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类别 年份 级别 团队名称 项目负责人 立项（认定）文件号/文号

1
教学创
新团队

2021 国家级
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立项建设单位——电气自动化技术

何汉武 教师函[2021]7号

2 2014 省部级
2014年省高职教育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
目——工程测量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速云中 粤教高函[2015]24号

3 2014 省部级
2014年省高职教育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
目——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团队

徐勇军 粤教高函[2015]24号

4 2015 省部级
2015年度省高职教育优秀教学团队建设
项目——会计专业教学团队

邹德军 粤教高函[2016]135号

5 2018 校级 房地产检测与估价专业教学团队 陈一 粤工贸院[2018]133号

6 2015 校级 电子商务专业教学团队 李波 粤工贸院[2015]100号

7 2015 校级 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团队 彭枚芳 粤工贸院[2015]100号

8 2016 校级 商务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杨慧 粤工贸院[2016]87号

9 2017 校级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郇锐铁 粤工贸院[2017]96号

10 2018 校级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团队 周宇 粤工贸院[2018]133号

11 2020 校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创新团队 梁晓彬 粤工贸院〔2021〕88号

12 2020 校级 形势与政策教学创新团队 贾云飞 粤工贸院〔2021〕88号

13 2020 校级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群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

刘益标 粤工贸院〔2021〕88号

14 2020 校级 互联网金融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邹德军 粤工贸院〔2021〕88号

15 2020 校级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蒋晶 粤工贸院〔2021〕88号

16 2020 校级 商务管理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倪春丽 粤工贸院〔2021〕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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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0 校级 工业设计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阎汉生 粤工贸院〔2021〕88号

18 2019 校级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孙涛 粤工贸院〔2020〕25号

19 2019 校级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黄铁兰 粤工贸院〔2020〕25号

20 2019 校级 Web前端“1+X”创新教学团队 伍杰华 粤工贸院〔2020〕25号

21 2019 校级 市场营销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严琳 粤工贸院〔2020〕25号

22 2019 校级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方文超 粤工贸院〔2020〕25号

23 2018 校级 摄影测量课程教学团队 刘丽 粤工贸院[2018]133号

24 2018 校级 人力资源模拟对抗实训课程教学团队 郑彬 粤工贸院[2018]133号

25 2018 校级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课程教学团队 倪春丽 粤工贸院[2018]133号

26 2018 校级 ERP课程教学团队 黄淑雯 粤工贸院[2018]133号

27 2018 校级 报关课程教学团队 倪利 粤工贸院[2018]133号

28 2018 校级 软件测试课程教学团队 杨莹 粤工贸院[2018]133号

29 2018 校级 电子商务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方文超 粤工贸院[2018]133号

30 2018 校级 网络数据库课程教学团队 张笑 粤工贸院[2018]133号

31 2018 校级 企业营销沙盘课程教学团队 廖夏 粤工贸院[2018]133号

32 2018 校级 服务营销学课程教学团队 杨海娜 粤工贸院[2018]133号

33 2018 校级 电工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刘艳萍 粤工贸院[2018]133号

34 2018 校级 英语听力课程教学团队 曾岸华 粤工贸院[2018]133号

35 2017 校级 地图制图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团队 张金兰 粤工贸院[2017]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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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17 校级 空间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团队 常德娥 粤工贸院[2017]96号

37 2017 校级 建筑CAD课程教学团队 吴笛 粤工贸院[2017]96号

38 2017 校级 工程造价课程教学团队 陈一 粤工贸院[2017]96号

39 2017 校级
“工贸引航人”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团

队
陈露 粤工贸院[2017]96号

40 2017 校级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课程教学团队 孙静 粤工贸院[2017]96号

41 2017 校级 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教学团队 彭娟 粤工贸院[2017]96号

42 2017 校级 线下实体门店营运与创业课程教学团队 廖文芳 粤工贸院[2017]96号

43 2017 校级 国际商务谈判与礼仪课程教学团队 方洁 粤工贸院[2017]96号

44 2017 校级 外贸单证实务课程教学团队 徐萌 粤工贸院[2017]96号

45 2017 校级 实用广告与策划课程教学团队 李政敏 粤工贸院[2017]96号

46 2017 校级 国际市场营销课程教学团队 曹倩 粤工贸院[2017]96号

47 2017 校级 外贸英语听说课程教学团队 李文婷 粤工贸院[2017]96号

48 2017 校级 旅游资源规划课程教学团队 徐秀玉 粤工贸院[2017]96号

49 2016 校级 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团队 梁艳华 粤工贸院[2016]87号

50 2016 校级 遥感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团队 黄铁兰 粤工贸院[2016]87号

51 2016 校级 房地产估价课程教学团队 吴露露 粤工贸院[2016]87号

52 2015 校级 GIS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团队 常德娥 粤工贸院[2015]100号

53 2015 校级 BIM建筑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团队 林敏 粤工贸院[2015]100号

54 2015 校级 工程造价技术课程教学团队 谭海源 粤工贸院[2015]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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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15 校级 审计课程教学团队 邹德军 粤工贸院[2015]100号

56 2017 校级 测绘校企协同创新创业导师团队 速云中 粤工贸院[2018]43号

57 2017 校级 引航创业团队 曾晓秋 粤工贸院[2018]43号

58 2017 校级
智能制造和设计驱动环境下的协同型创
新创业导师团队

阎汉生 粤工贸院[2018]43号

59 2017 校级 经贸系创新创业导师团队 吴浩 粤工贸院[2018]43号

60 2017 校级 电气之星创新创业团队 王艳芬 粤工贸院[2018]43号

61 2019 校级 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培养对象 周红云 粤工贸院[2020]71号

62 2019 校级 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培养对象 张幼晖 粤工贸院[2020]71号

63 2020 校级 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培养对象 邱腾雄 粤工贸院[2020]71号

64 2020 校级 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培养对象 林耀佳 粤工贸院[2020]71号

65
综合服
务团队

2015 校级 遥感实景三维建模对外技术综合服务团队 高照忠 粤工贸院[2015]1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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