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以项目建设目标为指引，项目立项后，项目组制定详细的工作计

划和建设方案，经过四年的建设，在现有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设备

基础上，加大资金投入，总投入 250 万元，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

现已建成 1020 平方米的实训基地，新建或改建实训室 10 间，加强了

实践教学，提升实践教学内涵建设；提升职业技能认定和技能比赛；

建设 2 个校级教学团队；建设 2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4 门校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成果显著，副高及以上比例由原来的

27.8%提升到 57.1%、硕士学位及以上比例由原来的 61.1%提升到

71.4%、双师素质教师比例由原来的 55.6%提升到 85.7%；培养了一名

南粤优秀教师、一名全国优秀教师；兼职教师队伍由原来的 4 人提升

到 6 人；加强校企联合，与广州腾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共建计算

机网络技术专业（华为网络工程师班）。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训基地建成后，创新了计算机网路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了专业的内涵建设能力，实现资源共享，促进

相关专业的共同发展，增强为区域经济服务的能力，充分发挥基地在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改革、

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示范作用。  

 



 

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1 

应完成要点数（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成率（%） 

23 23 100% 

主要建设任务2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任务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

（分条列举） 

实训场地面积 1000（M2） 实训场地面积 1020（M2） 无 

实训设备总值 1100（万元） 实训设备总值已达 1107.6 万元） 无 

实训室数 10 间 实训室数已达 10 间 无 

主要实训设备 600（台/套） 主要实训设备已达 600（台/套） 无 

实训工位数 50 个 实训工位数已达 100 个 无 

主要设备利用率 90% 主要设备利用率已达 95% 无 

专任专业教师 20 人 专任专业教师已达 21 人 无 

实训基地指导教师 20 人 实训基地指导教师已达 21 人 无 

其中：高级工及以上 5 人 其中：高级工及以上有 6 人 无 

兼职教师人数 4 人 兼职教师人数已达 6 人 无 

当年对本校学生实训人数 1500

人 

当年对本校学生实训人数已达

1500 人 
无 

生均实训学时 80（学时/人） 完成生均实训学时 80（学时/人） 无 

学生实训占总学时比例 60% 学生实训占总学时比例已达

65% 
无 

当年社会培训 100 人 完成当年社会培训 100 人 无 

人均实训学时 80（学时/人） 完成人均实训学时 80（学时/人） 无 

建设举措和建设目标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经落实的 

建设举措和已经实现的目标

（分条列举） 

尚未实施的举措 

和未完成目标 

（分条列举） 

设备功能先进齐全，培养高素质

的计算机网络技能人才 

已建成的实训基地设备功能先

进齐全，能够培养高素质的计算

机网络技能人才 

无 

校企共建，为社会、企业提供计

算机网络技术培训 

1、 已与企业签订校企共建计算

机网络技术专业的协议； 
无 

                                                             
1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2
 主要建设任务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申报、立项、管理、验收等文件要求，结合项目申报书（含申请书、

任务书等，下同）确定。 



 

2、 企业参与专业建设指导委员

会的工作； 

3、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有 8 名

教师被企业聘为技术顾问； 

4、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有 11

名教师到企业进行专业技能

锻炼； 

产学研结合，提升实训基地的社

会服务性 

1、 学院已与广州腾科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签订了共建计算机

网络技术专业（华为网络工

程师方向）； 

2、 年培训接待能力达到 1500

人次； 

无 

建立完善的技能鉴定站，辐

射其他专业群和周边高职院校，

建设完备的高职计算机网络专

业师资培训基地 

1、 已与全国信息化计算机应用

技术水平教育培训中心合

作，已建立完善的技能鉴定

站； 

2、 与多家企业、院校合作，成

为企业、院校的培训点； 

3、 已建立完善的技能鉴定站； 

4、 年岗位培训超 300 人次 

无 

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 已建成生产性实训基地 无 



 

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3 

预期成果（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的建设成果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预期成果 

（分条列举） 

创新计算机网路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 

1、计算机网路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华为网络工程师

班，是华联与广州腾科网络有

限公司合作共建专业）； 

2、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网站开发工程师订

单班，是华联与广州易第优软

件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养订

单班）； 

无 

实现资源共享，促进相关专业

群的共同发展 

1、 建成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校内实训基地； 

2、 提升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

业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3、 培养了一名全国优秀教

师，一名南粤优秀教师； 

4、 建设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2门，建设校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 14门； 

