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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声末省高取教育辰量工程項目

輸収登氾表

項目炎男18

項目名称 :

寺立領軍人オ

所在学校 (/Ak章 ):

項目久責人 (答名):

項目参有人 8

初、陳湘輝、張世雄 、■張、蒋迪琳、胡中夏、丁

知平、李果、剣志成、赤国安、物振学、凌康水。

項目建浚起始叶同82015年 3月 31日

填表叶同:2022年 4月 20日

庁末省教育庁

2022年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通过项目建设，提升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团队教育教学水平，增强了

培养对象专业建设、社会服务、技术应用与创新和教学团队建设能力，100%完成

了建设任务，达到了培养目标。

（一）专业建设方面：主持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通过省级品牌（重点）

专业验收。开展“战训一体”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培养了大批优秀 Web

渗透安全技术人才为特色，提高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就业率、专业对口

率、起薪线和在校生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比例在全省同类专业中名列前茅。成

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战训一体”培养网络安全人才的创新与实践”获 2021

年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省内同类型专业和校内其他专业建设起到示范和带动

作用。建设 2门省级精品资源课程（精品开放课程），申报省级以上教学改革项

目 3项。网络专业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连续两年获省赛一等奖和国赛三等奖。

（二）社会服务方面：通过企业实践累计 12 个月，担任 5 家企事业单位技

术顾问和省市行业学会重要职务，开展社会培训或技术服务 6次，提升社会服务

能力。

（三）技术应用与创新方面：通过对物联网、网络安全等方面进行学习研究，

提升了培养对象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承担横向项目 3项，到账经费 100 万，获

主持新立项市级科技计划课题 1项，主要参与省市科技课题 7项。

（四）团队建设方面：培养对象注重人才梯队建设，主持计算机网络技术专

业教学团队建设通过省级职业教学优秀团队验收。培养省级优秀青年教师 2名，

南粤优秀教师 2名。培养对象担任清远市计算机学会理事长和广东省计算机学会

常务理事善于整合资源解决实际问题，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五）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通过开展云计算安全相关研究，获软件著作

权 3项；二是承担的清远市网络安全教育馆项目获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优秀工程

项目特别奖；三是带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团队成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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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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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任务：

（1）计算机网络技术成为

省级重点专业；

（2）毕业生高级职业资格

证书获取率为 95%以上；

（3）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学生参加各级技能竞赛获

二等奖以上。

（4）就业率、对口率、起

薪线、高级证书获取率排全

省前 6名。

1、专业建设已完成任务：

（1）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已

建成省级品牌专业；

（2）毕业生高级职业资格证

书获取率为 96.5%以上；

（3）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

生参加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连

续 2年获省赛一等奖；国赛

三等奖一次。

（4）2018 年：就业率 100%、

对口率 92.8%、起薪线 3593

元、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获取

率 96.5%；

无

2、课程与教学改革建设任

务：

(1)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

准各 1门；

(2)教育教学改革论文1篇；

(3)特色教材 1部；

(4)专业核心课教学资源建

设；

(5)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门。

（6）省级教改课题 1项目
（7）专业岗位调研报告 1 份

（8）专业职业岗位分析表 1 份

2、课程与教学改革建设已完

成任务：

（1）完成计算机网络技术专

业教学标准和 6 门专业核心

课程标准

（2）发表教育教学改革论文

2篇；

（3）基于工作过程项目导向

任务驱动教材 4本；

（4）完成 6门专业核心课教

学资源建设；

（5）省级精品课程 2门。

（6）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 1项。

（7）专业岗位调研报告 1

份

（8）专业职业岗位分析表 1

份

无

3、团队建设任务:

（1）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1

个；

3、团队建设已完成任务：

（1）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

学团队成为省级优秀教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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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持一项省级及以上

