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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服务“双十”产业集群，对接大湾区乃至佛山艺术教育流通产业，

依托艺术专业群与国为教育相关企业，创立地方产学研究合作平台，

构建校企深度融合、协同育人的办学模式，把粤港澳大湾区艺术产业

学院打造成珠三角知名的商贸产学研究基地、“双师型”教师培养基

地、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大学生校外创新创业基地及合作企业

的人才培养（培训）中心。

二、建设规划：

未来三年内，将进一步巩固以往校企合作所取得的成果，积极探

索校企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办学模式，坚持校企合作方针，在行业专

业技能人才及管理人才上发挥企业在深化产教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在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高水平双师队伍建设、高水平实训基地建设等

方面深度合作，促进产业新技术、新标准及新规范及时融入教学，深

化人才培养，促进与高校及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和产业需求的紧

密对接， 培养具有良好专业知识、实际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的高素

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校企双方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建立

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促进企业及行业发展。

（一）政校行企共建产业学院

由佛山市国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广东非遗梦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广东万国影业传媒有限公司、佛山市三江艺术馆、广州江波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及其他院校合作打造产业学

院，政府层面提供政策指引，行业协会提供行业协调，企业提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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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学校提供师生资源。各方互惠互利，协同育人。

（二）完善产业学院治理模式

由产业学院参与各方，共同协商确定治理模式和组织机构，以进

行规范化管理。

（三）发展重点

以艺术教育、社会服务为抓手，配合国家战略，着眼于粤港澳人

文湾区建设， 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岭南民族文化，积极促进粤

港澳台交流互动。

三、运作实施：

粤港澳大湾区艺术教育产业学院按照《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产

业学院运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设置管理架构，设置产业学院

设院长 1 名，副院长若干名， 其中至少一名副院长由企业方人员担

任，产业学院下设综合办公室，负责对产业学院办学中有关专业设置、

专业群和专业建设、培养方案制订、课程建设、“双师型” 教师队

伍建设、行业企业专兼职教师选派、校内外实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

重大问题进行审议、决策、指导、咨询、协调。综合办公室职责主要

有：

（一）负责学校与企业、社会的联系，拓宽和企业的合作渠道与

途径，拓展、提升产业学院的内涵。

（二）根据国家科技、教育、经济发展方向和学院艺术型人才培

养实践需要，负责制定产业学院的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三）建立健全产业学院的各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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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产业学院相关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五）负责产业学院的其它事项。

产业学院教育教学管理团队主要依靠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粤

剧、舞蹈高水平专业群专职教师及企业专业技能人才组成。佛山市国

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丘裕昌作为企业方代表负责产业学院合作企业

成员日常联络工作，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培训部辛晓聪副

主任为学校方代表综合办公室工作。

四、团队成员：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校教师

/企业教师
职称 职务

承担教学/
管理任务

1 尹新春 1968.02 学校教师 教授 院长 教学

2 吴海 1971.02 学校教师 教授 副院长 教学

3 王芃 1973.04 学校教师 教授 主任 教学

4 黄光临 1974.04 学校教师 副教授 主任 教学

5 刘英凤 1965.06 学校教师 教授 主任 教学

6 叶广发 1982.01 学校教师 讲师 副科长 教学

7 何瑛 1975.12 学校教师 讲师 主任 教学

8 黎明霞 1979.07 学校教师 副教授 副主任 教学

9 赵文坚 1966.07 学校教师 副教授 副主任 教学

10 张海龙 1977.11 学校教师 副教授 主任 教学

11 洪林富 1981.08 学校教师 二级演员 支部书记 教学

12 骆丽曼 1965.09 学校教师 副教授 教师 教学

13 周鹏宇 1981.05 学校教师 博士 教师 教学

14 杨焱 1984.02 学校教师 博士 教师 教学

15 蒋承甫 1993.06 学校教师 博士 教师 教学

16 何丽文 1993.05 学校教师 博士 教师 教学

17 宁丹 1982.08 学校教师 副教授 教师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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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郑东 1972.07 学校教师 讲师 主任 教学

19 罗新红 1974.08 企业教师 幼教二级 管理人员 管理

20 邓金婷 1987.11 企业教师 小教二级 教师 教学

21 宗霭莹 1985.09 企业教师 幼教二级 教师 教学

22 曾文素 1992.05 企业教师 幼教二级 教师 教学

23 张冉 1983.03 企业教师 二级美术师 教师 教学

24 王宇 1982.11 企业教师
二级音响技

师
教师 教学

25 梁焯权 1983.06 企业教师 摄影师一级 教师 教学

26 曾山 1978.01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27 莫东明 1974.09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28 江波 1990.10 企业教师 博士 教师 管理

29 安琪 1994.10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管理

30 喻远学 1996.11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管理

31 梁俊豪 1999.11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32 周坤烨 1998.2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33 陆医药 1982.9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34 林美茹 1979.12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35 张芬 1994.2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36 徐俊杰 1997.1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37 罗晓华 1989.7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38 段纯 1990.12 企业教师 无
教师

教学

五、预期成果：

1.组织结构完整、制度完善、运行流畅

2.1+X 证书试点 4 个

3.共同开发 5 门专业课程及 5 本实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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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订单培养学生人数占比 30%

