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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好扬帆

要广东文理职业学院跨越发展纪实
要要
本报记者 林达琳 通讯员 钟文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是广东省
人民政府批准成立袁 国家教育部
备案袁 面向全国招收国家任务生
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袁 隶属广
东省教育厅遥
学院坐落在湛江市遥 这里人
文荟萃袁景色美丽袁交通便利袁水
陆空交通网络直通全国各地袁是
莘莘学子理想的求学圆梦之地遥
千亩生态园林式校园依山傍
水袁环境优雅袁常年绿树成荫袁四
季繁花飘香袁威武将军山尧俏丽日
月湖把校园点缀得绚丽多姿遥 学
院办学用地 1590 亩袁建筑面积 40
多万平方米曰 拥有现代化的教学
大楼尧图书馆尧行政大楼袁高标准
的学生公寓尧 高校示范性餐饮中
心尧艺术馆尧网球场尧羽毛球馆尧乒
乓球馆尧室内外篮球场尧排球场尧
健身房 等 遥 学 院 实验 实训 中 心
10.2 万平方米袁 已具备教学尧培
训尧 科技开发尧 生产四位一体功
能遥 基础设施按 20000 人的办学
规模配套建设袁 为学生提供了一
个舒适的学习尧生活环境遥 为支持
学院升格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袁国

家发改委为学院下拨了专项实训
设施建设资金遥 学院将建成一流
的野广东奥克体育中心冶袁内设野劳
丽诗跳水馆冶遥
学院秉承野生态文理尧人文文
理尧特色文理尧品牌文理冶的办学
理念袁设有教学单位野七系一部三
院冶袁50 个专业遥 现有学生 11191
人袁 教职员工 901 人袁 专任教师
658 人袁野双师型冶教师 402 名遥 正尧
副教授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教师
占 39.5%袁博士尧硕士学位教师占
47.8%袁 聘请了 30 多名著名专家尧
教授为学院的特聘教授和学科带
头人曰引进了 50 多名知名度高的
专家尧教授为各专业课程带头人曰
每年邀请海内外专家尧 学者来校
讲学交流袁使教育教学充满活力袁
让学生拓展视野袁提升文化涵养遥
一大批优秀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袁
16 人次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尧 南粤
优秀教师尧 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
等称号遥
学院高度重视教研与科研工
作袁设置有野粤西区域经济发展研
究中心冶野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冶野廉

江市电子电器研发中心冶野广东文
理发展研究中心冶野茗龙茶学研究
所冶野岭南廉江红橙研究所冶野汽车
与物流研究院冶等野四中心两所一
院冶袁并制订相关政策袁对教师取
得教研尧 科研项目及成果给予经
费支持与奖励遥 近年来有 17 项课
题获得省级立项袁 形成了良好的
科研氛围遥 近年来袁学院师生公开
发表学术论文 361 篇袁 编写教材
16 种袁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
新型专利 132 项袁 其中 野太阳能
LED 广告牌冶野节能印刷机装置冶
等 10 多项已被企业转化应用遥 学
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
奖 200 多人次遥 2017 年袁龙少良博
士作为第一完成人的课题 野发挥
产教融 合 重点 专 业教 材 建设 优
势袁 培养行业特色高素质应用创
新型人才探索与实践冶 喜获教育
部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
二等奖袁他主持的项目叶高职物流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及人才需
求的战略思考曳荣获第 16 次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尧 中国物流学

会学 术 年会 优秀 学 术论 文 三等
奖遥
学院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袁致
力推进校企合作袁 建有 6 家校办
工厂和一大批校外实训基地袁校
外实训和顶岗实习基地 234 家袁
覆盖所开设的全部专业遥 毕业生
专业知识扎实尧实践能力强尧综合
素质高尧富有敬业创新精神袁深受
用人单位好评袁 近年来就业率达
98%以上遥
学院一直坚持 野全环境育
人冶袁 致力于打造园林生态校园袁
种植有名贵植物 3000 多种 20 多
万株袁山水花木尧石桥楼阁袁构成
了层次丰富尧 绚丽多姿的校园景
观遥
学院致力于培育健康尧和谐尧
向上的校园文化袁开展文化育人遥
每年举行大型校园文化艺术节袁
33 个学生社团积极开展一系列主
题鲜明尧 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活
动袁让学生懂得感恩袁善于分享袁
学会发展遥 学生在 野广东省运动
会冶野东盟博览会冶野中国国际海洋
博览会冶 野红橙节 暨小家 电博览

会冶等大型活动担任志愿者袁拓展
了视野袁提高了服务意识袁提升服
务能力遥
学院设立 野学院奖学金冶和
野劳丽诗奖学金冶袁 表彰奖励品学
兼优尧创新创业尧国际交流和各级
职 业技 能 大赛 中 表现 突 出的 学
生遥 2018 年共奖励 750 人次合计
130 多万元曰资助贫困生近 300 人
完成学业袁合计近 60 万元遥
2006 年以来袁学院获得野全国
文明单位冶野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先进单位冶野全省爱国拥军
模范单位冶野广东省文明单位冶野广
东省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冶野安全文
明校园冶野园林式单位冶等荣誉遥 广
东省教育厅领导和教育界专家多
次来校视察袁 对学院的立体育人
环境和人才培养特色非常赞赏遥
2016 年 7 月 10 日袁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尧广东省委书记袁现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尧 国务院副
总 理胡 春 华同 志 莅临 学 院考 察
时袁 对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给予充
分肯定袁 认为学院的办学定位和
发展方向正确袁学院建设上档次尧

廉江市委书记林海武在市委常委尧 宣传部长
关维荣袁市政协副主席尧教育局长廖忠武等领导的
陪同下袁到广东文理职业学院调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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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民办院校分会 2018 年
年会在广东文理职业学院举行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2018 年田径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全国文明单位

很大气曰 学院专业发展以理工科
为主袁 为广东省的建设急需大量
理工科人才提供了保障曰 学院在
全国招生袁 有利于不同地区学生
之间的交流和学习袁 更好地为全
国各地培养人才遥
学院升格本科院校已纳入
叶广东省高等学校设置 野十三五冶
规划曳遥 2017 年 10 月袁学院的升本
工作通过了广东省教育厅专家组
的现场考核袁 经省高等学校设置
专家委员会评议通过袁 并将学院
的升格材料上报教育部遥
潮平两岸阔袁风正好扬帆遥 学
院深 入 学习 贯 彻党 的十 九 大精
神尧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精 神 以及 全 国教 育 大 会精
神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以昂扬的斗
志袁科学尧务实的态度袁和野以申促
建尧以申促改尧以申促管尧申建结
合尧重在建设冶的求进精神袁全面
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袁 以建设一流本科职业院校为
奋斗目标袁 致力办人民满意的大
学浴

学院董事长宣承志渊右冤向周恩来总理秘书尧原武
警指挥学院副院长纪东将军颁发聘书袁 聘其为广东文
理职业学院名誉院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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