课题项目；

（3）担任 3 家以上企业技

术顾问；

（4）参加国内高职教育理

论培训,学习课程建设和课

程开发理论知识 2次；

（5）到 3 所以上国家示范

性(骨干)高职院校进行学

习考察；

（6）培养 1名青年教师；

(7) 国（境）外考察学习 1

次或到国内高校当访问学

者 1；

(8)每人负责1门专业核心

课程的建设；

(9)专兼职教师比例达到

1：1；

(10)部分兼职教师参与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

方案制订和日常教学工作；

(11)接受职业教育教学方

法 1次；

队；

（2）主持 6项省级教改课题

（3）担任 5 家企业技术顾

问；

（4）参加国内高职教育理论

培训,学习课程建设和课程

开发理论知识 5次；

（5）到 5 所国家示范性(骨

干)高职院校进行学习考察；

（6）培养 2 名省级青年教

师；

（7）丁知平老师中山大学国

内访问；黄华 2018 年 1 月台

湾考察；

（8）每人负责 1门专业核心

课程的建设

(9)团队 36 人，兼职教师 18

人；专兼职教师比 1:1

（10）部分教师成为专业技

术技能委员会成员参与人才

培养修订，学徒制企业导师

参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实践；

（11）开展校外兼职教师执

教能力培训和一帮一培养。

4、技术开发与创新建设任

务：

（1）发表中文核心或 EI 检

索论文 2篇。

（2）主持校级科研课题 1

项

（3）主持横向课题（资金

不低于 20 万）或市级以上

科研课题1项目或软件著作

权 1项。

4、技术开发与创新建设已

完任务

(1) 发表中文核心、EI检索、

CPCI-S(原 ISTP)检索共 4

篇。

(2)主持市级科研课题 1项

(3)主持横向课题 3项，到位

资金 100 万，获软件著作权

3项。

无

5、社会服务建设任务：

(1)企业实践累计不少12个

月；

(2)担任企业技术顾问3家；

(3)开展技术培训或技术服

务不少于 3次。

5、社会服务已完成任务：

（1）企业实践累计 12 个月。

（2）担任 5 家企业技术顾

问。

（3）开展技术培训或技术服

务 6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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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建设方面：

1、建设目标：把计算机网

络技术专业建成省级重点

专专业。

2、建设举措：

（1）以国内外先进的职业

教育理念为指导。

（2）以需求为导向，以工

学结合为切入点，以校企合

作为途径，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加强紧课程建设、教学

团队、实验实训条件、优质

教学资源等专业内涵建设，

（3）探索校企“双元育人”

