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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报学校仅须填写一份认定报告，不用每个项目都填写一份。学校应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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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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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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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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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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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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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2017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评审、验收等方面

的管理规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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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2017 针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各方面活动的师生

奖励及激励政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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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2017 
鼓励教师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激励和

管理办法 

3.立项和验收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部门 年份 内容简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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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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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高职教育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立项项目名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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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一批院级教学质量工程立项建设项

目名单（含高职教育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

目名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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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校级教学质量工程立项建设项目名单

（含高职教育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名

单） 

4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

于公布 2019-2020 年校级质

量工程项目（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和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验收结果的通知》（粤

工贸院〔2021〕20 号） 

学校 2021 

公布 2016~2018 年度校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校级立项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与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两类项目）验

收结果 

4.资金划拨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部门 年份 内容简介 

1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

于下达 2017 年“创新强校工

程”建设专项经费预算的通

知》（粤工贸院〔2017〕68
号） 

学校 2017 
内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6 年校

级立项项目专项资金安排（见资金下达佐证材

料） 

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

于下达 2018 年“创新强校工

程”建设专项经费预算的通

知》（粤工贸院[2018]63 号） 

学校 2018 
内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7 年校

级立项项目专项资金安排（见资金下达佐证材

料） 

3 

《关于下达 2019 年“创新强

校工程”建设专项经费预算

的通知》（粤工贸院〔2019〕
108 号） 

学校 2019 
内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8 年校

级立项项目专项资金安排（见资金下达佐证材

料） 

5.推荐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2 指导

教师3 
校级立

项年份 
资助额度

（万元） 
资助

年份 

1 
非遗文化传承者 

— 尚武古劳咏春拳馆 

劳炽文、潘勤华、张屹

韬 

祝丽

杰 
2018 0.5 

2019/

5/30 

2 具有健康监护功能的智能轮椅 
  郑志淦、黎梓健、

陶晓冰、李柏灵、钟银

 

张巧

平 
2018 0.5 

2019/

5/30 

3 
基于 ZigBee 无线远程监控的点

滴输液控制系统 

 郑俊鹏、蓝茂焜、徐

开涛、李浩生、王子波、

  

胡应

坤 
2016 0.5 

2017/

5/24 

4 
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智能农业

温控系统 

 辜金洵、吴棠荣、曾

琦琦 
张萍 2016 0.5 

2017/

5/24 

5 创意灯具设计工作室 
罗淋丰、冼伟洪、严坚

华、吴文婷、林广平、

 

 

周红

云 
2018 0.5 

2019/

5/30 

6 “蓝天”玩具产品设计工作室 
胡晓娟、邱少丹、曾梓

芸、陈诚扬、卢本途、

 

周红

云 
2018 0.5 2019/

5/30 

7 
基于 STM32 的蓝牙热敏打印机

设计 

丘远沛、徐开涛、林旭

鑫、蓝茂焜、何俊杰、

 

胡应

坤 
2018 0.5 2019/

5/30 

8 
基于 PTC 发热体的酒店智能热

风干衣机 

黎梓健、曾伟兴、周幸

琪、彭淑珍、许颖珊、

 

张巧

平 
2018 0.5 

2019/

5/30 

9 
基于 STM32F411CEU6 的 

智能手环 
徐开涛、蓝茂焜、林旭

鑫、王庆霖、李武汉 

胡应

坤 
2018 0.5 2019/

5/30 

10 “创意礼品”设计工作室 
冯诗茵、梁伯永、林妙

雪、邱芝君、张柳桃、

 

周红

云 
2016 0.5 2017/

5/24 

11 “Ocean”大学生共享平台 
吴柱仪、吴柱仪、蔡汝

旭、李秀华、李海鑫、

 

黄淑

雯 
2017 0.5 

20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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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一种颈托的创新设计与开发 
王若纯、林俊强、林晓

佳 

邱腾

雄 
2017 0.5 

2018/

1/9 

.6 学校组织认定 

6.1 组织认定情况 

根据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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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组织推荐申报。经各项目申报，创新创业学院整理汇总

各项目申报材料，共 15个项目申报。根据申报条件和评审指标对各项目进行

审核，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 4 个项目不予推荐。 

组织 7 位校外专家审阅 15 个项目的申报网站，查看各项目申报书、项目

平台网站及相关佐证材料等，结合 2021 年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认

定评审指标对各课程进行综合评审，给出评分并提出意见建议。根据专家组

评审分数高低，认定推荐 12 个项目申报 2021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省级认定。 

6.2 公示和异议处理情况 

拟推荐名单提交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在校内进行公示。

2021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拟推荐名单的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5日至 10 月 31 日。经公示无异议 



7.专家组认定意见 

 

     



附：认定专家组名单（已删除个人隐私信息）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

1 张红兵 广东中铭教育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688897831

2 张海波 广州华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总监 1376063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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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锐锋 广东穗启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902292980

6 张增先 笑点文化传媒上海
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817707799

7 侯勇强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
常务副院长 副教授 18028569151

专家个人信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