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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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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公共实训中心

项目名称： 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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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胜、凌常山、王帅、朱丽芬、唐召英

项目建设起始时间： 2016 年 6 月 17 日

填表时间： 2022 年 4 月 28 日

广东省教育厅 制

2022 年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我院自 2016 年 6 月获省财政支持立项建设“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

以来，严格按照建设任务书的要求，全面落实各阶段的建设任务。2016 年至 2019

年间，通过公开招标采购，完成了公共实训中心数码钢琴实训室等 11 间实训室

的设备采购、实训室规划、施工建设、环境布置、安装调试工作，现已全部投入

使用。

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实训中心共投入了 1100.54 万元进行建设。其中省教育

厅给予了 160 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其余通过学院配套资金和企业支持形式

获得。本项目规划的所有实训室主要布局在新建成的艺术楼主楼三到五楼。

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建成后能更好开展大学生文化艺术素质教育，可

大量开展校内学生钢琴、指挥、音乐、舞蹈、礼仪等艺术修养课程学习及培训，

为学生社团、兴趣小组的艺术能力训练提供师资设备。提高文化教育艺术相关专

业学生专业技能培养质量，对接文化艺术及教育行业人才需求，为地方教育文化

艺术产业发展服务。目前，每年招收超过 300 名的相关专业专科学生在公共文化

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开展技能培养，近二年为企业或学校提供员工或教师培训

达到 2777 人日，培育收入达到 104 万元。

为加强实训中心管理，实现共建共享，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制定了清

远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共建共享管理办法，实训中心不但承

担了专业群的教学和实验实训任务，而且面向社会开展各类培训和技能鉴定，中

心运行情况良好。



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1

应完成要点数（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成率（%）

143 143 100%

主要建设任务2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任务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建设任

务（分条列举）

1.心理健康教育实训室建

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2.儿童保健实训室建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3.幼儿园教学活动实训室

建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4.幼儿区角活动实训室建

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5.教师技能实训室建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6.教育教学活动摄录室建

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7.蒙台梭利实训室建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8.奥尔夫音乐实训室建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9.数码钢琴实训室建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10.舞蹈与礼仪实训室建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11．绘画与手工制作实训室

建设

完成室设计与施工、环境布置、

设备采购安装，设备投入教学 无

1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2 主要建设任务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申报、立项、管理、验收等文件要求，结合项目申报书（含申请书、

任务书等，下同）确定。



建设举措和建设目标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经落实的

建设举措和已经实现的目标

（分条列举）

尚未实施的举措

和未完成目标

（分条列举）

1.实训中心体制机制创新

1.已建立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

训中心共建共享管理办法；

2.建立了实训中心建设指导委

员会；

无

2.成为满足学校开展全校

大学生素质教育平台

1.利用实训中心开展文化素质

全校公选课程教学；

2.成为学校多个文化艺术社团

驻地；

无

3.成为学校文化艺术教学

改革创新的平台

1.已经利用中心开展三门艺术

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

2.开展艺术节目创作

无

4.成为艺术与教育方面技

能培训、技能鉴定或考证的

“技能鉴定中心”

1.开展奥尔夫音乐教学技能考

证；

2.开展育婴师技能鉴定；

无

5.成为文化艺术、早期教育

方面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的培养、培训基地

1.成为清远幼儿园教师培训基

地，已经与清远市学前教育学

会合作开展学前教育师资培

训；

2.成为清远地区学前教育专业

中高职对接人才培养基地；

3. 年开展合作培训 15 次；

无

无

6.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成为

学生健康成长服务站

1.每学期接受学生心理健康咨

询大于 300 人次；

2.成为学校公共必修课“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教学

场所；

无

7.建设成为学校与其他学

校、艺术文化组织及文化产

业企业的交流平台

1.成为清远市教育局教师发展

中心场地之一；

2.成为清远市文化和旅游局的

人才培训基地；

3.成为清远市社科联清远瑶壮

文化研究所驻地；

无

8.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团队

建设

1.建立了校外兼职老师队伍；

2.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双师素质

教学团队，教师双师素质达到

90%以上。

无



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3

预期成果（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的建设成果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预期成果

（分条列举）

1．更好普及大学生文化艺

术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

整体素质。

1.完成了艺术类公选课的开

设和常态化教学；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全校必

修课教学；

3.开展了艺术教育成果年度

汇演；

无

2．对接文化艺术及教育行

业人才需求，为地方教育

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服务。

1.年培养音乐教育、学前教

育、音乐表演专业毕业生超过

300 人；

3．为企业、学校提供员工

或教师培训，满足文化教

育和艺术行业的人力资源

能力提升要求。

1.与继续教育学院协作开展

各类教师培训，年培训收入超

过百万元；

4．以公共实训中心平台，

促进文化艺术大师入校园

1.聘请连南瑶族非遗传承人3

名为兼职教师；

5．校企合作开展专业技能

培训。

1.校企合作开展育婴师技能

鉴定、奥尔夫音乐教育技能考

试超过 300 人。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利用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平台，开展文化教育艺术教学及社会服务，取

