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学校支持与保障措施 

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要求，

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人才，开创大学生科技活动新局面，充分

调动学院师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积极性，探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方法，进一步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水平，建设适应我校发展要求的创新

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促进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建立有效的保障和激励机制，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鼓励广大学生积极

参加创新创业类学术研究、科技创新、创业训练等实践和竞赛项目，学院

先后颁布了多项制度，鼓励和引导教师（或教师组）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

业实践，设立了“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项目专项资金” ，对学院创新创业

教育研究项目进行资助，颁发奖励工作量酬金、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

赛获等次奖的可在指导工作量基础上获得由学院颁发的一次性奖金，制定

了创新创业教育优秀导师培养管理办法，遴选一批在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建

设、科学研究、项目指导、社会服务等方面有一定成果且具备发展潜力的

教职工，通过培养，造就一批创新创业优秀导师，并入选校级教学名师。 

 



2.管理办法和政策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部门 出台年份 内容简介 

1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管理办法》（粤工贸院

〔2015〕151号 

教务处 2015 
2016年之前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执行此管理办法 

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管理办法》（粤工贸院〔2016〕

167 号） 

教务处 2016 

明确项目管理职责、申报立项、检

查验收、资金预算和使用、监督与

绩效考评等管理事项 

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创

新创业教育学分管理实施细

则》（粤工贸院〔2017〕137

号） 

创新创业学院 2017 
为提高大学生创新意识和精神，落

实创新创业学分制度 

4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创

新创业教育研究管理办法》

（粤工贸院〔2017〕175号） 

科研处 2017 

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

要求，调动师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积极性，健全管理项目管理机制 

5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创

新创业奖学金实施办法》（粤

工贸院〔2017〕176号） 

创新创业学院 2017 
设立创新创业奖学金，明确奖励范

围和标准 

6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创

新创业教育优秀导师培养管

理办法》（粤工贸院〔2017〕

178 号） 

人事处、学生

处、团委 
2017 

实施创新创业优秀导师培养计划，

明确培养目标、遴选程序。考核等 

7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创

新创业保障及激励办法》（粤

工贸院〔2017〕180号） 

创新创业学院 2017 

对创新创业类学术研究、科技创

新、创新训练等实践和竞赛项目进

行奖励 

8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

于公布<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暨

学科竞赛项目（2018 版）>的

通知》（粤工贸院〔2018〕23

号） 

学校 2018 

确定《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创新

创业保障及激励办法》中的创新创

业竞赛项目 

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

于调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粤工

贸院〔2018〕124号） 

学校 2018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10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管理办法(修订)》（粤工贸院

〔2019〕61号 ） 

学校 2019 
明确项目责任分工、管理职责、项

目资金及管理等管理事项 

3.学校立项和验收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部门 年份 内容简介 

1 

关于公布 2014年院级校内外

实践教学基地和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结果

的通知（粤工贸院〔2014〕130

学校 2014 
共立项 15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 



号） 

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5年度高职教育教学

质量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

知（粤工贸院〔2015〕100号） 

学校 2015 
共立项19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 

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6年度教学质量工程

项目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类

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粤工贸

院〔2016〕87号） 

学校 2016 
共立项 23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 

4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7年第一批院级教学

质量工程立项建设项目名单

的通知（粤工贸院〔2017〕96

号） 

学校 2017 
共立项 39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 

5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8年校级教学质量工

程立项建设项目名单的通知

（粤工贸院〔2018〕133号） 

学校 2018 
共立项 36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 

6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5年教学质量工程项

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粤工

贸院〔2015〕222号） 

学校 2015 
共验收通过 10个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 

7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6年教学质量工程项

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粤工

贸院〔2016〕132号） 

学校 2016 
共验收通过 3个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 

8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7年校级教学质量工

程项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粤工贸院〔2018〕7号） 

学校 2017 
共验收通过 3个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 

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2018年校级验收结果的通知

（粤工贸院〔2018〕191号） 

学校 2018 
共验收通过 31个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 

10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9年省级质量工程项

目校内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学校 2019 
共验收通过 20个省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4.资金划拨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部门 年份 内容简介 

