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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民 办 教 育 协 会
粤民教协〔2022〕3 号

关于公布 2022 年度民办高校教育研究

项目课题立项结果的通知

各民办高校：

经专家评审、公示，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2 年度民

办高校教育研究项目确定立项 121 项课题，其中重点课题 18

项，一般课题 103 项，现将立项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请学校、课题负责人按照《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民办高

校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按计划认真组织实施研

究，按时提交开题报告书、中期检查报告书和结题报告书，

保质保量完成研究任务，按时结题，为我省民办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我省民办教育发展作出贡

献。

为扭转“重立项、轻研究”的倾向，通过立项的重点课

题和一般课题最终立项等级将以结题评审结果为准。重点课

题研究成果达不到评审要求的，按一般课题结项；一般课题

研究成果达到重点课题成果要求的，追认为重点课题；一般

课题成果达不到评审要求的，取消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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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2 年民办高校教育研究重点课

题立项一览表（18 项）

2.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2 年度民办高校教育研究一般

课题立项一览表（103 项）

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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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2年度民办高校教育研究重点课题立项一览表

（18项）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申报单位

本科院校

1 GMG2022001
学生社团与高校思政课教学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培正学院学生社团的实证调查
李 慧 广东培正学院

2 GMG2022002 民办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易亚军 广州工商学院

3 GMG2022003 基于 QCA 分析的民办高校治理机制研究 田 艳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4 GMG2022004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研究
刘雨萌 珠海科技学院

5 GMG2022005
“三全育人”视域下民办高校服务乡村振

兴路径研究
陈天勇 广州理工学院

6 GMG2022006
元宇宙视域下 CDIO 模式在民办高校虚拟

现实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的研究
李家春 广州软件学院

7 GMG2022007
新时代下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发展

研究
齐勇军 广东白云学院

8 GMG2022008 民办高校品牌形象影响因素研究 王奕衡 珠海科技学院

9 GMG2022009
民办高校教师职称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

——以广东省民办高校为例
赵宇宏 广东理工学院

10 GMG2022010

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探

索：基于广州南方学院“湾区百村调研行

动”的实践研究

张玉冰 广州南方学院

11 GMG2022011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 OBE 的民办高校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王 蕊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12 GMG2022012
“新文科”背景下民办高校“小语种+跨境

电商”复合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研究
吴悦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

商学院

专科院校

1 GMG2022013 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刘亚迪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2 GMG2022014

“一带一路”倡议下民办高职院校的定向

培养模式研究——以广州康大职业学院为

例

刘长海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3 GMG2022015 民办高职院校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袁照稳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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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MG2022016
民办教育集团上市后管理团队信任管理的

研究
温伟胜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5 GMG2022017 新形势下实验实训室建设的路径探析 秦 甄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6 GMG2022018
校企共育企业实践教学研究——以广东碧

桂园职业学院为例
刘志忠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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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2 年度民办高校教育研究一般课题立项一览表

（103 项）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 GMG2022019
广东民办高校传承红色基因的路径

研究——以广州周边民办高校为例
利 煌 广东培正学院

2 GMG2022020

粤港澳大湾区视域下民办高校爱国

主义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意义和路

径

刘诗琦 广东培正学院

3 GMG2022021 民办高校社会服务力提升路径研究 招建贞 广东白云学院

4 GMG2022022
广东省民办高校参与乡村振兴问题

及对策研究
黄姝敏 广东白云学院

5 GMG2022023
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管理专业

特色建设研究
唐业富 广东科技学院

6 GMG2022024
民办高校课堂教学评价制度改革研

究
卢 玲 广东科技学院

7 GMG2022025
新时代民办高校党建专职组织员队

伍建设研究
肖 波 广东科技学院

8 GMG2022026
民办高校大学生创业心理品质培育

研究--基于心理资本的视角
张秋艳 广州商学院

9 GMG2022027
民办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校企合作的

难点与对策研究
李 斯 广州商学院

10 GMG2022028
民办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信息化教学

立体化评价体系的构建
陈 慧 广州商学院

11 GMG2022029
产教融合背景下民办高校电子商务

专业“三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何明慧 广东东软学院

12 GMG2022030
体育课程与“步道乐跑（APP）”联

合教学模式探索研究
刘菊平 广东东软学院

13 GMG2022031
应用型日语专业 TOPCARES 一体化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孙 鹏 广东东软学院

14 GMG2022032
广东省民办高校规模结构与区域经

济发展关系研究
谭晓蓉 广州工商学院

15 GMG2022033 民办高校品牌传播困境及对策研究 林春腾 广州工商学院

16 GMG2022034

民办高校数智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与探索——以广东理工学院为

例

杨 文 广东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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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MG2022035

