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南 方 职 业 学 院 文 件
校教字〔2022〕11 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2 年省高职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验收工作的通知》《广东省

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2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验收工作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验收工作

的补充通知》（见附件 1-3）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校 2022

年省“质量工程”项目验收工作通知如下：

一、省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详见附件 1）

（一）验收范围

1.2016-2017 年立项建设但 2020 年省级验收结论“暂缓

通过”的省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2018 年省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项目。

（二）验收内容

验收以建设方案和任务书为依据，以项目建设情况和建



设成效为基础，重点考察建设目标实现和任务完成情况、取

得的标志性成果、项目管理情况和经费落实、资金使用情况

等。

（三）验收方式

省教育厅组织专家根据附件 1 要求开展验收。以网络验

收为主（参考附件 4：网上验收指标），视情况采取其他方式。

（四）验收结论

1.验收结论分为：通过、暂缓通过和不予通过。

2.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和不予通过的情况，请详阅附件

1 第 2 页有关内容。

3.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终止省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

库或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①验收结论为不予通过的项目；

②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且属于第二次参加验收的 2016-2017

年立项建设省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首次参加验收的 2018 年省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如此次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

可参加 2023 年验收；如仍不能通过验收或不参加 2023 年验

收的，终止省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或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

5.验收通过的项目，认定为“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或“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五）材料清单

1.验收总结报告（Word 电子版，每个建设项目一份）。

2.验收登记表（附件 5，Word 电子版、盖章 pdf 扫描件，

每个建设项目一份）。



3.项目建设方案、申报书、任务书（Word 电子版、盖章

pdf 扫描件）。

4.验收项目汇总表（附件 6，Excel 电子版）。

5.同意项目负责人或成员调整材料（盖章 pdf 扫描件）。

6.相关佐证材料（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软

件、数据库、专利以及鉴定证书、成果报道等，应注明“广

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或“广东省高

等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未注明的不予列

入验收材料）。

请项目负责人将材料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前

上交教务处。

二、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详

见附件 2、3）

（一）验收范围

1.2012-2017年经省教育厅发文立项并且2019年省级验

收结论为“暂缓通过”或“未出具验收结论”的省质量工程

项目,包括：教学团队、专业领军人才、实训基地、公共实

训中心、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精品开放课程（含精品

资源共享课、精品视频公开课，不含 2016-2018 年立项的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下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含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

下同）等。

2.已到期的 2018 年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和

2020 年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扩招专项）。

3.2012-2017年经省教育厅发文立项并且参与2019年省



级验收，结论为“不通过”的省质量工程项目，应参加 2022

年省质量工程验收（如不参加 2022 年验收，将撤销立项、

终止建设）。

4.因存在材料弄虚作假或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

果等学术不端行为，2019 年质量工程验收结论为“不通过”，

以及纳入 2019 年质量工程验收范围但未参加验收的项目，

已终止建设，不再参加 2022 年省质量工程验收。

（二）验收内容

根据项目申报、立项、管理、验收等有关文件要求，以

建设方案和任务书为依据，以项目建设情况和建设成效为基

础，组织开展验收工作。重点考察建设目标实现和任务完成

情况、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项目管理情况和经费落实、资金

使用情况等。

（三）验收方式

1.校内验收。学校应按照项目申报、立项、管理、验收

等有关文件要求，组织开展校内验收工作。

2.省级验收。省教育厅对校内验收通过的项目，分两类

组织开展省级验收：

①委托验收。省教育厅委托学校按要求对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费自筹的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组织开展验收工作。学校可根据

实际情况，将校内验收和省级委托验收结合起来开展。省教

育厅按照《委托验收项目审核要点》（附件 7）对各校委托验

收情况进行审核和抽查学校委托验收通过的项目。

②直接验收。省教育厅组织专家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教



学团队、专业领军人才、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精品开

放课程、省财政专项支持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开

展验收工作。以网络验收为主，视情况采取其他方式。

（四）验收结论及处理

1.验收结论一般分为：通过、暂缓通过和不予通过。

2.校内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或不通过的，省级验收结论

直接采用校内验收结论。

3.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和不予通过的情况，请详阅附件

2 第 3 页有关内容。

4.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撤销立项，并终止省质量工程

项目建设：①验收结论为不予通过的项目；②2012-2017 年

经省教育厅发文立项并且此次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的项目；

③应参加验收但未参加验收的项目。

5.已到期的 2018 年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和 2020 年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扩

招专项）如此次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可参加 2023 年验收；

如仍不能通过验收或不参加 2023 年验收的，撤销立项，并

终止省质量工程项目建设。

6.撤销立项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2022 年省质量工程

项目。

（五）验收要求

1.教学团队、专业领军人才、实训基地、公共实训中心、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精品开放课程要根据项目申报、

立项、管理、验收等有关文件要求，以项目建设方案、申报

书（含申请书、任务书等，下同）为基础，根据建设实际情



况填写《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验收登记表》（附件 8），

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2.接受验收的省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应根

据项目完成情况，填写《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结题

验收登记表》（附件 9）。

3.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由学校按照省教育厅

相关文件要求和本校项目管理办法，组织开展验收工作，并

提交《广东省高职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验收总

结报告》（附件 10）。

4.校内验收和委托验收专家组成员总数应为单数且不

得少于 5 名。其中，项目组成员不得作为验收专家，本单位

专家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从事教学、管理一线工作的专家不

得低于三分之一，所有专家均需具备高级职称。

（六）材料清单

1.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验收项目汇总表（Excel 电

子版，见附件 11）。

2.项目材料：

①验收项目申报书、建设方案（Word 电子版）；

②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验收登记表（附件 8）

或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结题验收登记表（附件 9）

或广东省高职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验收总结

报告（附件 10）（每个项目 l 份，Word 电子版和签名盖章 pdf

扫描件）；

③项目变更申请材料（Word 电子版、盖章 pdf 扫描件）；

④相关佐证材料。



请项目负责人将材料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前

上交教务处。

三、总体工作要求

（一）学校各部门、特别是各二级学院要将本通知传达

至每一位项目相关教师，此次验收时间跨度大（2012 年-2020

年的项目），请确保所有项目都能参与验收。

（二）坚决做到所有项目（非特别原因）一定参加验收，

按省教育厅规定，如不参加项目验收者，项目负责人不得申

报 2022 年省质量工程项目。省教育厅将汇总公布各校

2012-2017 年省质量工程项目验收情况,并把项目验收情况

作为安排国家和省质量工程项目推荐限额的重要依据。

（三）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遇特殊情况，符

合有关项目管理文件要求且经学校同意，可申请调整负责人。

调整后的项目负责人职称不得低于原项目负责人申报时职

称，并实际主持项目建设工作。专业领军人才不得调整项目

负责人。项目组成员可由学校根据有关项目管理文件要求，

结合实际进行调整，项目组成员应与项目建设有关并实际参

与项目建设。

附件：

1.关于开展 2022 年省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验收工作的通知

2.关于开展 2022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验收工作的通知

3.关于开展 2022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验收工作的补充通知

4.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网上验收指标

5.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验收登记表

6.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验收项目汇总

表

7.委托验收项目审核要点

8.广 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验收登记表

9.广 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结题验收登记表

10.广 东省高职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验收

总结报告

11.广 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验收项目汇总表

12.⒛ 12-2017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目信息变更申请表

13.省厅有关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