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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PAR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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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背景

1990年

2000年

2018年9月

2020年6月

 项目名称及立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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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职业教育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自2018年9月立项以来，总投入资金1415万

元，其中自治区财政投入1000万元，学院自筹资金415万元。

1415万元
（项目投入资金）

1000万元
（区财政专项资金）

850万元
硬件建设

150万元
内涵建设

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完善

课程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教学方法手段更先进多样

师资队伍能力水平有提升

实训室满足产学一体条件

在广西同类院校示范领先

415万元：项目建设
（学院自筹资金）

建设目标

一 .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资金投入情况

387.4万元

硬件建设

27.6万元
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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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建设

一 .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完成01

02

03 04

05

06建成校内实训室31间
实训场地面积超6025㎡

实训设备总值达1747万元

完成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完成33门混合课程及资源库建设

实现13门核心专业课程一体化教学

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建设

科研及技能竞赛
发表论文47篇、实用新型专利5项

主编、参编教材7本
课题立项15项、结题17项

教师各级专业相关竞赛获奖134项（区级一等奖及国家级60项）

师资队伍建设
专兼教师67人，新进教师16人
高级职称占比56%，双师型教师占比91.3%
兼职教师21人，课时占比36%
教师参与培训学习达84人次，参与率182.6%

校企合作
开展校企联合开展生产性实训项目40项
共建校内实训基地3处
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27家

社会服务影响力
完成1+X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近500人次
开展行业专业岗位培训授课近3800人次
每年组织承办和参加自治区级装饰技能大赛1次，

并获得区级一等奖9次，国家级三等奖6次
积极畅通中职与高职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立交桥

按进度完成六大建设任务，实现预期目标；关键指标增量明显，具有显著优势和特色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
偿！

ibaotu.com

项目建设资金总预算为1415万元，实际到位并投入1415万元，预算完成率100%，

全部资金按计划使用并通过第三方审计。

 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实际支出68.1316万元。

 师资队伍建设——实际支出75.159948万元。

 实训基地建设——实际支出850万元。

 学校配套资金415万元。

工作
小组

明确
目标

狠抓
落实

中期
自查

项目
验收

项目建立了工作运行机制，强化过程管理与监督，做到账目独立核算，专款专用

一 .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资金及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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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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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实训基地建设

       实训基地以校区建设为契机，

已完成公共空间项目全过程训练基

地、居住空间项目全过程训练基地、

工厂化装配式部品+BIM技术全过程

训练基地、数字民族装饰艺术训练

基地、设计教学工坊的5个覆盖专业

群的共享型实训基地，18间实训室，

建成实训基地面积6025㎡，设备总

价值达1747.6万元，完成建设任务，

实现预期目标，指标增量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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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实训基地建设

    实训设备运行良好，投入使用率100%。

公共空间项目全过程训练基地 居住空间项目全过程训练基地

工厂化装配式部品
+BIM技术全过程训练基地 数字民族装饰艺术训练基地 设计教学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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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人才培养模式

完成专业（群）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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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课程体系改革

•     根据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群内各专业岗位的

要求，按照专业基础相近的原则，整合专业、职业

强化技能三大课程模块，形成由“通识共享+岗位

核心+职业强化”的递进式专业群课程体系。

•     通识共享课程模块培养专业群内学生互通共用

的职业岗位基本能力和素养，岗位核心课程模块培

养专业群内学生的岗位核心能力，职业强化课程模

块培养专业群内学生实现优势能力拔尖，提升竞争

力。

1. 构建了“通识共享+岗位核心+职业强化”的递

进式产教融合理实一体化专业群核心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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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课程体系改革

    以建筑装饰设计行业需求为导向，构建了融

入建筑装饰设计行业相关应用领域的专业群实践

教学体系，授课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将实训内

容与产教融合趋势深度融合，真正形成融合学生

人文素养、专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态度和职

业素养的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群产教融合课程

体系和产教融合实践教学体系。

2. 基于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构建了建筑装

饰工程技术专业群“岗位引领，产教融合，

协同创新”的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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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课程体系改革

    依托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和在线教学

平台，搭建了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群在线教学资

源库课程体系架构，并开发了29门在线课程和7本

教材，为专业群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体系打下坚实

的教学数字资源基础。

3. 构建了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群信息化教学
资源体系，建设了在线教学资源库，搭建混
合教学平台，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学形态进
一步普及。

