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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建设概况

2021 年，我校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第一批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一

年来，专业群围绕建成面向全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内领先的，满足产业高素质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平台这一目标，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

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和资源建设、教学团队优化等方面为突

破，严格按照“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的计划稳步推进，如期完成 2021 年度各项

建设任务。

二、专业群建设任务 2021 年度完成情况

（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围绕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共建协同育人中心、双引擎协同培养人才。

与蓝盾公司校企深度融合，校企制定 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大“3+2”分段式协

同育人机制，第三批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验收顺利通过。专业群教师主持的《网

页设计基础“四融合、四新”的一流课程建设创新实践》获得 2021 年广东省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和腾讯等知名企业合作，开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鸿蒙软件开

发”卓越创新班 2个，建设“ 校企合作工作室”2个，信息安全作为学校推荐专业申

报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试点。

（二）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对接产业标准，优化专业群人才培养标准以及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和升级专业

群教学资源。基于“四微、三评、四能、五融”的《网页设计基础》课程立项国家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校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1项，校级精品课程 2门，思政课程近

10 门。

（三）教材与教法改革

推动“课堂革命”，落实“课程思政”，积极开展混合式教学教法改革。 “四微、

三评、四能、五融”的混合式教学——《网页设计基础》课程革命案例获得省级认定，

立项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项。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教学能力比赛，黎少、陈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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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小娜获得获省级技术能手称号，在广东省新职业技术技能大赛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

员项目取得前两名，并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新职业和数字技术技能大赛的资格，获得

首届美育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1项，其他省级教学大赛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

项。项目贯穿，校企合作，开发新型新形态教材，《HTML5+CSS3 网页设计与制作案例

教程（第二版）》获评“十四五”国家首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其他校级教材项

目 6项。

（四）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为根本，着力建设一支政治素养过硬，基础理论扎实、学历

年龄梯队合理、教学能力强、实践能力高、科研能力优的“双师三能”的双导师教学

创新团队。智能信息分析与处理创新团队获得 2021 年度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立项。

引进海内外知名高校毕业博士 3名；获得“华为”、“深信服”等知名企业师资认证

证书 16 人。

（五）实践教学基地

优化校内产学研示范性实践基地群，信息安全专业获批加入华为 ICT 学院，建立

校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1项；建设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1个。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建

设，获得 1+X 大数据应用开发优秀组织单位和优胜学校，成功申报新考点 2个。学生

获得网络工程师、信息安全工程师软考证书 13 人；获校级 1+X 证书制度下课程教学

改革与实践项目立项 1项。

（六）技术技能平台

依托省部级产教融平台，建设技能大师及名师工作室，立项省级科研课题 1项，

发表论文 7篇。积极鼓励教师学生参加专业技能大赛。获得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软件

测试一等奖，移动应用开发一等奖和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一等奖各 1项。蓝桥杯等国家

级行业企业技能竞赛三等奖以上 12 项，优秀指导老师奖 3项；获得省级行业企业技

能竞赛三等奖以上 39 项，其中一等奖 7项，优秀指导老师 4项；以及其他级别奖项 6

项。



3

（七）社会服务

做好疫情防护工作，建设互联网+创业孵化基地，依托计算机 e创梦想空间，取

得实用新型专利 4项，软件著作权 3项；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省级银

奖及铜奖，校级立项 3项；广东高校学生工作优秀案例获评优秀奖 1项，获得广东省

优秀青年团干部”称号和广东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各 1项。

（八）国际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历留学生和 短期留学生人才培养；开发专

业群核心课程国际通用汉语教材，服务留学生人才。建立国际化师资队伍，引进海外

及香港知名高校毕业博士 3名。

（九）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规范专业群运行机制，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建

立专业群建设方案和标准；拓宽专业群建设资金来源，面向社会，多渠道筹措经费，

确保经费使用高效、规范；在完善保障机制方面，制定了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

目转段考核方案，并获得校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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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度取得标志性成果