“三全育人”引领下高校思政教育

机制创新研究——以肇庆市民办高

校为例

周景报 广东理工学院

18 GMG2022036
思政课“项目化”实践教学促进民

办职业本科实践育人的探索
李杏余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19 GMG2022037
“跨境电商”背景下广东省职业本

科国贸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乔丽婷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20 GMG2022038

基于“三圈三全十大”育人体系构

建民办应用型 Android 移动应用开

发的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与探索

冯笑媚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21 GMG2022039
校企共建产业学院的模式和路径研

究——以职业本科院校为研究对象
韩治国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22 GMG2022040
课程思政背景下民办高校教师课程

决策的实践研究
李燕羚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23 GMG2022041
海峡两岸民办高教休闲体育专业课

程比较研究
关 正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24 GMG2022042
以工匠精神为内涵的应用型本科工

科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
喻冬秀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5 GMG2022043
以混合式教学赋能广东省民办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研究
吴卫群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6 GMG202204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办高校

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边 舫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7 GMG2022045 中外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比较研究 王 坤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8 GMG2022046
民办高校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创

新研究
彭恩高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9 GMG2022047
民办高校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

展模式研究
张 淼 珠海科技学院

30 GMG2022048
拓展训练融入民办高校公共体育课

的实践教学研究
廖奕德 广州华立学院

31 GMG2022049
基于产教融合的民办本科高校产业

学院发展策略研究
卢集富 广州华立学院

32 GMG2022050

民办高校工科类课程思政改革研究

——以建筑学专业课程《场地设计》

为例

杨颖倩 广州华立学院

33 GMG2022051 民办高校应用型专业特色建设研究 王春来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34 GMG2022052

“Erasmus +”模式下民办高校牵头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学分互认平

台研究 - 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国

际教育合作为例

谭敏莹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35 GMG2022053
民办高校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施

——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为例
倪 莉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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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GMG2022054
新时代民办高校党建与“立德树人”

深度融合机制研究
史雍真 东莞城市学院

37 GMG2022055
新时期广东民办本科院校应用型人

才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姜海波 东莞城市学院

38 GMG2022056
独立学院转设后品牌建设策略研究

——以东莞城市学院为例
叶云峰 东莞城市学院

39 GMG2022057
“三维四度”高素质实用型本科护

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秀岚 广州新华学院

40 GMG2022058
课程思政视域下广东省民办高校教

师德育素质培育研究
周慧敏 广州新华学院

41 GMG2022059
《临床药理学》课程思政有机融合

助力实践与创新
钟春燕 广州新华学院

42 GMG2022060
民办学校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机制

研究
邹备战 广州南方学院

43 GMG2022061

民办高校应用型课程体系的构建与

探索--以广州南方学院临床免疫学

检验技术课程为例

高劲松 广州南方学院

44 GMG2022062
民办高校智能制造技术驱动的产教

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陈晓斌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45 GMG2022063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域特色与绿色技

术融合的传统民居优化设计研究

——以塱头古村为例

田亚男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46 GMG2022064
“双创”视阈下培养民办高校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行动研究
陈惠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

学院

47 GMG2022065

分享经济视野下学校体育与社区体

育资源共享路径探析——以广州市

白云区民办高校为例

陈接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

学院

48 GMG2022066 民办学校特色文化建设研究 梁银雄 广州华商学院

49 GMG2022067
基于数据驱动的民办高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洪绍勇 广州华商学院

50 GMG2022068
民办本科高校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调查研究——以英语自主学习为例
甄玲 广州华商学院

51 GMG2022069
民办高校职称自主评审的困境与对

策研究
陈妙娜 湛江科技学院

52 GMG2022070
全人教育理念下民办高校管理学科

专业类课程思政改革研究
肖 荆 湛江科技学院

53 GMG2022071

新文科背景下民办高校“群特征”

的产教融合育人体系创新与实践-

以构建数字媒体专业群为例

赵 哲 湛江科技学院

54 GMG2022072
民办高校品牌建设及其核心竞争力

研究
刘 花 广州理工学院

55 GMG2022073
基于“产、科、政、教、创”的应

用型民办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
王煜林 广州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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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GMG2022074
民办高校校园思政文化景观育人功

