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名单 

 

序号 单  位 专业名称 

1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 机电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 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 教育技术学 

6 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7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8 会计学院 会计学 

9 政法学院 法学 

10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2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13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经费
（元）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2012ZSZG01 卓越职教教师人才培养（“3+2+3”专本硕、“4+3”本硕
连读等）探索与实践

30000 王乐夫 院办

2 2012ZSZG02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及其对我校改革的启示 5000 刘卫东
教学改革与发展

研究中心

3 2012ZSZG03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课堂与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5000 崔怀林 教务处

4 2012ZSZG04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实验、实训条件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5000 沈秀红
设备与实验室管

理处

5 2012ZSZG05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成果展示平台 3500 罗俊 计算机网络中心

6 2012ZSZG0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
究与实践

谢赞福 计算机科学学院

7 2012ZSZG0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
力）研究

马震远 计算机科学学院

8 2012ZSZG08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质
量标准”的研究制订

柏柯嘉 计算机科学学院

9 2012ZSZG09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人
才培养方案”的研究制订

李伟健 计算机科学学院

10 2012ZSZG10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课
程与教学内容”探索与实践

黄超 计算机科学学院

11 2012ZSZG11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课
堂与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江朝勇 计算机科学学院

12 2012ZSZG12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校用
合作探索与实践

肖茵茵 计算机科学学院

13 2012ZSZG13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课程
建设探索与实践

梁鹏 计算机科学学院

14 2012ZSZG14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教学
评价机制探索与实践

冯文辉 计算机科学学院

15 2012ZSZG15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
与实践

刘炽辉 电子与信息学院

16 2012ZSZG16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质量
标准”的研究制订

王红云 电子与信息学院

17 2012ZSZG17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人才
培养方案”的研究制订

钟旭 电子与信息学院

18 2012ZSZG18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课程
与教学内容”探索与实践

杨舰 电子与信息学院

19 2012ZSZG19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课堂
与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小玲 电子与信息学院

20 2012ZSZG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
改革研究与实践

徐伟 机电学院

21 2012ZSZG21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
资“质量标准”的研究制订

徐兰英 机电学院

22 2012ZSZG22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
资“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制订

王晓军 机电学院

23 2012ZSZG23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
资“课程与教学内容”探索与实践

姚屏 机电学院

24 2012ZSZG24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
资“课堂与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林峰 机电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子项目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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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经费
（元）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子项目立项名单

25 2012ZSZG2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
研究与实践

张绪红 自动化学院

26 2012ZSZG2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
力）研究

杨宁 自动化学院

27 2012ZSZG27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
质量标准”的研究制订

曾智刚 自动化学院

28 2012ZSZG28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
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制订

周卫 自动化学院

29 2012ZSZG29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
课程与教学内容”探索与实践

曾燕飞 自动化学院

30 2012ZSZG30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
课堂与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朱鹰屏 自动化学院

31 2012ZSZG31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校
用合作探索与实践

唐德翠 自动化学院

32 2012ZSZG32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课
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汪蔚 自动化学院

33 2012ZSZG33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师资教
学评价机制探索与实践

向丹 自动化学院

34 2012ZSZG34 教育技术学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
践

吴天生
教育技术与传播

学院

35 2012ZSZG35 教育技术学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研究 张旭日
教育技术与传播

学院

36 2012ZSZG36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
”研究

周元春
教育技术与传播

学院

37 2012ZSZG37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
方案”的研究制订

李端强
教育技术与传播

学院

38 2012ZSZG38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实
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谢运佳
教育技术与传播

学院

39 2012ZSZG39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教
学内容”探索与实践

赵剑冬
教育技术与传播

学院

40 2012ZSZG40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职教师资校用合作探
索与实践

吴仕云
教育技术与传播

学院

41 2012ZSZG41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职教师资课程建设探
索与实践

冯丽英
教育技术与传播

学院

42 2012ZSZG42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职教师资教学评价机
制探索与实践

赵玉
教育技术与传播

学院

43 2012ZSZG43 国际商务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夏励嘉 经济与贸易学院

44 2012ZSZG44 国际商务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研究 蔡玉龙 经济与贸易学院

45 2012ZSZG45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国际商务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
的研究制订

关勇 经济与贸易学院

46 2012ZSZG46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国际商务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
案”的研究制订

罗琪 经济与贸易学院

47 2012ZSZG47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国际商务专业职教师资”课程与教学
内容“探索与实践