模式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专业建设方面：

1、已实现目标：计算机网

络技术专业已成为省级

二类品牌专业。

2、已落实举措：

(1)培养对象及团队先后到

德国、台湾和香港港等职

业教育发的国家和地区

学习先进职业教育理念

并指导专业建设。

(2)以课程项目化改造为突

破口开展教师职教能力

测评和教育教学改革，极

申报各级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

(3)按照网络课程-校级精品

课程-省级精品课程三级

递进开展优质课程建设。

(4)探索“战训一体”网络安

全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改革。

(5)开展了“校企双主体”准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

践

（6）开展“三二”中高贯通

和“3+2”高本协同育人试点

工作。

无

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方面：

1、建设目标：课程建设和

教育教学改革取得良好

效果，完成专业标准体

系建设、完成专业核心

课教学资源库建设。

2、建设举措：

(1)课程体系优化

(2)课程标准建设

(3)优质课程建设

(4)教学模式改革

(5)特色教材

(6)专业核心课资源建设

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方面：

1、已实现目标：课程建设

与教育教学改革取得良

好成效，已完成专业标准

体系建设和 6 门核心课

教学资源建设。

2、已落实举措：

（1）基于职业岗位任职需求

优化课程体系；

（2）按照岗位工作内容标准

制定课程标准

（3）按照网络课程-校级精

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三级

递进开展优质课程建设

无



（4）以课程项目化改造为突

破口开展项目导向，任务驱

动教学模式改革

(5)基于工作过程编写项目

导向任务驱动教材

(6)完成 6门专业核心课教

学资源建设。

团队建设方面：

1、建设目标：把计算机网

络技术专业建成省级优

秀教学团队。

2、建设举措：

（1）团队带头人建设

（2）先校内骨干教师建设：

企业顶岗实践，培养既能上

讲台又能下车间的双师型

校内骨干教师。

（3）校外兼职教师建设：

聘请企业能工巧匠担任实

习实训课程导师，并对其培

训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使其

具备职业教育教师教学素

养。

团队建设方面：

1、已实现目标：计算机网

络技术专业已建成省级

优秀教学团队。

2、建设举措：

（1）团队带头人建设：通过

国内外学习掌握先进的职业

教育理念；通过省级品牌专

业建设提升专业建设能力；

通过项目研究、企业实践、

技术咨询和社会培训提升技

术开发研究与社会服务能

力。

（2）先校内骨干教师建设：

通过培训学习提升专业技术

水平；通过职教能力测评提

升教育教学水平；通过课程

项目化改造、网络课程和精

品课程建设提高课程建设

能；通过企业实践、项目研

究提高提高教师专业实践能

力。

（3兼职教师建设：通过聘

请企业能工巧匠担任专业实

习实训指导老师，提高团队

兼职教师比；部分兼职教师

通过专业技术能委员会议参

与专业建设；通过执教能力

培训提高兼职教师教学能

力。

无

技术开发与创新方面：

1、建设目标：培养对象向

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得到

提高。

2、建设举措：紧围绕自己

研究方向，不断进修学习，

提升研发能力，在信息网络

技术开发与创新方面：

1、已实现目标：培养对象

在物联网技术应用、云计

算安全、大数据方面得到

一定提高。

2、已落实举措：

（1）通过主持参与省市科技

无



安全、物联网应用、云计算、

大数据等方面与高新技术

企业联合开展项目研究，提

高自己在技术革新、工艺改

造和产品开发的能力。

课题 5 项提升技术开发与创

新能力。

（2）通过云计算安全软件开

发提升技术开发能力。

社会服务方面：

1、建设目标：提高培养对

象社会服务能力，提高行业

影响力

2、建设举措：

(1) 深入专业对口行业企业

进行实践锻炼或服务，主动

加入社会学术团体和担任

企业技术顾问，为企事业单

位开展相关的技术培训、生

产、咨询和技术服务，提高

服务效果和生产效益。

社会服务方面：

1、已实现目标：培养对象

社会服务能力和行业影响力

得到提高。

2、已落实举措：

（1)通过福建中锐网络科技

公司企业实践。

（2）担任清远市计算机学会

理事长、广东省计算机学会

常务理事、广东人才研究会

打大数据联盟委员会副主

任。

（3）担任企业顾问、指导专

家等

（4）担任技能大赛专家

(5)企事业单位培训、咨询、

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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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建设预期成果：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成为

省级重点专业

已完成专业建设成果：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已建

成省级品牌（重点）专业

无

教学团队预期成果：

网络专业教学团队成为省

级优秀教学团队。

已完成团队建设成果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

团队已建成省级优秀教学

团队。

课程与教学改革预期成果

1、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1

项；

2、出版教材 1部

3、省级精品资源课程 1

门

已完成课程建设与改革成

果：

1、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3

项

2、出版教材 1本。

3、省级精品课程 2门

4、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创新

实践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 1项，校级教学成果特

等奖 1项。

无

技术开发与创新预期成

果：

1、发表中文核心或 EI 检

索论文 2篇。

2、主持校级科研课题 1

项；

3、主持横向课题（资金不

低于 20 万）或市级以上科

研课题 1项目；

4、软件著作权 1项

技术开发与创新已建设成

果：

1、发表中文核心、EI 检

索、CPCI-S(原 ISTP)检索

共 4篇。

2、主持市级科研课题 1

项

3、主持横向课题 3项（资

金 100 万），参与省市级

科技项目 4项目。

4、获软件著作权 3项。

无

社会服务预期成果：

1、企业实践累计不少于

12 个月；

2、担任企业技术顾问 3

家；

3、开展技术培训或技术服

务不少于 3次。

社会服务建成成果：

1、企业实践累计 12 个

月。

2、担任 5 家企业技术顾

问。

3、开展技术培训或技术服

务共 6次。

无

3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序号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1 省级教学成果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战训一体”培养网络安全人

才的创新与实践获 2021 年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省级品牌专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省级二类品牌专业

3 省级教学团队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省级教学团队

4 省级开放课程
《计算机文化基础》、《数据库技术应用》省级

开放课程

5

国家级生产性实

践教学基地、省级

公共实训中心

互联网技术创新创业公共实训中心

信息技术与创意设计共享型公共实训中心

6
省级及以上技能

大赛
省赛一等奖 2次，国赛三等奖 1次

7 省级教改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项

省级质量工程教改项目 3项

8 南粤优秀教师 黄华、郭锡泉

9
省级优秀青年教

师
李果、丁知平

10 省市科技课题 清远市科技计划课题 2项，省级科技课题 4项

11 教师信息化大赛 省级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获一等奖、三等奖

12 工程研究中心
清远市网络空间安全工程研究中心

清远市大数据技术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13 技能大师工作室 清远市网络安全与维护技能大师工作室

14 市高层次人才 清远市高层次紧缺人才（4人）

15 教学名师 校级教学名师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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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达到省内一流水平。项目建设提升专业人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在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形成了一定优势和特色，对省内同类型专业和校内其他专业

