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省级质量工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及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项目校内遴选评审工作方案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粤

教职函﹝2018﹞194 号）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省级校内实

践教学基地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遴选推荐工作，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启动 2018 年度省级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和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项目校内遴选评审工作，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

下： 

一、评审时间：2018 年 11 月 30日-2018 年 12 月 3 日 

二、评审方式：网络评审 

三、评审专家及评审项目  

（一）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 

评审

专家 
7位专家 

评审

项目 

序

号 
所属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 

软件学院 

Web 应用测试 何涛  

2 Python网络爬虫程序设计技术 黄锐军  

3 HTML5基础 王寅峰  

4 Java Web程序设计 魏勇  

5 单片机项目设计与开发 吴险峰  

6 数据库基础 周德伟  

7 
电子与通信 

学院 

通信工程概预算 陈又圣  

8 移动互联网业务 陈煜  

9 移动通信技术 刘俊  



 

10 
电子与通信 

学院 

PCB设计与制作 邢云凤  

11 集成电路封装与测试基础 余柏林  

12 Python 程序设计 许志良  

13 
计算机学院 

Web应用系统安全开发 邬可可  

14 信息安全攻防技术 高月芳  

15 

数字媒体学院 

网页特效制作 韩丽屏  

16 后期剪辑 赵学华  

17 信息可视化 王丹丹  

18 三维动画制作 孙慧  

19 UI设计基础 赵文勇  

20 设计创意思维 范莹  

21 影视广告设计 李湘皖  

22 智能制造与装

备学院 

激光加工设备 肖海兵  

23 塑料模具设计与制造 王基维  

24 

交通与环境 

学院 

 

动力传输系统和诊断 邹海鑫  

25 汽车电气系统 宋柱梅  

26 固体废物和土壤监测 彭丹  

27 环境保护设备及其应用 相会强  

28 大气环境监测 吕笑笑  

29 客运组织 李犁峰  

30 

管理学院 

运输实务 彭娟  

31 品牌管理实务 冼雪琳  

32 报关实务 李丽  

33 国际商务单证理论与实务 安冬平  

34 客户关系管理 王香刚  

35 仓储与配送管理 钱莹  

36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刘汶德  

37 经济学基础 李菁华  

38 

应用外语学院 

秘书礼仪与职业形象 李华  

39 饭店餐饮服务与管理 吉洁  

40 国际贸易实务（线上名称：国贸那些事儿） 郭云云  

 

（二）校内实践教学基地项目 

评审

专家 
7位专家 

评审

项目 

序

号 
所属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 软件学院 
大数据应用技术职业能力培养虚拟

仿真实训中心 
花罡辰 

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 

2 软件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开发技术实训基地 李 钦 实训基地 

3 软件学院 亚马逊云计算公共实训中心 薛国伟 公共实训中



 

心 

4 电信学院 通信网络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叶剑锋 
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 

5 电信学院 微电子技术实践教学基地 李春霞 实训基地 

6 电信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实训基地 罗德安 实训基地 

7 交环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

真实训中心 

刘庆林 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 

8 交环学院 环境工程实训基地 欧阳帆 实训基地 

9 交环学院 环境监测实训基地 朱睿 实训基地 

10 交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实训基地 谭飞刚 实训基地 

11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杨东海 实训基地 

12 财经学院 虚拟商业社会环境仿真财务中心 赵彩霞 
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 

13 财经学院 投资与理财综合实训基地 耿国靖 实训基地 

四、评审程序 

1.11 月 29 日-12月 3 日进行网络评审； 

评审专家按照各项目评审工作指引（通过 OA 发送至各

位专家），参照评审指标，结合各项目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填写《评分表》并提出评审意见，于 12 月 3 日下午 3：30

分前提交至教务处陈铭老师。 

2.12 月 4日教务处统计评审结果； 

3.12 月 4-8日教务处将遴选评审结果进行公示； 

4.12 月 9-10日办理正式公文并上报省厅。 

 

教  务  处 

2018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