得系列成果：

一、普及文化艺术教育，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

1.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相关课程使用量每学年达到 3300 学时以上；

2.学期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 400 人次以上。

二、开展文化艺术服务，取得高效和广泛影响

1.清远市民族歌舞团利用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舞蹈与礼仪实训室等场

地开展节目创作与排练每周不少于 16 课时。

2.清远市民族歌舞团依托公共实训中心创编歌舞剧《凤起峡江》获清远市“2017

年市级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80 万元，三年合计获得各类项目资

金超过 300 万元。

3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3.近三年清远市民族歌舞团依托公共实训中心创编和排练剧目达到 98 场次，

节目演出后社会影响大。

三、合作开展培训和公益讲座，服务文化艺术教学效果好

2021-2022 年合计开展各类培训和公益讲座达到 2777 人日，培训收入合计超过

104 万元。项目类型多样，涵盖幼儿园教师培训班、幼儿园园长培训班、研学实

践指导师培训班、奥尔夫音乐教学培训班、清远市教育系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骨干教师研修班等。

四、开展职业技能考证和技能鉴定，年均超过 300 人次

取得人社部门、文化部门等授权的鉴定资格，面向在校生和社会人员开展包括

奥尔夫音乐教育技能证书、舞蹈等级证书、育婴员技能等级证书等考证和鉴定。

五、依托公共实训中心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近三年获得省级课题立项 3项，市级和校级项目 6项；由学前教育专业参与组

建的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群获得省高水平专业群立项。

六、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取得系列成果

1. 2018 年 7 月，舞蹈作品《长柄长》获广东省第六届岭南舞蹈大赛创作金奖、

表演银奖以及服装设计奖；

2. 2018 年 10 月获广东省第四届大学生舞蹈大赛金奖（第一名）

3. 2018 年 7 月，小组唱《最美好的前途》获广东省第四届大学生声乐比赛一

等奖，《渔阳鼙鼓动地来》获得小组唱二等奖；陈青、刘晓芬、刘雪萍三位老师

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我院同时荣获优秀组织奖。

4. 2017 年 9 月，学生创作的剪纸作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教育部社科

司、思政司指导，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

届大学生艺术作品巡展”一等奖，指导教师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

5. 2019 年 5 月，获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

能竞赛三等奖；艺术专业技能竞赛（弹拨乐器）三等奖；专业技能竞赛（声乐表

演）三等奖。



6. 2021 年全省首届美育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获广东省教育厅一等奖、三等奖

7. 刘晓芬参加 2020-2021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艺

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赛项（高职组）广东省教育厅三等奖

8. 2021 年李迪华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二组（高职组）

《玩转音乐—奥尔夫本土化教学》广东省教育厅三等奖

9.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广东省教育厅三等奖

10. 全省高校艺术作品征集展演活动 声乐组别 小组表演唱《瑶山瑶水舞起

来》广东省教育厅三等奖

11. 全省首届美育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歌唱的呼吸控制让“映山红”更红》

广东省教育厅三等奖

12. 全省高校艺术作品征集展演活动 声乐组别 作品合唱《追寻》《梦的翅膀》

广东省教育厅三等奖



四、项目建设水平

（包括：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情况、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等）