表 1-1 国家级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负责人或

第一完成人
授予部门

授予

时间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1

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信息安全与

管理专业

余棉水 教育部 202109

2021 年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关于公布现代学

徒制第三批试点验收

结果的通知教职成司

函〔2021〕40 号

2

《HTML5+CSS3 网页设计

与制作案例教程（第二

版）》获推荐参评“十四

五”首批职业教育国家

规划教材

郭建东 教育部 202110

3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王娟、彭丹、

黄培泉、孔宇

彦（指导教

师）

工业和信息

化部人才交

流中心、中国

软件行业协

会

202106

4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移动应用开发赛项，二等

奖 1项，三等奖 1 项，优

秀指导教师 1项

孔宇彦

中国发明协

会、一带一路

暨金砖国家

技能发展国

际联盟

2021.12

表 1-2 省级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负责人或

第一完成人
授予部门

授予

时间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1

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

队项目：智能信息分析与

处理创新团队

伍杰华 广东省教育厅 202108 粤教科函〔2021〕8 号

2

网页设计基础“四融合、

四新”的一流课程建设创

新实践广东省教育教学

成果奖（职业教育）二等

奖

郭建东 广东省教育厅 2022.1

《关于开展 2021 年广

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

评审工作的通知》（粤

教人函〔2021〕8 号）

3
2021 年度高等职业教育

“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郭建东 广东省教育厅 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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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负责人或

第一完成人
授予部门

授予

时间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4
全省首届美育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刘豫军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2

5
全省首届美育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二等奖
黎少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2

6
全省首届美育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三等奖
陈少敏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2

7
广东省新职业技术技能

大赛

陈友滨、蔡

小娜

广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厅

2022.3

8
基于特征选择的入侵检

测技术研究
高学勤 广东省教育厅 2021.8 粤教科函〔2021〕7 号

9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

业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

发赛项

余棉水、黄

培泉、孔宇

彦

广东省教育厅 2022.1

10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

业技能大赛软件测试赛

项一等奖

张小兰、杨

莹
广东省教育厅 2022.1

11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

业技能大赛虚拟现实应

用技术赛项一等奖

张坡、陈友

滨、蔡小娜
广东省教育厅 2022.1

12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广东省分赛一等奖
伍杰华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1

12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融

媒体内容制作赛项（高职

组）二等奖

刘思远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0

13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信息安全管

理与评估赛项，获三等奖

沈静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0

14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网络系统管

理赛项，获三等奖

石文龙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0

15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智能硬件应

用开发赛项，获二等奖

张萍 广东省教育厅 2021

16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物联网技术

应用赛项，获三等奖

王茜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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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负责人或

第一完成人
授予部门

授予

时间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17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

业技能大赛区块链技术

应用赛项竞赛”，获二等

奖

蔡雪莲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0

18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Web 应用软件开发赛项

（高职组）三等奖

郭建东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0

19

2021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

赛证融通邀请赛——“东

软杯”商务软件解决方案

竞赛 二等奖 1项，三等

奖 1项

郭建东
广东省计算机

学会
2021.2

20

2022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

赛证融通邀请赛——“东

软杯”商务软件解决方案

竞赛 1 等奖 1项

熊云艳
广东省计算机

学会
2021.2

21

2021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

战略专项 资金（“攀登

计划”专项资金） 拟资

助立项项目—“心连

心”智能药盒—空巢老

人的健康守护神

黄培泉
共青团广东省

委办公室
2021.1

22

指导学生获第七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银奖

俞雪娇（第

二指导）
广东省教育厅 2021.8

23

指导学生获第七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铜奖

曾秀芳 广东省教育厅 2021.8

24

广东高校学生工作优秀

案例：以“校企共建”为

抓手 建立计算机学院软

件开发工作室，获评省优

秀奖

曾秀芳

广东省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会

2021.6

25

第十届广东省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教学大赛，获

高职组二等奖

俞雪娇 广东省教育厅 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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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负责人或

第一完成人
授予部门

授予

时间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26

指导学生获第七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银奖

俞雪娇（第

二指导）
广东省教育厅 2021.8

27

指导学生获第七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铜奖

曾秀芳 广东省教育厅 2021.8

四、2021 年度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1 年度项目经费投入 633 万元，资金到账率 100%。其中教学资源建支出 43 万

元，实训平台支出 573 万元，考证培训支出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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