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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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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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数字媒体专业群人才培

养探索与实践
杨欣斌 教育部 2018.12

教育部关于批准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定（教师〔
2018〕21号）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

2 国家教学资源库
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媒体专业群教学资

源库
邢锋 教育部 2017.06

关于公布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2017年验收结果的结果(教职成司函
〔2017〕53号)

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媒体专业群教
学资源库：1项

3 出版教材专著

国家规划教材：《交换机/路由器配置与管
理任务教程》

张平安
高等教育出版社

等
2017.01 教材佐证 国家级规划教材：1本

国家精品教材：《边学边做——Flash 
CS6动漫制作案例教程》

韩丽屏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0.6 教材佐证 国家级精品教材：1本

国家精品教材：《网页创意与艺术设计》 杨欣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9 教材佐证 国家级精品教材：1本

国家精品教材：《网页设计与制作》
云岩、韩丽

屏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8.2 教材佐证 国家级精品教材：1本

专著：《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数字媒体专业
群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研究与实践》

杨欣斌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8.3 教材佐证 专著：1本

4 国家级技能比赛成果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一等奖-
《探歌是怎样做成的》

赵文勇、于成龙
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广告教育专业

委员会
2017.01 大赛获奖证书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虚拟现实
（VR）设计与制作赛项

于成龙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组织委员

会
2017.08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常规赛）获奖名单公示 国家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1项

5 国家级实训基地 高校数字媒体产教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地 于成龙 教育部 2017.03
关于“高校数字媒体产教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地”项目首批合作院校

入选情况的通知
国家级实训基地：1个

6 国家级科学研究项目

基于随机块模型的面向大规模符号网络的
社区挖掘方法研究

赵学华 教育部 2017.07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通知书（教社科司函

〔2017〕147号）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1项

学术论文 赵学华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2018.01 编号：61（2018）237-254
SCI：15篇
EI：1篇

国家专利 马超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05 专利号：ZL201921411956.5
实用新型专利：19项

发明专利：3项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3项



6

国家级
（7项）

国家级科学研究项目

软件著作权 赵学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版权局
2018.01 登记号：2018SR025291 软件著作权：3项

7 国家级教学研究项目
国家级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学校共青团
工作的专业化、标准化、知识积累及共享

机制研究》
韩丽屏

共青团中央基层
建设部

2019.09 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结题证书 国家级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1项

1

省级
（13项）

广东省级教学成果奖
基于作品导向“三递进二融合”的数字媒

体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
韩丽屏 省教育厅 2020.03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9年广东省教育成果奖项目的通知 广东省教学成果奖：1项

2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

精品开放课程

《网页创意与艺术设计》 杨欣斌 省教育厅 2020.04
关于2019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开放

课程）立项验收结果的公示(粤教职函〔2019〕65号)
广东省精品开放课程1门

《网页设计》 韩丽屏 省教育厅 2020.04
关于2019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开放

课程）立项验收结果的公示(粤教职函〔2019〕65号)
广东省精品在线课程1门

《Flash网页动画制作》 庄建忠 省教育厅 2020.04
关于2019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开放

课程）立项验收结果的公示(粤教职函〔2019〕65号)
广东省精品在线课程1门

3
广东省挑战杯创新创

业大赛获奖
广东省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面向
中小学编程启蒙教育的可编程教育机械臂

赵学华 省教育厅 2019.05 第十五届“挑战杯”更多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名单公布
广东省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6项：特等
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

奖2项

4
广东省级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获奖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广东省
赛区一等奖：互动类《光点青春》

赵文勇 省教育厅 2019.01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广东省赛区获奖证书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广东省赛区
73项：一等奖14项，二等奖19项，三

等奖40项（仅大广赛）

广东省第三届高校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微视
频和海报设计大赛一等奖：海报类《雷》

王丹丹 省教育厅 2020.11 广东省第三届高校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微视频和海报设计大赛获奖证书
广东省第三届高校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微视频和海报设计大赛2项：一等奖1

项，二等奖1项

2019-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

等奖：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马超 省教育厅 2020.12 2019-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证书

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7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

5
广东省教师教学比赛

获奖
广东省高职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

王丹丹、赵

文勇、韩丽
屏

省教育厅 2017.09
2017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高等职业教育组信息化教

学设计比赛，证书编号：2017XXHDS406 No440934
广东省高职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2项

6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广东省眼镜创新设计与智能制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杨欣斌 省科技厅 2017.09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认定2017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
（粤科函产学研字〔2017〕1649号）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项

7
广东省“创新强校工
程”重大科研项目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化离焦眼镜设计与
制造应用研究

高西成 省教育厅 2020.06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2020年度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的公

示
广东省“创新强校工程”重大科研项

目：1项

8
广东省科学研究项目

成果

大规模人口接触网络建模挖掘方法及其应
用研究

赵学华
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管理委员会

2018.05 粤科规财字〔2018〕0105号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目：2

项



8

省级
（13项）

广东省科学研究项目
成果

社交网络群体事件发现与跟踪研究 王丹丹 省教育厅 2020.03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项目立项名

单的通知（粤教科函〔2020〕1号）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项

目：1项

9
广东省教学研究项目

成果
基于“互联网+优质教学资源”，系统化推

进高职混合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韩丽屏 省教育厅 2019.08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8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1项、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

项、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1项

10
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成果

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赵学华 省教育厅 2019.12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8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等项目认定名单的通知
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1项

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
攀登计划”专项资金）项目

黄英、陈华
共青团广东省委

学校部
2018.04

关于对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攀登计划”专项资金）
拟立项项目录入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平台工作的通知

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
（“攀登计划”专项资金）：2项

11
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
素质提高计划项目

ivx可视化创意设计与编程高级研修班 张平安 省教育厅 2021.03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1年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培训工作的通知
2021年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

目：1项

12 广东省党建研究项目
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培养教育管理质量研究
——以数字媒体学院学生党支部组织机制

创新与美育实践为例

李晓、韩丽
屏

省教育厅 2021.04

2019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党建研究项目，已结题（课
题编号：2019JKDJ082）；广东省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研究会2019年度党
建研究课题，已结题（课题编号：2019GZ2022）；2020年度广东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课题编号：GDWL20YB23）

广东省党建、思政项目：3项

13

广东省新时代高校党
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
优“党建工作样板支

部”

广东省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
优“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韩丽屏 省教育厅 2019.09
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对第二批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

创优工作评审结果
广东省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
量创优“党建工作样板支部”：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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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