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 

验收登记表 

项目类别：         专业领军才               

项目名称：       食品生物技术专业领军人才                           

所在学校（公章）：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签名）：      徐吉祥                    

项目参与人： 王飞生、程天德、傅文红、冯小军、

冼昶华、陈秀虎、杨敏、梁延省、罗月红、连晓蔚、

黄小明、皮晓娟、林曼芬、杨勇、郭汉城、韩文节 

项目建设起始时间： 2016 年 3 月 31日 

填表时间： 2022 年 4月 20日 

广东省教育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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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水平，增强了培养

对象专业建设、课程与教学改革、团队建设、技术开发与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100%完成了建设任务，达到了培养目标。 

（一）建成省级示范专业。学院 2020 年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广东省示范性

高职院校建设验收，作为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三个重点专业之一，食

品生物技术同时成为省级示范专业。 

（二）建成省级优秀教学团队。教师数量与结构得到优化，形成了一支学历

高，职称高，行业背景深厚教学团队。本团队累计培养 9名骨干教师，参加行业

企业培训 72 人次。累计派出 8 名专任教师赴企业锻炼，双师素质比例提升至

94.7%。通过项目实施，副高及以上职称比例达到 47.4%，研究生以上学历达到

84.2%（其中博士研究生 26.3%），双师素质比例达到 94.7%，兼职教师达到 35人。

2020年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省级优秀教学团队验收 

（三）开展了系列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主持清远市级科技课题 3项，主持

院级课题 3项。以第二排名参与国家教改课题 2项，以第二排名参与省科技课题

2 项，以第二排名参与省教改课题 1 项。团队主持了 1 个省级生产性实训基地建

设、5 个公共实训平台建设；获得省、市级科研立项共 7 项。重点在清远市阳山

县开展阳山淮山的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研究及成果转化，在清远市英

德市开展“九龙豆腐”标准化与工业化生产研发等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5 人次

获得省市科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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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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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设成省级示范专业、

省级重点专 

（2）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

获取率为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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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成省级示范专业、省级

重点专业 

（2）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

率为 99%以上 

2.已落实举措： 

(1)培养对象及团队先后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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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肇庆学院食品科学与工

程专业联合开展了“三二分段专

升本协同育人”探索 

(4) 借鉴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

构建的成功经验，通过“校企合

作、校校协同”的方式，优化了

食品生物技术专业“三二分段专

升本协同育人”课程体系、制定

并完善了人才培养方案 

无 

教学团队方面： 

1.建设目标：食品生物专业

教学团队成为省级优秀教

学团队 

2.建设举措： 

（1）培养校企双带头人 

（2）优化校内骨干教师团

队，通过企业顶岗实践，培

养既能上讲台又能下车间

的双师型校内骨干教师。 

教学团队方面： 

1.已实现目标：食品生物专业教

学团队已经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2.已落实举措： 

（1）专业带头人赴台湾屏东科

技大学、美和科技大学等院校开

展了为期半年的专业建设研讨

交流。聘请 1名校外专业带头人，

开展了“一对一”教学能力培训，

联合开展科技课题研究 1项、申

无 

                                                             
1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3）提升校外兼职教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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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专利 1项。 

（2）本专业累计培养 9名骨干

教师，参加行业企业培训 82人

次。累计派出 11 名专任教师赴

企业锻炼，双师素质比例提升至

94.7%。引进实验员 1名，3位中

青年教师被聘为企业工程师。团

队主持了 1个省级生产性实训基

地建设、5个公共实训平台建设。  

（3）聘请兼职教师 35名，对 10

名兼职教师进行了教学能力培

养，兼职教师承担实践教学比例

达 53.18%。 

课程与教学改革方面： 

1.建设目标：建成 1门省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建设举措： 

（1）开发培训包，学校和

社会共享。开发面向食品企

业法人、部门负责人、检验

人员、技术人员、营销人员

和生产加工人员的食品生

物技术培训包，提升食品从

业人员的法律意识、管理水

平、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2）提高资源的开放性，

实现课内外共享 

（3）注重资源层次性，拓

展中高职共建共享。 

 

已课程与教学改革方面： 

1.已实现目标：1 门省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通过验收 

2.已落实举措： 

（1）开发了食品技术培训包，

学校和社会共享。面向食品企业

法人、部门负责人、检验人员、

技术人员、营销人员和生产加工

人员的食品生物技术培训包，提

升食品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管

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2）建成了“现代食品包装技

术”网络视频资源，建成并开放

了专业信息化服务视窗。 

（3）专业团队主持省级教改课

题 3项、省教指委（教育研究院）

教改课题 4项、校级教改课题 6

项，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等

期刊发表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

体系改革相关的论文 13篇，出

版专著 2部。 

无 

技术开发与创新方面： 

1.建设目标：承担横向项

目、纵向项目经费 20 万元。 

2.建设举措： 

（1）积极参与国家和省有

关的科研课题申报，争取参

加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使

研究紧跟国内外先进水平。

（2）加强产学研结合，以

科研带动教育教学改革，使

技术开发与创新方面： 

1.已实现目标：主持人负责的

“九龙豆腐”课题经费 20万元。

获得省、市级科研立项共 16项，

到账经费 347.57 万元。 

2.已落实举措： 

（1）与企业共同开展技术改造、

产品研发，联合申报科研项目、

申请专利。 

（2）积极参与清远市的乡村振

无 



 

产学研结合成为培养人才

的重要途径。 

兴工程，服务清远贫困村 18个、

共获得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

团队项目 6项（资助金额共 60

万元）、清远市乡村振兴专项 1

项（资助金额 100 万元），开展

了“连州稻田鱼饲养”“九龙豆

腐保鲜”“英德麻竹笋深加工”

