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成立于 2005 年，是省教育厅直属的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公

办高等职业院校，与广东开放大学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学校设有中山和南海两个校区。主校区坐落于伟人孙中山故里中山市风景

如画的五桂山风景区，占地 1000 余亩。校园青山环抱，绿荫掩映，优雅静谧，

是环境优美的绿色学校，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学校设有人工智能学院、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标

准化学院）、机器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法律与行政学院（健康产业学院）、

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乡村振兴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公共教学部等教学单位。全日制在校生约 1.2 万人。

师资队伍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结构合理、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现有正高职称

37人、副高职称120人、博/硕士生导师4人、博士57人、硕士417人、“双师素质”

教师 388 人。现有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模范教师 5 人、广东省高校教学名师 2 人、

“广东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1人、广东省优秀教师 19 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

工程校级培养对象 18 人，6 名教师被聘为广东省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12 名教师入选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和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高层

次技能型人才吸引计划。

人才培养

学校坚持培养“责任意识强、技术技能强、拓展能力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办学多年来，学校累计为地方输送毕业生超过 3 万人。学校生源质量高，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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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上线率100%；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平均达到99%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0%以上，就业呈现“五

高一强一低”的态势（就业率高、就业质量高、就业满意度高、专业对口率高、职业期待吻合度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离职率低）。学校被评为广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督查优秀等次院校。

近年来，学校获得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2项，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25 项。

教学科研

近年来，学校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7 项，连续四年获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

大赛一等奖。主持社会工作专业省级教学资源库、国家级资源库，为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

点单位。承担省厅级及以上项目约 148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2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4 项、广东省重大科技项目 2 项（资助经费 600 万元）、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 7 项；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 项，广东省普通高校“服务乡村振兴

计划”重点领域专项 1 项，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 1 项，承担各类横向项目约 58 项，

到账经费总计约 300 多万元。获得专利 89 项，发表论文 1049 篇。

办学成绩

学校拥有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1 个，全国职业院校养老服务类示范专业 1 个，中央财政支持

建设专业 2 个，省级重点专业 1 个，省级重点专业建设项目 1 个，省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2 个，职

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3部，省级高职教育优秀教学团队1个，省级精品课程1门，省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项目 5项，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 1项，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项目 1项，

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质课程 2 门，省级教改项目 14 项，省级教学标准 1 项。学校建

有各类实训基地 34 个，其中省级实训基地 3 个、省级公共实训中心 2 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6个。学校与 140 余家企业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建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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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具体招生专业、招生计划等，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校区 专业名称
普高计划

学费 
（元/学年）

广东省计划
文科 理科 美术 小计

人工智能学院

中山 计算机网络技术 18 18 6410
中山 软件技术 27 27 6410
中山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95 95 6410

系部小计 140 140

工程技术学院

中山 工程造价 33 33 6410
中山 通信技术 40 40 6410
中山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7 37 6410
中山 物联网工程技术 40 40 6410
中山 物联网应用技术 63 63 6410

系部小计 213 213

机电工程学院

中山 工业设计 36 36 6410
中山 机电一体化技术 30 30 6410
中山 电气自动化技术 48 48 6410

系部小计 114 114

机器人学院
中山 工业机器人技术 52 52 6410
中山 无人机应用技术 46 46 6410

系部小计 98 98

经济管理学院

中山 投资与理财 14 13 27 5250
中山 会计 11 11 22 5250
中山 国际经济与贸易 12 12 24 5250
中山 市场营销 10 10 20 5250
中山 电子商务 30 30 60 5250
中山 物流管理 11 10 21 5250
中山 证券与期货 22 22 44 5250

系部小计 110 108 218

法律与行政学院

中山 法律事务 8 7 15 6410
中山 老年服务与管理 5 4 9 5250
中山 行政管理 28 23 51 5250

系部小计 41 34 75

文化传播与设计
学院

中山 会展策划与管理 13 6 19 5250
中山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9 8 17 5250
中山 动漫制作技术 10 7 17 6410
中山 动漫制作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52 45 97 15900
中山 产品艺术设计 37 37 10000
中山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9 9 18 6410
中山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10 8 18 6410

