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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粤工贸院教〔2019〕39号 

关于做好我校 2019 年省级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和

精品开放课程验收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项目负责人：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

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验收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19〕

65 号）和《关于做好我校 2019年度省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验收工作的通知》（粤工贸院教〔2019〕34号）要求，教务处

和实训中心联合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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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实训基地和精品开放

课程验收申报工作。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 验收项目 

1 个公共实训中心、6 个省级专业实训基地、15门省级精品

开放课程（含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视频公开课）须参加验收，

具体名单见附件 1。 

二、验收要求 

1.各项目依据项目申报书、建设方案和任务书（见附件 2），

填报《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验收登记表》（附件 3），围

绕“验收登记表”中各个验收面（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项目建设任

务和目标完成情况、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



情况、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方面）收集整理

佐证材料。 

2.仔细研读省厅文件中有关项目验收结果及处理要求，注

意如果省财政补助资金使用存在问题、承诺建设资金不到位或

验收要点完成率低于 90%的，验收结论为不通过。项目验收要点

完成率达到 90%，但低于 95%的，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 

3.校内验收后再提交省级验收，其中校内验收结论为暂缓

通过或不通过的，省级直接采用校内验收结论，不通过、不参

加验收项目终止建设，暂缓通过项目接受下一年度验收，如仍

不通过则终止项目建设。 

三、验收流程 

（一）组织申报。各二级学院组织验收项目梳理项目申报

书（含申请书、推荐书等）、建设方案、任务书等，并以此为依

据，填报《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验收登记表》，整理相

关佐证材料，上传至项目验收网站，并于 5 月 22日之前提交验

收材料。 

（二）专家评审。教务处和实训中心将于 5月 24日开始组

织专家评审，根据评审需要，专家评审采取网络评审与集中评

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审议公示。在专家评审的基础上，学校于 6 月 5 日

前审议确定校内验收结果并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天。 

（四）上报省厅。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以正式公文形式



于 6 月 15日前将验收材料上报省教育厅。 

四、材料要求 

1.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19 年 5月 22 日。 

2.提交《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验收项目汇总表》（附件

1）和《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验收登记表》（附件 3）电

子版，打包压缩命名为“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后上传至 OA

文档中心，上传路径：文档中心—单位文档—广东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教务处—教研科—2019 年省级实训基地和精品开放课

程验收材料。 

 3.各项目建设验收申报网站，基本要求：在项目申报与评

审平台（http://jx.gdgm.edu.cn/skills）上或其他平台上建

设，须将申报书、建设方案、任务书、验收登记表和相关佐证

材料（含相关结题网站链接）等上传验收网站，网站建设操作

指南见附件 4。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教务处联系人：赵文龙 87745734，杨

灿 18028622201，材料报送联系人：林娥，15918736176。 

附件：  

1. 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验收项目汇总表 

2. 各项目申报书、建设方案和任务书 

3. 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验收登记表 

4. 项目申报及网站建设操作指南 

                 

教 务 处                             

 2019年 4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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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省级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和精品 

资源共享课验收评审方案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验收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19〕65 号），

学校组织开展了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和精品资源共享课验收

评审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一、 验收项目 

序

号 
项目类别 二级教学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公共实训中

心 
学院实训中心 机器人创新应用技术公共实训中心 赵红 

1 

实训基地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 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侯林锋 

2 机电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实训基地 徐勇军 

3 工商管理学院 商务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杨慧 

4 汽车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工业机器人技

术研发与应用实训基地  
王艳芬 

5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信息安全）专业实

训基地  
石文龙 

1 

精品资源共

享课 

机电工程学院 模具材料及性能检测 何军拥 

2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 AutoCAD 数字测绘 速云中 

3 应用外语学院 商务情景英语 肖铁蕾 

4 应用外语学院 外贸翻译技巧 杨国民 

5 汽车工程学院 数字电子及 EDA技术 王艳芬 

6 机电工程学院 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作 刘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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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电器系统诊断与维修 赵文龙 

8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 GIS技术及应用 常德娥 

9 工商管理学院 审计 邹德军 

10 经济贸易学院 外贸单证实务 徐萌 

11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ASP.NET动态 WEB技术 郭建东 

12 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金融 江暮红 

13 机电工程学院 快速成型与后处理技术 阎汉生 

14 经济贸易学院 经济法 廖晓虹 

15 经济贸易学院 销售管理 易正伟 

 

二、验收评审时间和地点 

项目类别 网络评审时间 现场评审时间 现场评审地点 

省级实训基地（公共

实训中心） 
2019年 6月 4—5日 

2019年 6月 6日上午

9：00～11:30 

天河校区西区综合

楼三楼中心会议室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019年 6月 4—5日 
2019年 6月 6日下午

14：15～17:00 

天河校区西区综合

楼三楼中心会议室 

二、验收评审方式 

1.网络评审 

6 月 4 日-6 月 5 日，各位专家审阅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

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的验收网站，查看各项目验收登记表、申报书、

建设方案、任务书及相关佐证材料等，填写《2019年省级实训基地

（公共实训中心）和精品资源共享课验收评审意见表》（见附件 1）。 

2.现场评审 

6 月 6 日，召开省级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和精品资源共

享课现场评审会议。专家组听取各项目汇报，结合网络审阅情况和

质询对各项目进行评审，拟确定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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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9年省级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和精品资源共享

课验收评审意见表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19年 6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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