岑孟君 经济与贸易学院

48 2012ZSZG48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国际商务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实践
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袁裕辉 经济与贸易学院

49 2012ZSZG49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国际商务专业职教师资校用合作实践
与的探索

敖建猛 经济与贸易学院

20000

200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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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经费
（元）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子项目立项名单

50 2012ZSZG50 旅游管理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单纬东 管理学院

51 2012ZSZG51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旅游管理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
的研究制订

邹蔚菲 管理学院

52 2012ZSZG52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旅游管理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
案”的研究制订

张海燕 管理学院

53 2012ZSZG53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旅游管理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实践
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任泉香 管理学院

54 2012ZSZG54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旅行社类课程“课堂与项目实践教学
模式”探索与实践

温锦英 管理学院

55 2012ZSZG55 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向凯 会计学院

56 2012ZSZG56 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研究 赵珲 会计学院

57 2012ZSZG57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的
研究制订

刘茂平 会计学院

58 2012ZSZG58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
”的研究制订

刘国庆 会计学院

59 2012ZSZG59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课程与教学内
容”探索与实践

龙文滨 会计学院

60 2012ZSZG60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实践教
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勤 会计学院

61 2012ZSZG61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校用合作探索与
实践

邵世凤 会计学院

62 2012ZSZG62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课程建设探索与
实践

柳建启 会计学院

63 2012ZSZG63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职教师资教学评价机制探
索与实践

赵元笃 会计学院

64 2012ZSZG64 法学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郭洪波 政法学院

65 2012ZSZG65 法学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研究 蓝燕霞 政法学院

66 2012ZSZG66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法学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的研
究制订

古小东 政法学院

67 2012ZSZG67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法学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
的研究制订

于定勇 政法学院

68 2012ZSZG68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法学专业职教师资“课程与教学内容
”探索与实践

宁清华 政法学院

69 2012ZSZG69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法学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实践教学
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英 政法学院

70 2012ZSZG70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法学专业职教师资教学评价机制探索
与实践

朱显荣 政法学院

71 2012ZSZG71 汉语言文学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研究探索 陈利群 文学院

72 2012ZSZG72 汉语言文学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研究 黄文浩 文学院

73 2012ZSZG73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
”的研究制订与探索

刘汉光 文学院

74 2012ZSZG74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订及其实践探索

刘晓文 文学院

75 2012ZSZG75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职教师资“课程与教
学内容”的探索与实践

白崇 文学院

76 2012ZSZG76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实
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张福萍 文学院

77 2012ZSZG77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职教师资“校用合作
”探索与实践

朱华英 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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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经费
（元）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子项目立项名单

78 2012ZSZG78 英语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贺显斌 外国语学院

79 2012ZSZG79 英语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研究 王永健 外国语学院

80 2012ZSZG80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英语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的研
究制订与探索

蒋银健 外国语学院

81 2012ZSZG81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英语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
的研究制订

郭珊珊 外国语学院

82 2012ZSZG82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英语专业职教师资“课程与教学内容
”探索与实践

江霞 外国语学院

83 2012ZSZG83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英语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实践教学
模式”探索与实践

张彦琳 外国语学院

84 2012ZSZG84 艺术设计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吴振全 美术学院

85 2012ZSZG85 艺术设计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研究 张锋美 美术学院

86 2012ZSZG86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艺术设计专业职教师资“质量标准”
的研究制定

张繁文 美术学院

87 2012ZSZG87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艺术设计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
案”的研究制订

黄明秋 美术学院

88 2012ZSZG88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艺术设计专业职教师资“课程与教学
内容”探索与实践

姚斌 美术学院

89 2012ZSZG89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艺术设计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实践
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周冬梅 美术学院

90 2012ZSZG90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艺术设计专业职教师资校企合作模式
的探索实践研究

赵婷婷 美术学院

91 2012ZSZG91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网络课程平台建设探索与实践 黄爱民 美术学院

92 2012ZSZG92 学前教育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陶红 教育学院

93 2012ZSZG93 学前教育专业职教师资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研究 苗素莲 教育学院

94 2012ZSZG94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学前教育专业职教师资 "质量标准”
的研究制订

孙文云 教育学院

95 2012ZSZG95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学前教育专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
案”的研究制订

陈丽君 教育学院

96 2012ZSZG96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学前教育专业职教师资“课堂与实践
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杨素娟 教育学院

97 2012ZSZG97 突出核心能力培养的学前教育专业职教师资课程资源开发
与运用机制研究

唐芬芬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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