能研究——以广州软件学院为例
曹 帅 广州软件学院

57 GMG2022075

民办高校基于产教融合下电子技术

类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以智能电子

产品设计人才培养为例

李 芳 广州软件学院

58 GMG2022076
南粤传统体育文化建设的使命与担

当
陈素玲 私立华联学院

59 GMG2022077
民办学校特色文化建设研究——以

私立华联学院“艺术民乐团”为例
杜欣欣 私立华联学院

60 GMG2022078
民办高校计算机科学类应用型人才

模式研究
黄春琼 私立华联学院

61 GMG2022079

1+X 证书制度下民办学校应用型课

程体系建设——《建筑信息模型设

计 BIM》课程为例

陈 斌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62 GMG2022080

数字化背景下民办高职“岗课证赛

创”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以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

为例

李 萍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63 GMG2022081
面向企业招生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董彩娟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64 GMG2022082
“一核一带一区”发展格局下外贸

人才双创核心能力培养研究
李 霓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65 GMG2022083
民办高职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发展研

究
王光华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66 GMG2022084
三全育人视域下民办高职商贸类专

业课程思政路径研究
林 青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67 GMG2022085
缄默知识视域下现代学徒制中企业

师傅的角色定位
杨江勇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68 GMG2022086
基于大数据算法分析的民办高校应

用型人才模式研究
周晓亮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69 GMG2022087
产教融合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护理

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钟新波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70 GMG2022088
民办高职院校《园林规划设计》课

程思政改革研究
陈彩霞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71 GMG2022089
室内空间设计课程“1+X”课证融

通教学改革研究
赵白云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72 GMG2022090
基于印象主义风格钢琴即兴演奏的

理论研究
王 睿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73 GMG2022091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

养研究
罗华明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74 GMG2022092
民办高职院校国防教育教学学生团

队建设与培养
王冠文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75 GMG2022093
高职跨境电子商务专业高水平“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李佳诺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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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GMG2022094
基于 OBE 下的民办高校智能制造专

业群实践教学研究
卢小燕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77 GMG2022095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下的民办高

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研究
吴 斌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78 GMG202209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惠州上市公

司应对治理研究
林暹亮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79 GMG2022097
人工智能引领下民办高校教学变革

研究
孔 剑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80 GMG2022098
“健康中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公共

体育课内外一化教学改革研究
杨冬梅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81 GMG2022099
文化自信视域下综合英语课程改革

探索与实践
胡洁颖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82 GMG2022100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可持续发展改革

探索与实践研究——以高职《外贸

英语函电》为例

梁玉涓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83 GMG2022101
职业自信”视域下民办高职院校的

双主体育人模式探究
刘 燕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84 GMG2022102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道德能力提升的

探索与实践
王润东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85 GMG2022103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

学生英语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以

工业机器人专业为例

韦小平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86 GMG2022104

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以《装饰图案应用》课程实践

教学为例

陈彦瑶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87 GMG2022105
基于民办高职院校公共英语课程融

入中华优秀文化元素研究
蓝文娜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88 GMG2022106
高职院校艺术类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与实践——以三大构成课程为例
罗 江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89 GMG2022107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背景下广东民办

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

究

杨 洋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90 GMG2022108

三全育人视阈下民办高校新商科课

程思政“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

研究

钟飞燕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91 GMG2022109
民办高校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下

学业评估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胡锦玲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92 GMG2022110

“互联网＋”背景下园校结合教育

模式的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以

《学前儿童保健与护理》为例

李红梅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93 GMG2022111
高职院校基于“一校多品”体育项

目化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姚锡均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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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GMG2022112

新业态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财

智融通”特色的人工智能校内实训

基地建设研究

翟羽佳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95 GMG2022113
民办高校景观设计课程思政“多维

融合”教学模式创新应用研究
罗敏华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96 GMG2022114
无边界职业生涯视角下民办高职院

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叶 廷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97 GMG2022115
高职“三维一证”教学模式研究

——以《影视合成》课程为例
萧 玥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98 GMG2022116
民办高职校企合作兼职教师师德师

风建设研究
方顺适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99 GMG2022117
民办高校环艺专业将创新创业教育

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实践研究
刘晓曼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100 GMG2022118

民办高校应用型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以《机械设备装配技术》课程

为例

王益民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101 GMG2022119
民办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课程思

政”实施路径探索与实践
胡宝菊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102 GMG2022120
民办高职 1+X 证书制度下智能控制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践研究
申耀武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103 GMG2022121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产

业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实施路径的研

究

陆慧玲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