5.来自合作企业的兼职教师人数占比不低于专任老师总数的

20%，授课课时占专业课的 20%

6.全面落实教师到企业实践和轮训制度。20%以上的专任教师到

合作单位实践锻炼

7.合作企业共建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

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计划、挑战杯、技能竞赛等，获得 1 项以

上省级奖项。9.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不少于 10 万元，横向应用技术

研发项目入帐经费不少于 20 万元。

六、组织保障：

1.制度保障：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提供完善的各级制度保障项

目开展。

2.组织保障：项目具有较好的建设基础，校企共建项目建设团队，

分解任务， 保障按计划实施。

3.经费保障：学校承诺给予项目一定的经费支持。

七、项目简介：

粤港澳大湾区艺术教育产业学院由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牵头，

联合佛山市国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核心企业共建，探索产

教融合、精准培养商贸类人才培养新路径。

学院依托院级学院以粤剧、舞蹈为抓手，配合国家战略，着眼于

粤港澳人文湾区建设，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岭南民族文化，积极

促进粤港澳台交流互动。2019 年 9 月 4 日，首批 17 级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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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91 名学生入驻保税区创业中心，对接佛山市互联创业有限公司

等企业，校企按照“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方向进行合作。校企共同

制定专业教学计划和学习课程，确定学生跟岗实践的岗位和内容计

划，企业派出专业运营技术人员进行教学指导，带领学生参与企业实

际工作项目，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辅导培训。

学校充分利用粤剧艺术用粤语语系文化在国际华侨间的影响力，

全面发挥学院每个专业的文化创新的特色、功能和优势，利用好大湾

区的影响力、文化性和创新包容的岭南精神，不孤立的从文艺谈文艺，

而是在同根同气上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风范，在合作、交流和

创作上通过共融共建赢得了非常好的同行称赞和社会认同，从而在国

际上的到“有粤剧表演的地方就有广东粤剧学生”响誉四海的名气，

培养了一批粤剧艺术领军人物等。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学生们已经初步掌握了粤剧、舞蹈、戏曲

表演、现代流行音乐、小视频等社会急需的艺术关键岗位技能，掌握

了主流艺术和现代教育的规则，了解了相关产业链的行业特点，为成

长为艺术教育及相关行业的高级技能性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少

学生与大湾区企业达成了顶岗实习意向。粤港澳大湾区艺术教育产业

学院的建设，是我院响应国家“职教 20 条”，服务区域经济的成功

探索。

佛山市国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建设有理论课室、多媒体课室、红

色文化厅、服务器机房、专业摄影室等教学设施，配套有餐厅、咖啡

厅、学生宿舍等生活设施和创业空间、会议室、产品展厅等创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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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供生活、学习和创新创业的基本条件和日常管理服务。国为

教育中心基本设施齐全，上网快捷方便，专业摄影室等教学设施弥补

了学校相关设施缺乏的短板，为学生的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除了常规人才培养，在佛山市商务局、粤港澳大湾区管委会等的

支持下，成立广舞戏职业教育集团框架下的粤剧、舞蹈，行校企深度

合作，将大湾区产业学院打造成为集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建设、科研与社会服务、创新创业等的协同育人平台，人才培养成效

显著。

（一）专业建设方面：依据“围绕舞台培养人才、在舞台上培养

人才”的办学理念，形成了“做精做特一小块、做大做强一大片”的

办学思路，以传承保护和服务发展为目标，舞蹈专业一岭南特色、人

才质量享誉全国，为学院打造了一块具有岭南文化特色和行业示范作

用的高等职业院校艺术品牌。舞蹈专业率先在全国开创了第一个现代

舞专业、第一个东方舞专业、第一个国标专业的三个第一，又第一个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排瑶取得全国青少年桃李杯舞蹈精品课金奖，

第一个在全国舞台上展现了岭南舞蹈的艺术风貌。

（二）技能竞赛方面：我院推进“以赛促教，以赛促研”，我校师

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青少年戏曲大赛、全国“桃李杯”舞

蹈大赛、“挑战杯” 广东省创业大赛、广东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广东省岭南舞蹈大赛、广东省青少年曲艺“明日之星”、第二届广州（国

际）城市影像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等各级各类赛事中共获得

19 个国际级，291 个国家级，564 个省级，14 个市级奖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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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加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获 1 个 1 等奖，5 个

二等奖，2 个三等奖，参加国赛遴选赛获三等奖 2 项。

（三）教研教改方面：充分发挥粤剧表演和舞蹈表演在岭南地区

的区域影响和示范作用，做大做强相关的教育培训品牌。提升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水平。学校通过创办“国家级非遗粤西粤剧传承人才

培训”、“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舞蹈训练营”、“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

院美育浸润行动计划”、“2019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国际舞蹈季

舞蹈创编人才培训班”、“第七届澳门国际艺术公开赛”、“2021 年中

国舞蹈家协会全国中小学舞蹈教授培优计划”、“广东省 2021 年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校（园）长培训项目”，共计服务培训人数 23472 人，

社会服务人日累计为 1919538 人日。四、创新创业方面：学院党委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担负起党的政治建设主

体责任。将艺术与党建工作有机融合，排演大型红色题材粤曲音乐剧

《杨殷传﹒朝夕星辰》、大型原创红色题材话剧《无畏的青春》，分

别为建国 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献礼。

（四）社会声誉方面：学院以粤剧、舞蹈为抓手，配合国家战略，

着眼于粤港澳人文湾区建设，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岭南民族文

化，积极促进粤港澳台交流互动。连续 9 年举办“粤港澳青少年粤剧

艺术交流夏令营”活动，2015 年、2019 年举办“台湾青少年舞蹈研习

营”活动；2020 年首次成功申报举办国台办年度对台交流重点项目

——台湾青少年戏剧研习营。更连续多年参加澳门“城市粤剧曲艺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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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学生艺术教育普及计划——鉴赏国粹·细味戏曲”等活动。同时

赴美国、以色列、印尼、俄罗斯、毛里求斯等国家（地区）进行演出

及文化访问，接待印尼、瑞士、韩国、日本来访师生，产生了极大的

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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