1 
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管理条例

（粤工贸院〔2013〕78 号） 
教务处 2013 

2016 年之前项目资助资金执行该

文件，每个项目资助 1500 至 2000

元 

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2016年和2017年教学质

量工程建设项目资助资金和

学校 2017 
每个校级项目学校资助资金 5000

元 



项目编号的通知（粤工贸院

〔2017〕75 号） 

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7 年第一批院级教学

质量工程立项建设项目名单

和资助资金的通知（粤工贸院

〔2017〕96 号） 

学校 2017 
每个校级项目学校资助资金 5000

元 

4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下达 2018 年校级教学质量工

程立项建设项目资助经费的

通知（粤工贸院〔2019〕10

号） 

学校 2019 
每个校级项目学校资助资金 5000

元 

5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3 年度省级质量工程

项目资助资金的通知（粤工贸

院〔2014〕176 号） 

学校 2013 
每个省级项目学校资助资金 2000

元 

6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4 年度省级质量工程

项目资助资金的通知（粤工贸

院〔2015〕225 号） 

学校 2014 
每个省级项目学校资助资金 2000

元 

7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 2015 年度省级质量工程

项目资助资金的通知（粤工贸

院〔2016〕125 号） 

学校 2015 
每个省级项目学校资助资金

10000 元 

8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公布2016年和2017年教学质

量工程建设项目资助资金和

项目编号的通知（粤工贸院

〔2017〕75 号） 

学校 2016 
每个省级项目学校资助资金

10000 元 

5.验收项目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2
 指导教师

3
 立项年份 

资助额度 

（万元） 
资助年份 

1 众 E科技有限公司 林华挺 蔡少德 2013年 1月 0.2 2013年 

2 
基于安桌平台的手机远

程控制项目 
杨之博 蔡雪莲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3 工贸招待所 覃桂莲 刘婵、罗春科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4 
基于仿真模拟的小型企

业经营培训 
谭皓尹 杨嘉伟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5 
快速原型制作技术对外

服务公司 
潘建伟 

丘永亮、周渝

明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6 
广东工贸天河校区中山

证券微型营业部 
林绍坪 江暮红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2
 项目组成员应为学生。 

3
 指导教师最多 2 人，但校内教师仅限 1 人。 



7 
工贸“轻舞飞扬 ”演艺

公司 
黄雪莹 刘剑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8 装饰工程设计顾问中心 陈思源 彭金奇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9 
测绘人才信息平台的开

发项目 
李浩华 

陈君浩、周清

莲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10 二手书租售中心 周华杰 祝丽杰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11 工贸精品店 梁添发 
刘彩云、陈冠

锋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12 
编码自动化成图法在数

字化测图中的应用训练 
吕奕森 王战 2015年 2月 1 2015年 

13 
面向产品结构认知的三

维互动平台建设 
陈奕文 阎汉生 2015年 2月 1 2015年 

14 “模拟市场”变现联通器 刘翼 邱秀芳、吴浩 2015年 2月 1 2015年 

15 

高铁通信 GSM-R系统 Gb

接口的监测和应用的研

究 

王晓鑫 
侯聪玲、林海

坚 
2015年 2月 1 2015年 

16 图书租售项目 柯钿灿 祝丽杰 2016年 6月 1 2016年 

17 
基于 HTML5技术的移动

应用开发 
彭大富 郭建东 2016年 6月 1 2016年 

18 大学生格子铺 许家豪 廖文芳 2016年 6月 1 2016年 

19 
基于 GIS的城市小区低

影响开发模拟与评价 
刘志航 黄铁兰 2016年 6月 1 2016年 

20 
可远程控制的驾校夜间

灯光模拟考试系统 
吴国俊 

胡应坤、吕小

勇 
2016年 6月 1 2016年 

21 
3D建模技术在三维城市

GIS中的应用 
梁炜杰 高照忠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22 
GIS技术在数字城市构建

中的应用训练 
刘少浩 

徐兴彬、孙照

辉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23 社区便民之菜篮子 谢雄杰 李政敏 2016年 6月 1 2016年 

24 电话、网络少儿英语培训 邓叶银 华丹茜 2013年 1月 0.2 2013年 

25 工贸校园服装公司 黄功文 于雁翎 2013年 1月 0.2 2013年 

26 
“so嗨租车”广东工贸

自行车租赁店 
陈幸荣 欧敏、邱秀芳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27 

芒里偷闲——大学生酒

店餐饮管理创业训练项

目 

陈洁玲 杨国民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28 
基于互联网的手机阅读

器（新闻、书籍） 
江旭盛 彭龙 2014年 5月 0.2 2014年 



6.学校组织验收 

6.1 验收情况 

根据省厅文件精神，我校组织对 2012-2017 年所有经省教育厅发文立项、建设期

满且尚未通过省级验收的 28 个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进行了校内结题验

收。经各项目申请，创新创业学院审核，组织召开项目验收评审会，邀请 5 名校外专

家进行评审，专家组在审阅验收材料的基础上，结合项目负责人汇报、质询答辩情况，

对各项目进行验收评审确定验收结论，其中 20 个项目通过结题验收，3 个项目暂缓通

过结题验收，5个项目不通过结题验收。 

 

6.2 公示和异议处理情况 

经公示无异议。 

 

 

 

 

 

 

 

 

 

 

 

 



 

 

 

 

 

 

 

 

 

 

 

 

 

 

 

 

 

 

 

 

 

 

 

 

 

 

 

 

 

 



7.专家组验收意见 

 

附：验收专家组名单（含专家姓名、单位、职务、职称等基本情况）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

1 许义海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创业学院院长

高级实
验师

13392640278

2 李友余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执

行副院长
副教授 13926242856

3 许爱军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院

长
教授 13533283835

4 李显意
广州华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经
济师

18902266330

5 温广智 广州茂名商会 校企合作总监
高级讲

师
13902292980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内验收专家组名单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