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类别 年份 级别 基地名称
项目负
责人

立项（认定）文件号/文
件名称

1
“十四五”教育强国

项目
2021 国家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测绘地
理信息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速云中
粤发改社会函[2021]225

号

2
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
2021 国家级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职业教育示
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高照忠 教职成司[2021]35号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
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就
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2021 国家级
测绘地理信息校企协同就业创

业创新示范实践基地
速云中

关于同意你单位启动“
校企协同就业创业创新
示范实践基地”建设的

函

4 生产性实训基地 2019 国家级
机器人创新应用技术公共实训

中心
邵超城 教职成函[2019]10号

8 2019 省部级
财经类专业（智慧财务）实训

基地
邹德军

9 2019 省部级 软件技术专业实训基地 单家凌

10 2019 省部级
比亚迪精诚人才精致化培养实

训基地
郇锐铁

11
广东省虚拟现实仿真

实训基地
2021 省部级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

高照忠

12
广东省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
2021 省部级

测绘地理信息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

速云中

13 2012 省级
广东工贸暨新南方集团大学生

实践教学基地
于雁翎 粤教高函〔2013〕13号

14 2014 省级
佛山市诚丰模具塑料有限公司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群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徐勇军 粤教高函〔2014〕72号

15 2015 省级
广州建通测绘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群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高照忠 粤教高函〔2015〕24号

16 2015 省级
广州春源红旗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汽车类专业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刘文苹 粤教高函〔2015〕24号

17 2016 省级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
流管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杨嘉伟 粤教高函〔2016〕135号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佐证：2.3.2.3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一览表

中央财政支持高职教
育实训基地

统计部门：对外交流合作处 截止时间：2021-12-31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关于2021年省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项目实践教学示
范基地和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项目拟认定名单的

公示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8年省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等
项目认定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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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6 省级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安全专业群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余棉水 粤教高函〔2016〕135号

19 2016 省级
深圳凯宾斯基酒店旅游英语专

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禹琴 粤教高函〔2016〕135号

20 2016 省级
广州骆驼服饰有限公司电子商

务专业校外实践基地
李波 粤教高函〔2016〕135号

21 2019 省级
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模
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原波 无文号

22 2019 省级
深圳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
侯益坤 无文号

23 2012 校级
广东工贸暨新南方集团大学生

实践教学基地
于雁翎 粤工贸院〔2012〕49号

24 2012 校级
佛山市诚丰模具塑料有限公司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群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徐勇军 粤工贸院〔2012〕49号

25 2013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珠海

网易达实践基地
余棉水 粤工贸院〔2013〕23号

26 2014 校级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
流管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杨嘉伟 粤工贸院〔2014〕130号

27 2014 校级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安全专业群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余棉水 粤工贸院〔2014〕130号

28 2014 校级
深圳凯宾斯基酒店旅游英语专

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禹琴 粤工贸院〔2014〕130号

29 2014 校级
广州骆驼服饰有限公司电子商

务专业校外实践基地
李波 粤工贸院〔2014〕130号

30 2014 校级
广东融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地
籍测绘与土地管理信息技术专

业校外实践基地
侯林锋 粤工贸院〔2014〕130号

31 2015 校级
广州遥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地
籍测绘与土地管理信息技术专

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侯林锋
、吴献

文
粤工贸院〔2015〕100号

32 2017 校级
深圳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
侯益坤 粤工贸院〔2017〕96号

33 2013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恒通达客户服务专业群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江暮红 粤工贸院〔2013〕23号

34 2016 校级
广州汇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电

子商务校外实践基地
李波 粤工贸院〔2016〕87号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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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17 校级
叁拾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
管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胡建平 粤工贸院〔2017〕96号

36 2013 校级
中石化东莞分公司商务管理专

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杨慧 粤工贸院〔2013〕23号

37 2014 校级
广州春源红旗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汽车类专业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刘文苹 粤工贸院〔2014〕130号

38 2012 校级
广州建通测绘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群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高照忠 粤工贸院〔2012〕49号

39 2012 校级 城市测量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速云中 粤工贸院〔2012〕49号

40 2016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尚之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黎明虹 粤工贸院〔2016〕87号

41 2017 校级
广州梦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商
务管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房照 粤工贸院〔2017〕96号

42 2017 校级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自动化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黄丽英 粤工贸院〔2017〕96号

43 2017 校级
广州超远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数
控技术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周渝明 粤工贸院〔2017〕96号

44 2017 校级
广州艺致产品设计有限公司工
业设计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丘永亮 粤工贸院〔2017〕96号

45 2017 校级
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模
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原波 粤工贸院〔2017〕96号

46 2017 校级
广州工善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工业设计专业（装饰设计）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彭金奇 粤工贸院〔2017〕96号

