发；

(3)复杂构件高效激光清洗智能绿色制造装备研发；
3.技术服务项目（经费共681.7万元）

(1)激光机装调及加工技术服务，2019；

(2)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服务，2019；

(3)五轴联动加工与精密检测应用技术服务，2018；
(4)CE-5全景相机转台精度测量及定标方案，2017；

(5)激光精密加工系统研究及仿真软件开发，2017；

(6)光学模组调制传递函数检测方案开发，2020；

(7)指示表自动化检测关键图像处理技术开发，
2020；

(8)龙门运动平台平面多轮廓加工路径优化技术，

2020；

(9)摄像头模组暗影检测关键技术开发，2020；
(10)指示表自动读数系统关键技术开发，2020；

(11)智能光电照明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横向课题，

2021；

(12)智能可视化采耳棒内窥镜方案与CMOS图像传感
技术开发，2021；

(13)多功能光学透镜检测系统，2021；

(14)兼容多种运动控制卡的V割机系统及数字孪生模

型开发，2021；
(15)增材制造金属粉末性能测试及成形工艺开发，

2021；

(16)工业相机与激光光源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2021；
(17)基于机器视觉的激光自动化设备检测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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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社会服务

搭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
主动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成果
转化；或瞄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研究成果
对政府决策、政策制定、社会实践等产
生重要影响，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推
动作用。

1.各级平台的申报及建设；
2.校企协同创新项目申报；
3.横向技术服务项目的申报；
4.社会培训的开展。

4.社会培训

(1)2016年—2018年，连续3年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激

光技术应用专业教师培训及《激光机装调工》高级
职业资格证书认证考试，每届培训为期10天；

(2)2017举办全国“3D打印造型师”师资培训及认证

考试,培训40名老师为期7天；

(3)2018年、2019年、2021年举办“五轴联动加工与
精密检测应用”全国培训班，培训数量达527人天；

(4)2018年“3D打印技术”全国培训班，10名教师培

训7天；

(5)2021年国培项目—机械工程制图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专业带头人专题研修班，培训数量280人天；

(6)2021年国培项目—智能制造信息系统技术应用“

双师型”教师专题研修班，培训数量420人天；

(7)专业教学资源上线深圳天溯计量股份有限公司在
线培训平台，2020年培训量达11217人天；

(8)专业建设的广东省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资源

库《SolidWorks培训与考证》资源，培训学习人数

15000多人，互动总量120多万，被63个学校调用；
(9)专业学生校内“知吾工坊”创业团队在三维扫描

、3d打印及SolidWorks等领域的公益及社区培训逾

3500人天。

27

对外交流与合作

具有国际视野的
人才培养

要与至少1所境外高水平院校的相同专
业或相近专业建立姊妹专业关系，合作
院校和境外专家深度参与品牌专业建
设，探索国际合作育人机制，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与境外院校的合作交流；
2.师资参加国际性培训；
3.师资参加国际性技术交流；
4.学生参加国际组织技能竞赛。

完成。
1.境外院校合作交流 
(1)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技术大学建立了合作
意向并签订了协议；
(2)专业老师赴印度MIT World Peace 
University, Sharda University, Zeal 
Education Society高校做技术讲座与交流；
2.师资培训培养：专业教师赴瑞士培训1人
次，赴德国培训3人次，赴香港培训3人次；
3.赴德国技术交流5人次，赴美国和日本交流
各1人次，赴印度技术交流1人次；
4.学生参加的国际性组织竞技交流
(1)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3D打
印赛一等奖（第1名），“智能制造生产线运
营与维护”赛项二等奖，各1项；
(2)全国3D大赛精英联赛暨2017一带一路挑战
赛—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省级特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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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对外交流与合作

具有国际视野的
人才培养

学习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职业资
格认证体系、专业课程标准、教材体系
和其他优质教育资源，加快研发与国际
接轨的职业标准及认证体系，着力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国际通用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引进DS SolidWorks国际认证体系
及证书。

完成。
1.引进SolidWorks国际认证—CSWA/CSWP系
列，并建立了认证考试中心；
2.根据CSWA认证标准，开发了完善的资源，《
CSWA培训与认证》课程，在广东省机械设计与
制造专业资源库（智慧职教）中已成熟应用，
并与高教社签订出版教材。

29

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职业教
育国际标准制订，吸引境外学生来校学
习，向港澳、东南亚等地区输出优质职
业教育资源，建立海外职业技术教育基
地等。

1.参加国际标准、协议等相关培
训；
2.接收国外留学生。

完成。
1.参加香港职教局培训：悉尼协议专业建设培
训班；
2.接收老挝留学生1名。

30 国内合作交流
与国内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互派学生，实现学生
跨区域的培养合作。

1.与国内知名院校的专业群建设
、资源建设及创新创业等的交
流；
2.承办技能竞赛实现竞技交流。

完成。
与国内知名院校的交流
(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创新创业项目交
流；
(2)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组建、专业群
人才培养方案交流；
(3)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激光加工类资源
建设交流；
(4)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及技能
竞赛交流；
(5)武汉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交流；
(6)佛山职业技术学院：资源库建设合作，参
与其主持的广东省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资
源库，建设课程1门；
(7)培训广西百色职业学院师生“机电一体化
”技能大赛；
(8)帮扶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专业群建
设方案制定；
(9)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交流。
2.学生竞技交流
(1)举办了第45届、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深圳
市选拔赛CAD机械设计项目，与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龙岗中专等高职及中职学校进行了竞技
交流；
(2)参加了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陕西省选拔赛
邀请赛，获得三等奖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