序号 名称 教师（编者） 类别
1. “对称平衡之美”-主体性展陈文化墙构图形式 徐东宁、马达、农荟 微课

2. 动画剧本结构简析 洪影霆、陈菲菲 微课

3. 软装色彩设计 王心远、赵军 微课

4. 中国古建筑“以柔克刚”的奥秘 张琦、李明炅、莫壁宇 微课

5. 建筑装饰设计2 刘宇青 混合式教学

6. 家具造型设计 陆剑鸣 混合式教学

7. 软装设计 王心远 混合式教学

8. 三维数字技术项目一 梁庆国 混合式教学

9. 计算机效果图绘制1 黄冬 混合式教学

10. 数字平面媒体技术 温华丽 混合式教学

11. 3DMAX效果图设计 徐东宁 混合式教学

12. 会展设计 徐东宁 混合式教学

13. 展示设计 徐东宁 混合式教学

14. 包装设计 张放 混合式教学

15. 展示设计 马达 混合式教学

16. 效果图表现技法2 马达 混合式教学

17. 陈列设计 马达 混合式教学

18. 室内陈设品设计与制作 马达 混合式教学

19. 仿古建筑制图2 张琦 混合式教学

20. 仿古建筑CAD绘图 张琦 混合式教学

21. 中国仿古建筑设计2 张琦 混合式教学

22. CAD绘图 张琦 混合式教学

23. 广告文案 莫璧宇 混合式教学

24. 广告文案与策划 莫璧宇 混合式教学

25. 软装设计 赵军 混合式教学

26. 版式设计 阳露 混合式教学

27. 家具构造与制图 黄君君 混合式教学

28. 家具项目设计 黄君君 混合式教学

29. 室内设计项目1（住宅） 洪影霆 混合式教学

30. 住宅空间设计（第二版）
黄春峰

教材

31. 
古建筑维修保护与装饰设计美学 李金莹

教材

32. 数码摄影实践应用教程 梁虎
教材

33. 中外设计史 周春媚 教材

34. 城市道路设计与施工技术 蒋萍 教材

35. 美术教育创新思维与人才培养研究 黄熙 教材

36. 广告设计 黄熙 教材

专业特色教学资源建设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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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外引内培，建成了一支技术力量雄厚、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

32人次取得国家一级注
册建筑师、高级古建营

造师等执业资格

执业资格

教师数量

副教授、高级职称29人，占比64%
研究生或硕士32人，占比69.8%

职称、学历结构

教师参与培训学习达84人次，参与率
182.6%

培训学习

“双师型”教师42人，占91.3%

“双师型”教师

专兼职教师67人
兼职教师21人，
课时占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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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科研及竞赛成果（教师）

01.教材与论文 • 主编参编教材7本

• 公开发表论文47篇

• 厅级科研课题立项15项、结题17项

• 实用新型专利5项

• 广西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获二等奖1项
• 广西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2项

• 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相关竞赛获奖104项

02.课题与专利

03.教学获奖

04.指导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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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竞赛成果（学生）

       近三年，以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为牵头的专业群学生参加各级
各类相关专业竞赛成绩突出，获得国家级一等奖11项、二等奖12项、
三等奖10项、优秀奖8项、入围奖12项、佳作奖4项，自治区级一等奖
或金奖11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2项、入围奖16项，共104项。其中
2020年“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1项、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三等奖2项，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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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社会服务影响力

专业岗位培训
服务

开展数字创意
建模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培训
近500人次；
参与建筑行业
八大员培训授
课近3800人次

行业技术服务
能力

连续3年组织承
办和参加区级装
饰技能大赛；建
成大师工作室1
间；对口中职招
生427人；参与
建筑装饰行业实
践项目40个

参与技能培
训企业兼职

参与行业技
术技能培训
学习75人次；
教师到企业
兼职实践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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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招生就业

专业群全日制在校学生规模1959人

专业群年初次就业率均保持在94%以上

近3年专业群推荐176名“专升本”学生进入
本科院校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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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创新点与特色

PART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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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项目创新点与特色  新技术示范引领

以企业项目和工作流程为导向，利用数据资源、全真模型展示、虚拟现实技术
和多媒体技术辅助实训教学。

数字模型展示 虚拟仿真技术教学

企业项目实训 现场选材教学

项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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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项目创新点与特色  产教融合平台创新

• 打造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研究团队，建立技

术研究中心，实现中心的建设和实践，实

现产教深度融合一体化育人目的。

• 将企业先进的理论和应用技术直接运用于

设计生产实践，既可以实现科研创新成果

向生产成果的转化，也可以通过实践的反

馈信息完成对科研成果的验证与修正，使

企业受益于科技创新能力。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
偿！

ibaotu.com

三 . 项目创新点与特色  人才培养示范引领

• 以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产业链全流程

的技术应用为导向，构建建筑装饰

工程技术专业群课程体系。

• 以建筑装饰行业就业市场对职业岗

位的能力需求为导向，构建行业能

力本位的教学体系，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改革。  

• 在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着重建

设基于实际工作状态下的实训基地，

实现教学内容和过程能更贴近实际

岗位工作的职业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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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项目创新点与特色  产教融合示范引领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装饰）

                     三等奖
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装饰）

        一等奖

                   2020年“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金奖
——广西、我校“零金奖”突破

第五届南宁市创业大赛大学生组

     南宁市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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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得以提高，专业影响得以扩大

三 . 项目创新点与特色  产教融合示范引领

全国工艺
品“金凤
凰”创新
产品设计
大赛金奖

中国国际
空间大赛
国家级    
银奖、    
铜奖、    
广西金奖
等

全球时报
金犊奖大
陆赛区 铜
犊、校长
奖、佳作
奖等

”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
业大赛广
西 银奖

2018-2020
连续三年承办、
均获广西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
“建筑装饰技
术应用赛项”
广西 第一名

全国大学
生广告设
计大赛
国家级
三等奖及
自治区级
一等奖等

广西职业
院校教学
能力大赛
三等奖

广西职
业院校
信息化
教学大
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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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改进措施

PART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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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问题与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1：

改进措施  ：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

依托广西建设职教集团，学校校企合作理事会平台，研究拓展服务项
目，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建设。

专业融合度有待提升，专业办学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

以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牵头专业为切入，围绕学生核心技术技能的培养，
通过提高专业间的融合度提升专业群办学水平。

改进措施  ：

存在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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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职业教育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

承担院校：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