47 2017 校级
广明源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蒋晶 粤工贸院〔2017〕96号

48 2017 校级
广东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市场营

销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黄卉 粤工贸院〔2017〕96号

49 2017 校级
广州市金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旅游英语专业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罗春科 粤工贸院〔2017〕96号

50 2018 校级
佛山市新鹏机器人技术有限公
司工业机器人技术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孙涛 粤工贸院〔2018〕133号

51 2018 校级
茂名化州市丽岗镇镇安村电子
商务专业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邱秀芳 粤工贸院〔2018〕133号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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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8 校级
广东万讯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专业创新创业校外实

践基地
张巧平 粤工贸院〔2018〕133号

53 2018 校级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汽车

专业群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彭鹏峰 粤工贸院〔2018〕133号

54 2018 校级
深圳市头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商务英语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彭枚芳 粤工贸院〔2018〕133号

55 2018 校级
广州南美元生态休闲大酒店应
用韩语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于超群 粤工贸院〔2018〕133号

56 2020 校级
广东苏宁易购商业服务专业群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倪春丽 粤工贸院〔2020〕25号

57 2020 校级
广东客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商
务管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何美贤 粤工贸院〔2020〕25号

58 2020 校级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

销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严琳 粤工贸院〔2020〕25号

59 2020 校级
广州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市
场营销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杨海娜 粤工贸院〔2020〕25号

60 2020 校级
广州市升普达音响科技有限公
司市场营销专业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廖文芳 粤工贸院〔2020〕25号

61 2021 校级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数控技术专业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熊学慧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62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天倬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

何显运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63 2021 校级
广州智讯城地理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魏志安/

吴献文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64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中达

安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监理
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林  敏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65 2021 校级
广东广量测绘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工程测量技术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郑艳、
黄月平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66 2021 校级
广州全成多维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三维测图技术大学生校外实

践 教学基地
胡为安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67 2021 校级
广州市大湾区虚拟现实研究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群校外

教学实践基地
张  坡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68 2021 校级
广州市友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实践

教学基地
董加敏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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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021 校级
广州市山田组设计院工程有限
公司-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刘豫军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70 2021 校级
东莞共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蒋  晶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71 2021 校级
广州诚恒贸易有限公司电子商
务专业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方文超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72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市乐有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市

场营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黄璜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73 2021 校级
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商务管理专业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倪春丽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74 2021 校级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物流管
理专业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倪  利

粤工贸院〔2021〕 154
号

75 2021 校级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
高照忠 粤工贸院〔2021〕202号

76 2021 校级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王朝辉 粤工贸院〔2021〕202号

77 2021 校级
测绘地理信息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
速云中 粤工贸院〔2021〕202号

78 2021 校级 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孔令叶 粤工贸院〔2021〕202号

79 2021 校级 新商科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邹德军 粤工贸院〔2021〕202号

80 2021 校级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专业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
鲁  庆 粤工贸院〔2021〕202号

81 2021 校级
东莞市共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校级重点建设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蒋晶 粤工贸院〔2021〕202号

82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市乐有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市

场营销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黄璜 粤工贸院〔2021〕202号

83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京东
（广州）国际产教融合协同创

新中心实训基地
廖文芳 粤工贸院〔2021〕202号

84 2021 校级 经贸德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张艳 粤工贸院〔2021〕202号

85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百果园商务管理专业

群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倪春丽 粤工贸院〔2021〕202号

校级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校级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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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苏宁易购商务管理专

业群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倪春丽 粤工贸院〔2021〕202号

87 2021 校级
广州顺丰速运产教融合创新实

训基地
倪利 粤工贸院〔2021〕202号

88 2021 校级
旅游英语专业深圳中洲圣廷苑

酒店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禹琴 粤工贸院〔2021〕202号

89 2021 校级
商务英语专业广东头狼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
肖铁蕾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0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汇博机器人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
董文浩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1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利元亨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
侯聪玲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2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华中数控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
邱腾雄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3 2021 校级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
王艳芬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4 2021 校级
易飒（广州）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智能网联汽车专业群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
赵晓敏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5 2021 校级
嘉众汽车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

产教融合校外实训基地
彭鹏峰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6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
息工程技术专业5G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
王琪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7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鼎晟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
黄铁兰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8 2021 校级
测绘地理大数据快速生产技术

实训基地
吴献文 粤工贸院〔2021〕202号

99 2021 校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
合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陈克海 粤工贸院〔2021〕202号

100 2020 校级 模具高速多轴加工实训室 何显运 粤工贸院[2020]143号

101 2020 校级
比亚迪精诚人才精致化培养实

训基地
郇锐铁 粤工贸院[2020]143号

校级重点实训室

校级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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