5、 建设校级教学团队 2个； 

6、 主编参编教材 5本； 

7、 新增电子商务技术专业； 

8、 促进相关专业群的共同发

展。 

无 

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 

1、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业

生“双证”率 100%； 

2、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近四

年平均就业率 96.76%； 

3、 全国信息化计算机应用技

术水平教育培训授权鉴定

站； 

4、 实训基地年平均培训 100

人，人均 80 学时； 

5、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果

应用。 

无 

                                                             
3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一、创新计算机网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1. 校企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2. 创新计算机网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华为网络工程师班，是华联与广州

腾科网络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专业）； 

3. 创新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网站开发工程师订单班，是华联与

广州易第优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养订单班）； 

二、实现资源共享，促进相关专业群的共同发展 

4.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校内实训基地情况一览表 

5.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师资队伍情况 

6. 项目建设前后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师资队伍对比表 

7. 项目建设以来教师职称、学历、职业资格等证书 

8. 教师获奖证书 

9. 教师国内访学情况 

10. 教师参加培训情况 

11. 教师下企业情况 

12. 建设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3. 建设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4. 建设校级教学团队 

15. 教师主编参编教材 

16. 教师发表论文一览表 

17. 教师主持课题一览表 

18.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兼职教师名单 

三、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 

19.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业生“双证”率 100% 

20.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就业率 

21. 全国信息化计算机应用技术水平教育培训授权鉴定站协议 

22. 实训基地服务社会情况 

23.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果应用情况 



 

四、项目建设水平 

（包括：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情况、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等） 

（一） 项目建设质量 

根据省部级等有关职业教育的文件精神，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

教育发展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

线的高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是高等职业院校

改善办学条件、彰显办学特色、提高教学质量的重点；而服务区域经

济和社会发展，以就业为导向是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必然

选择。我校地处广州市，经济发达，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开设拥有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本土资源。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培养目

标：立足广州，面向全省，为中小企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与职业道德，掌握网络组建与网站建设的基本理

论知识及基本方法，具备从事本专业领域工作的基本能力，能从事网

络工程及网站建设业务的高等技术性应用型专门人才。 

以项目建设目标为指引，以职业岗位核心技能培养为目标、以课

程体系要求为依据、以教学模式实现为主线开展实训基地建设。在现

有的计算机网络设备基础上，围绕学院“高素质为本、高技能为重、

高就业导向、创新促发展”的宗旨，紧紧围绕广州市及珠三角地区重

点发展的信息产业的人才需求，与行业企业紧密合作，贯彻先进性、

真实性、职业性、共享性的建设原则，基地集教学、科研、工程、培

训、技能鉴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建成一个开放型、共享型的计算机

网络技术实训基地，项目经过四年的建设，总投入 250 万元，新建或

改建实训室 10间，现已建成 1020平方米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训基地，

完成了项目建设的所有目标。 

（二） 成果应用情况 

1、加强实践教学。 

在实训基地全面推行“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实施项目



 

课程教学，以网络建设或网络管理的工作任务为教学内容，教学顺序

按照项目编排来展开，重点是教会学生如何完成工作任务，知识、技

能学习结合任务完成过程来进行。全面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

识和创造能力。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注意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培

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协作精神，以

及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资源共享，促进相关专业群的共同发展。 

专业实训基地建成后，我校计算机相关专业近 2500 名学生实训

条件得到改善，网络专业的专业技能课程全部能实施一体化课程，学

生实训时间将增加 30%，达到校内生产性实训半年以上的要求。实训

基地建成后，学院加强校企联合，与广州腾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

共建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华为网络工程师班），创新计算机网路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龙头，辐射带动校

内计算机类专业中软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动

漫制作技术、电子商务技术等专业的共同发展，创新了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广州易第优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养订单

班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网站开发工程师）。 

3、职业技能认定和技能比赛。 

实训基地建成后，为了提高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生的职业技术

水平，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实现 “双证”培养目标，增强学校

社会服务能力，与全国信息化计算机应用技术水平教育培训管理中心

合作，进行 CCAT（全国信息化专业技能证书）网络应用工程师认证



 

培训，目前这项工作已在 15 级、16 级、17 级、18 级网络班进行，

我们采取认证培训与专业培训计划有机结合，将认证课程与专业教学

课程统一，认证成绩直接作为该科成绩记入学绩档案。另外鼓励学生

参加行业技能比赛，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增长见识，也能锻

炼学生胆量和提高我校知名度。 

4、实践教学内涵建设。 

实训基地建成后，为保障实践教学的顺利实施，根据计算机网络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校内外实践教学安排，加强实践教学内涵建