文化教育艺术公共实训中心的建成，成为清远市文化艺术教育的一个高地，

很好起到普及大学生文化艺术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作用。做到大量

开展校内学生钢琴、指挥、音乐、舞蹈、礼仪等艺术修养课程学习及培训，为学

生社团、兴趣小组的艺术能力训练提供师资设备；提高文化教育艺术相关专业学

生专业技能培养质量，2016-2021 年间培养学生参加一系列省市技能大赛获得众

多高级别奖项：2018 年 5 月获广东省第四届大学生声乐大赛金奖、银奖；2018

年 10 月获广东省第四届大学生舞蹈大赛金奖（第一名）；2018 年 8 月获广东省

岭南舞蹈大赛创作金奖、表演银奖等。

对接文化艺术及教育行业人才需求，为地方教育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服务。每

年可招收和培养 300 名的相关专业专科学生，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

本公共实训中心的建设，通过校企共建共享，发挥各自资源优势，较好发挥

职业院校在清远服务社会中的作用，聚拢当地的文化艺术及早期教育产业团体组

织，成为文化艺术及教育人才的交流地。中心建成后面向社会及各共建单位的员

工开展专业理论知识培养、技能培训，并与劳动部门、文化艺术行业管理组织开

展技能考核与鉴定，如开展育婴师、保育员技能鉴定及培训、早教师、奥尔夫教

师、蒙台梭利教师的资格认证；同时以我校 “幼儿园园长培训基地”为基础开

展幼儿园园长及骨干教师培训；促进清远城市艺术氛围，提高早期教育、学前教

育、基础教育教师的艺术文化教育教学能力。



五、项目经费落实和使用情况

申报时承诺的

项目建设总经费

（万元）

已到位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到位率

（%）4

已支出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支出率

（%）5

900 1100.54 122.82% 1100.54 122.82%

申报材料上的经费使用方案

一、资金筹措：

本项目计划资金投入 900 万元，其中学院自筹资金 514 万元，申请省财政

专项资金 300 万元，清远市北江教育投资培训中心、清远市北部万科城幼儿园

等企业计划投入共建资金或实物折算合计 86 万元。

二、资金使用计划

省财政专项资金及企业投入全部用于本公共实训中心硬件设施设备建设，

学院自筹资金中用于本实训中心公共区域装修大约 290 万元，其余用于中心内

各实训室内部建设及装修、设备及软件购置、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培训

资源开发、教学改革研究、制度机制建设等。大致资金 90%用于公共实训中心软

硬件实训设施设备购买和工程建设费用，10%用于进行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培训和

教学及培训资源库开发，以及教学改革与机制创新研究，具体如下表。

序

号
建设内容

预算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使用计划（万元）

2016 2017 2018

1 心理健康教育实训室 45 45

2 儿童保健实训室 50 50

3 幼儿园教学实训室 40 40

4 幼儿区角活动实训室 45 45

5 教师技能实训室 40 40

6 教育教学活动摄录室 65 65

7 蒙台梭利实训室 35 35

8 奥尔夫音乐实训室 40 40

4 资金到位率=已到位建设经费/申报时承诺的项目建设总经费。
5资金支出率=已支出建设经费/已到位建设经费



9 数码钢琴实训室 70 70

10 舞蹈与礼仪实训室 45 45

11 绘画与手工制作实训室 45 45

12 机制创新与教学教改研究 10 5 5

13 课程建设 20 5 10 5

14 实践教学及培训资源库开发 30 5 10 15

15 师资队伍建设 30 10 15 5

16 实训中心共用区域装修 290 200 90

合计 900 65 560 275

经费实际收支情况（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1.学校筹措艺术楼二次装修专项资金，实际用于本项目实训室内外装修

849.20 万元（见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

2.省财政资金支持 160 万元，实际支出 160 万元(见平台采购凭证、采购招

标文件)。

资金使用明细具体见下表。

序号 场室（工程）名称 场地位置
计划金额

（万元）

合同金额

（实际使用）

（万元）

1
心理健康教育实训室（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
西 3-401 12.00 72.41

2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实训室 艺术楼 406 9.00 15.05

3 幼儿园教学实训室 艺术楼 411 23.00 9.70

4
教师教学技能实训室

艺术楼 404

艺术楼 405
16.00 9.46

5 教育教学活动摄录室 艺术楼 316 17.00 35.60

6 蒙台梭利实训室 艺术楼 414 17.00 13.84

7 奥尔夫音乐实训室 艺术楼 413 11.00 22.90



8
数码钢琴实训室 艺术楼 508 52.00 43.48

9 礼仪形体实训室 艺术楼 510

8.00 20.12

10 舞蹈与礼仪实训室 艺术楼 514

11 绘画与手工制作实训室 艺术楼 412 11.00 8.77

12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艺术楼二

次装修工程
艺术楼 724.00 849.20

合计 900.00 1100.54

（学校财务盖章）：

年 月 日



六、项目后续建设规划（限 500 字以内）

（可以填写后续建设设想或应用推广计划等）

1.坚持实训中心建设与社会需求结合的原则，发挥本公共实训中心作用，开

展产业应用、社会培训、教学改革研究。保证学生有充分的实践机会，使学生受

到基本技能的训练；同时要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更多承担面向社会的培训任务，

在教学实践中锻炼教师，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充分发挥实训基地教学设备

和技术的优势，为清远及广东省经济发展服务。

2.坚持服务重点专业建设的原则，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今后，将以清

远职业技术学院和本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院骨干专业建设为重点，充分发挥其资

源共享作用，打造清远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充分利用好省财政的资金。

近年来，清远在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工作中，虽然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一

定的成绩，但由于资金紧缺问题，现有的实习、实训条件和教学实际需求仍然与

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希望进一步得到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

七、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无误、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签名：

年 月 日



八、项目校内结题专家组意见（需附结题实证材料）

校内结题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范新灿 教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3510607396

2 丁立 教授/二级学院院长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3719299293

3 宁培淋
土木工程学院党委

书记/副教授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3602486876

4 李玉甫 高级工程师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3570950527

5 杜宏丽 教授/教务处处长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3822213307

….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2022 年 4 月 30 日—5月 3日，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教务科研处组织专家组进

行通讯评审项目，专家组通过查阅了相关材料，形成意见如下：

1.项目材料符合要求；

2.研究成果达到预期目标；

3.经费使用合理。

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专家组长签章

2022 年 5 月 7 日



九、学校委托验收专家组意见6

学校委托验收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2

3

4

5

….

校内结题和验收是否合并开展 是 否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十、项目校内管理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6 仅委托学校组织验收的项目，需要填写本部分表格；各高职院校受省教育厅委托组织开展省级验收时，

可将校内结题和省级验收结合起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