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  件                             粤教高函〔2014〕97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广东省 

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 

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4 年度省“质量工程”建设

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4〕29号 安排，省教育

厅组织了 2014 年我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以下

简称“质量工程” 项目推荐工作。经学校评审、省教育厅审核、

公示，现将 2014 年省本科高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予以

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情况 

    确定立项建设 174 个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84 个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102部精品教材、157个教学团队、94个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153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66项卓越人才培

养计划、14个试点学院、16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84个应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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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示范专业、47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28 个战略新

兴产业特色专业、255门精品开放课程 62门精品视频公开课、

193 门精品资源共享课 、30 项自主特色项目 项目详细名单见

附件 。 

    、项目资助 

    2014年起，原有的“广东省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专项资

金”，与其它高等教育专项资金一起，并入“广东省高等教育‘创

新强校工程’专项资金”。因此，省质量工程项目不再由省财 划

拨专项资金单独予以资助，改由学校统筹本校创新强校工程专项

资金和自有资金，根据本校发展需要和项目自身 质予以资助。

学校对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建设绩效等列入创

新强校工程绩效考核因素。 

    三、项目管理 

   一  项目所在高校是项目的建设、管理主体，各校要进一

步健全校内质量工程项目管理制度，按照要求进行实施前论证、

中期检查、结题验收。省教育厅将适时对项目的管理情况进行检

查，并作为学校下一年度立项数的依据。 

    二 本次公布立项项目仅为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经省教

育厅组织建设检查、结项验收后，正式认定为省级项目。 

    三 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须由学校正式 函说明原因，

并随函报送调整后的建设项目任务书  

    1．项目建设内容、成果形式等发生重大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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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负责人因故需要调整的  

    3． 超出申报时设定的拟结项时间，不能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需要延期结项验收的。 

    四、其他 项 

    一 2014 年度各校向省教育厅推荐并获得立项的项目，

学校须将相关项目校内评审推荐及立项材料妥善保存，留底备

查。 

    二 各校在项目建设、管理和应用推广方面的经验做法，

可及时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教育厅高教处。 

    联系人 李成军，联系电话 020-37629463 传真

020-37627963。 

  

    附件 2014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 

      设项目立项建设名单 

 

           

                                  广东省教育厅 

                                                2014年 7月 3日 

 

 

 

 



2014年广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名单 

序

号 
学校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拟结项时间

年/月  

项目负

责人 

备

注 

1 华南理工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机械工程 2016年 6月 全燕鸣   

2 华南理工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交通运输 2016年 6月 温惠英   

3 华南理工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无机

非金属材料与工程  
2016年 6月 张志杰   

4 华南理工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市场营销 2016年 10月 陈明   

5 华南理工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电子商务 2016年 6月 左文明   

6 华南理工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旅游管理 2016年 6月 江金波   

7 暨南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法学 2017年 7月 朱义坤   

8 华南农业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应用化学 2017年 6月 周武艺   

9 华南农业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2017年 6月 王卫星   

10 南方医科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护理学 2016年 12月 王惠珍   

11 南方医科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临床病理学 2016年 12月 丁彦青   

12 南方医科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生物制药 2016年 12月 董文其   

13 广州中医药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中药资源与开发 2018年 9月 曾元儿   

14 广东工业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管理科学 2017年 12月 何斌   

15 广东工业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产品设计 2017年 12月 蒋雯   

1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翻译 2017年 6月 平洪   

1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电子商务 2017年 6月 王洪良   

18 汕头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2017年 6月 魏楚亮   

19 汕头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临床医学 “5+3”一

体化  
2016年 12月 何萍   

20 汕头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应用化学 2017年 4月 佟庆笑   

21 广东财经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投资学 2017年 5月 刘湘云   

22 广东海洋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动物医学 2017年 6月 陈进军   

23 广东海洋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英语 2017年 6月 郭遂红   

24 广东海洋大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汉语言文学 2017年 6月 张学松   

25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年 10月 杨敏   

26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16年 12月 余日安   

27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年 7月 毋福海   

28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市场营销 2017年 6月 范俊铭   

29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物流管理 2017年 6月 石荣丽   

30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电子商务 2016年 4月 张学农   

31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人力资源管理      2016年 1月 王学工   

32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6年 8月 谈伟君   

33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年 12月 易法令   

34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中药制药 2017年 6月 王淑美   

35 广东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保险 2017年 6月 宋跃晋   

36 星海音乐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声乐歌剧表演 2016年 6月 杨岩   

37 广州美术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风景园林 2017年 6月 杨一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