建设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同时提升了培养对象专业建设、团队建设、技术应用

与创新、社会服务水平，增强了行业企业影响力。

（一）项目建设质量

通过项目建设，取得国家级标志性成果 5项，省级标志性成果 20 项。计算

机网络技术专业通过省级品牌专业验收，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团队成省级职

业优秀教学团队。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奖 1项，建成国家级生产性实践教学基

地 2个，省级公共实训中心 2个，省级精品课程 2门，开展省级人才培养试点工

作 3项，省级教改项目 5项，省市级科技项目 8项，网络专业学生获国家级大赛

奖 10 余项、省级大赛奖 30 余项。培养对象参与国家标准制定 1项，团队获网络

安全软件著作权 10 项，获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颁发原创漏洞证书 150 个。承担

横向课题 3项，到账经费 100 万元。培养南粤优秀教师 2名，省级优秀青年教师

2名。培养对象担任清远市计算机学会理事长、广东省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广

东省网络安全等保测评专家、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专家、国家职业技能竞赛专家，

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行业企业影响力强。

（二）成果应用情况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承建中共清远市委宣传部校内清远市网络安全教育馆，

与安恒公司共建网络安全战训一体平台，校政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协同开展

“战训一体”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创新实践，其成果获 2021 年高职教育教学成果

一等奖。近五年，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985 名毕业生中培养了 230 余名卓越网络

安全人才（只统计在校获得 CCIE、HCIE、CSSD 的学生），大批毕业生已进入杭

州安恒、启明星辰、深圳华为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从事网络安全公司工作，工作能

力和专业素养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就业起薪多数达 15-20 万元/年。

专业服务产业及地方网信工作逐渐形成独特的清职模式，获国家互联网应急

中心颁发网络安全原创漏洞证书 150 项，网络安全软件著作权 10 项，师生为国

家“护网行动”提供了专业服务 11 次，建成网络安全教育馆提供培训社会服务



4 万人次。

（三）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

1、在全省的示范点

项目建设成果在广东省职业教育学会信息化与网络安全专委会年会、华为

1+X 证书培训会等多个场合进行宣讲，获得国内 20 多所高职院校借鉴。省内广

东技术师范大学、江门职院、中山职院、河源职院、广州番禺职院、广东交通职

院、广州理工学院等兄弟院校纷纷来校学习借鉴。

2、推广与评价

项目成果在 ISCAS 软件安全学术论坛作“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圆

桌论坛上主旨发言，获得国内网络安全专家沈昌祥院士关注，并肯定成果在培养

网络安全实用型人才上的成效。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黄斌对相关

专业服务网信工作的能力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珠海市委网信办等单位慕名前来

学习交流。人民网、南方日报、搜狐新闻、新华网等媒体争相报道。



五、項目姪費落共和使用情況

申根叶承常的

項 目建没恙姪費

(万元 )

已Fll位

建浚経費

(万元 )

資金all位率

(%)4

已支出

建浚姪費
(万元)

資金支出率

(96)5

60 60 100% 60 100%

申恨材料上的姪姜使用方案

序号 預算支出項 翫

1 力、公費 1

９

“ 印昴1費 2

０
０ 各洵費

つ
ん

4 差旅費
う
Ｄ

5 因公出国 (境 )費 用

6 会袂費 5

ウ
ｒ 培り1費 10

8 寺rll材 料費 10

9 労弁費 6

10 委・It立弁麦
う
４

其他 (頷 軍人オネトlll、 企立実践ネト貼 ) 8

合汁 60

姪費実体牧支情況 (清具体all出項目経費牧入如目和項目支出如日)

1、

2、

項 目姪費牧λ

項 目支出如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60万元,其 中省奴財政ネト助 30万 ,

女口下表 :

立配套ネト助 30 万 。

4資
金到位率=己到位建没経費/中 扱吋承諾的項目建没恵贅費。

5資
金支出率=己支出建没蚤費/己到位建没経費



其他 (頷 軍人オネト貼、企立実J支 ネト貼 )

合計

六、項目后銭建没規刻 (限 500字 以内)

(可 以填写后紋建没没想或泣用推声廿表1等 )

1、 我院人数据技木寺立群已立項力省象高水平建没を立群,廿 算机口客技

木寺立作力大数据技木を立群群内を立,深化項 目定没成果庄用,福射帯功大

数据技木省須高水平群定没。

2、 14深化大数据技木省奴高水平寺立 “三教"改革,カロ張教りT立 徳村人教

育、教学能力提升、教育教学改革和新形恣教 lT升 友能力建没,建没高水平教

りT教学念1新 困陳。

3、 逃一歩カロ張培未対象高水平寺立群定没、技木升友禾口社会服弁能力建没 ,

争取更多更高教研成果,辻一歩提升培未対象行立企立影哨力。

七、項目負責人承帯

本人硫決本表内容真実元渓、准晩,没有弄虚作仮或学木不端等行力。

nzba
多 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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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组织专家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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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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