等多项服务。 

社会服务方面预期成果： 

1.建设目标：开展 3次以上

相关培训、生产、咨询和技

术服务；深入行业企业锻炼

或服务半年以上；培训 600

人次以上 

2.建设举措： 

（1）依托校内外实训基地，

充分利用教学和实训设施

资源，为蒙牛乳业、广东双

汇等企业员工及社会开展

食品安全知识、食品加工技

术、食品检测技术、食品质

量管理、食品营养知识培

训。 

（2）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内

审员和食品检验工的培训。 

社会服务方面： 

1.已实现目标：主持人开展 5次

相关培训、生产、咨询和技术服

务；深入行业企业服务 6个月；

培训 633人次以上。团队为清远

市的农民和农产品加工从业人

员开展技术培训累计 8416人日； 

2.已落实举措： 

（1）与清城区诚信协会合作，

联合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培

训和餐饮（食堂）行业从业人员

安全知识培训等，累计 362人日；

（2）与清新区美联职业技术培

训学校联合开展“食品安全员”

知识培训，累计培训 126人日；

（3）成立的“青年营养协会”、

“食品安全协会”在校内外开展

食品营养、食品安全等知识宣

传，五年来累计受众超过 12000

人。 

无 



 

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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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成省级示范专业、省级

重点专业 

已完成专业建设预期成果： 

建成省级示范专业、省级重

点专业 

无 

教学团队预期成果： 

食品生物专业教学团队成

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已完成教学团队预期成果： 

食品生物专业教学团队已经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无 

课程与教学改革预期成果： 

建成 1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 

已完成课程与教学改革成

果： 

1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通过验收 

无 

技术开发与创新预期成果： 

承担横向项目、纵向项目经

费 20万元。 

技术开发与创新预期成果： 

“九龙豆腐”课题经费 20

万元 

无 

社会服务方面预期成果： 

开展 3次以上相关培训、生

产、咨询和技术服务；深入

行业企业锻炼或服务半年

以上；培训 600人次以上 

社会服务方面预期成果： 

开展 5 次相关培训、生产、

咨询和技术服务；深入行业

企业服务 6 个月；培训 633

人次以上 

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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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示范校（专业） 广东省示范性高职院校（示范性专业） 

2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食品生物技术专业省级教学团队 

3 省级精品开放课程 《食品营养与健康》省级精品开放课程 

4 省市科技课题 省市科技课题立项 

5 省市科技成果 7项省市科技成果奖 

6 工程研究中心 2个市级工程技术中心 

7 技术成果应用 “九龙豆腐”项目带动产业发展 

8 国家教学成果奖 团队成员荣获 2018 年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9 省级教学成果奖 团队成员荣获 2017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 4项目 

10 团队发明专利申请

与授权情况 

团队发明专利申请 6项目，已经授权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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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展技术创新与应用，培育出近亿规模的“九龙豆腐”产业 

主持“九龙豆腐”进行标准化和工业化生产技术研发，在保存“九龙豆腐”

良好品质和不添加任何保鲜剂的前提下，延长贮藏时间（21 天）扩大了产品销

售半径，为服务的英德市龙兴大地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800 万

元，将当地的豆制品产业（种植、加工和销售）年产值从不足 200 万元提升到

8000万元以上。 

（二）专业教学团队综合素质高、教学科研能力强，处于省内领先水平 

食品生物技术专业群教学团队于 2020 年通过“广东省高职教育优秀教学团

队”验收，现有专任教师 19人，具备双师素质的 18人，占 94.7%（建设前期为

84.6%）；副高及以上职称 9人，占 47.4%；博士研究生 5人，占 26.3%；硕士研

究生以上学历 16人，占 84.2%；建成了专业兼职教师库，库内兼职教师由 20人

增加至 35 人，其中 9 人具有高级职称，其余人员均为企业骨干，兼职教师承担

b和 c类课程教学工作量占比达 53.18%。 

本专业教学团队中有国家相关标准（文件）起草专家 1人、国家各类项目评

审（审查）员 5 人、省级各类专家 10 人、广东省职业教育专业领军人才 1 人、

市级各类专家 12 人，2 人分别被聘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广东药科大学等院校

硕士生导师，1人入选河北、江苏、四川、江西等省的科技成果评审专家，多名

教师作为国内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最早参与者，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方面积累了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职业教育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第三完成人）、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第

三完成人）、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第二、三完成人）、广东省第

四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三等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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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已支出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支出率

（%）4 

60 60 100% 60 100% 

申报材料上的经费使用方案 

序号 支出项目 万元 

1 办公费 4.2 

2 印刷费 2.2 

3 咨询费 2 

4 差旅费 6.5 

5 因公出国（境）费用 6 

6 会议费 4.8 

7 培训费 8 

8 专用材料费 6.3 

9 劳务费 8 

10 委托业务费 4 

11 其他（领军人才补贴等） 8 

合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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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经费到位情况 

本项目经费从 2016 年创新强校资金（粤财教【2016】384 号）中落实，总

计落实资金 60万，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 

另外，学院是广东省第三批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食品生物技术专业

群建设项目是学院六个建设项目项目的其中一个。食品生物技术专业群建设项

目的经费预算为 625 万元，其中用于师资队伍的建设经费为 106 万元。该项目

开展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资资金保障。 

（二）项目经费支出情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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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资金支出率=已支出建设经费/已到位建设经费 



 



 

 



 

 

 

十、项目校内管理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