设，进一步规范了实训指导书、实训教学大纲、实践教学管理制度，

校外实习相关制度等相关规范的制定。 

5、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双师型”师资队伍得到加强。 

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是高职院校发展之本，也是计算

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的必备条件。为了更好地进行实践

教学，鼓励广大教师到企业顶岗实习和技术服务，引进人才时注意引

进即有实践经验又适合从事教学工作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双师素质教

师，建立实际运行的校外实训基地，努力为教师到实践岗位锻炼提供

条件，通过项目建设，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双师型”师资队伍得到

加强。 

6、加强校企合作，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利用广州独特的地理优势，深入开展“产教结合、校企合作”通

过合作办学、专业指导委员会等模式，在人才培养方案、实训室建设、

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探讨，最终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赢”的效



 

果。 

7、社会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训基地是一个开放型的实训基地，不但对本院

学生开放，而且对兄弟学校和社会开放。专业实训基地建成后，使职

业教育实训基地培训能力达到年培训 1500 人次。为学生和社会人员

的职业资格鉴定，为网络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再就业转岗、进城务

工人员的信息技术培训提供有力保障。具体服务功能如下： 

项目 具体服务功能 

学生实训 为本院和兄弟学校学生网络技术实训教学提供

场地与设备。 

职业技能鉴定功能 设立职业技能鉴定站,为学生和社会人员进行

职业技能的鉴定工作。 

企事业单位网管人员培训 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基地同时作为本区域网络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社会人员培训 满足社会人员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转岗、

再就业等要求基地。 

对社会的技术服务 利用自身技术与设备的优势,为企事业单位从

事技术服务,提高基地的技术水平。 

与兄弟学校交流 作为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地,促进实训基地与

兄弟学校共同发展。 

 

（三） 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广

州邮电职业学院、广东创新职业学院、广州松田职业学院等兄弟院校

相关专业的老师过来参观学习和交流。 

 

五、项目经费落实和使用情况 



 

申报时承诺的 

项目建设总经费 

（万元） 

已到位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到位率

（%）4 

已支出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支出率

（%）5 

250 250 100% 249.15 99.66% 

申报材料上的经费使用方案 

序

号 
目标内容 

预计资金 资金来源 

2014 年 2015 年 国家财政 学校自筹 企业投资 

1 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2 3 

110 110 30 

2 教学资源库建设 10 10 

3 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3 4 

4 

实践

教学

条件

建设 

智能化布线实训室 30  

网络存储与语音实训室 30  

信息安全实训室 30  

3G 通信实训基地  90 

5 教育培训服务 2 3 

6 生产经营与技术服务 10 5 

7 职业技能鉴定 5 5 

8 基地内涵建设 3 5 

小计 125 125 110 140 

总计 250 250 
 

经费实际收支情况（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4
 资金到位率=已到位建设经费/申报时承诺的项目建设总经费。 

5
资金支出率=已支出建设经费/已到位建设经费 



 

 
 

 

六、项目后续建设规划（限 500 字以内） 



 

（可以填写后续建设设想或应用推广计划等） 

1、提升技术研发能力。 

通过与计算机相关行业企业合作，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的方式，共同打造技术

研究平台，共同研究计算机网络当前热点技术，使基地成为技术研究、实验、交

流、推广平台。 

2、打造更高水平师资团队。 

通过引进、培养的方式打造更高水平师资团队，丰富师资团队的组成结构,

使师资团队不但具备教学培训能力，也具备技术研究，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能力。 

3、继续提升基地技术服务能力。 

利用基地先进设备和枝术，对职业院校发展较落后的偏远地区教师开展教学

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培训。 

4、提升专业才培养质量。 

通过技术研究及基地的纽带连接作用，把握当前行业发展方向，研究企业内

部职业岗位设置及能力组成结构，建立人才培养调节机制，通过技能竞赛、创新

创业教育，引领专业改革发展，促进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

有效性、针对性，使培养的人才能及时满足行业企业的需求，提升专业才培养质

量。 

七、项目负责人承诺 

 

八、项目校内结题专家组意见（需附结题实证材料） 



 

校内结题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余明辉 
教授/信息工程学院

院长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13570717289 

2 邱炳城 
教授/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18929557692 

3 赵红英 
教授/运输与经济管

理学院副院长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3580358309  

4 余建斌 
副教授/经济管理学

院教师 
华南农业大学 13570580736 

5 侯松岭 
副教授/私立华联学

院校长 
私立华联学院 13710322589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九、学校委托验收专家组意见6 

学校委托验收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2     

3        

4     

5     

….     

校内结题和验收是否合并开展 是 否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十、项目校内管理部门意见 

 

                                                             
6
 仅委托学校组织验收的项目，需要填写本部分表格；各高职院校受省教育厅委托组织开展省级验收时，

可将校内结题和省级验收结合起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