系部小计 103 83 37 223

应用外国语学院
中山 商务英语 16 11 27 5250
中山 应用英语 12 12 24 5250

系部小计 28 23 51

中山校区合计 282 813 37 1132

汽车工程学院

南海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11 11 6410
南海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 8 6410
南海 新能源汽车技术 38 38 6410

系部小计 57 57

工商学部

南海 酒店管理 23 22 45 5250
南海 会计 23 22 45 5250
南海 电子商务 23 22 45 5250
南海 商务英语 21 17 38 5250

系部小计 90 83 173

南海校区合计 90 140 230

全校合计 372 953 37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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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具体招生专业、招生计划等，以各生源省招生办公室公布为准。

 校区 专业名称
普高计划

学费 
（元/学年）

专本三二分段
文科 理科 合计

工程技术学院 中山 物联网应用技术 ( 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三二分段培养 ) 30 30 6410

法律与行政学院 中山 社会工作（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三二分段
培养） 25 20 45 5250

中山校区合计 25 50 75

专
本
衔
接

学院 校区 专业名称

协作计划
学费 

（元/学年）
安徽 贵州 广西 山西 新疆 河南 甘肃

文
科

理
科

文
科

理
科

文
科

理
科

文
科

理
科

文
科

理
科

文
科

理
科

文
科

理
科

人工智能
学院

中山 计算机网络技术 5 5 5 6410
中山 软件技术 5 6410
中山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2 5 5 3 6410

系部小计 7 5 10 10 3

工程技术
学院

中山 工程造价 2 2 3 6410
中山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 6410

系部小计 2 5 3

机电工程
学院

中山 工业设计 5 5 3 6410
中山 机电一体化技术 5 5 5 3 6410
中山 电气自动化技术 2 6410

系部小计 10 12 5 6

机器人
学院

中山 工业机器人技术 10 5 2 3 3 6410
中山 无人机应用技术 4 6410

系部小计 10 5 2 7 3

经济管理
学院

中山 投资与理财 2 2 5250
中山 会计 3 2 5250
中山 国际经济与贸易 2 2 5250
中山 市场营销 3 3 5250
中山 电子商务 2 2 5250
中山 物流管理 2 2 5250
中山 证券与期货 2 2 5250

系部小计 6 6 2 2 3 3 5 4
法律与行政

学院
中山 行政管理 2 2 5250

系部小计 2 2

文化传播
与设计
学院

中山 会展策划与管理 4 2 1 4 5250
中山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1 2 5250
中山 动漫制作技术 3 6410
中山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 2 6410
中山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2 6410

系部小计 5 1 6 3 3 4

应用外国语
学院

中山 商务英语 2 2 2 2 5250
中山 应用英语 2 2 2 2 5250

系部小计 4 4 2 2 2 2
中山校区合计 12 46 3 30 8 20 7 37 15

汽车工程
学院

南海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10 2 6410
南海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 6410
南海 新能源汽车技术 18 4 6410

系部小计 28 0 8

工商学部

南海 酒店管理 5 6 2 2 5250
南海 会计 5 6 2 2 5250
南海 电子商务 5 6 2 2 5250
南海 商务英语 5 7 2 2 5250

系部小计 20 25 8 8
南海校区合计 20 53 8 16

全校合计 12 46 3 30 8 20 7 37 0 15 20 53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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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学院在校学生 1600 多人。现有专任教师 47人，其中高级职称 17人，博

士 9人。目前建有智能产品创新研发与体验中心、移动互联网应用创客中心、云计算推

广与研究中心等多个产学研基地，以及交互设计、火眼金睛、卫星应用等多个双师工作室。

学院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学院内各专业学生在大一学年学习相同的通识

课程，大二学年重新选择专业，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专业方向。

学院已与多家企业合作，根据合作企业的人才需求，开设相应专业技能的企业订

单班，由合作企业提供专业设备、专业师资、项目课程进行教学，学生在合作企业中

进行项目实训、跟岗实习与顶岗实习。近三年，毕业生就业呈现专业对口率高、就业

薪酬高、用人单位满意度高、就业率高的态势。

人
工
智
能
学
院

历史性突破！
学院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校领导带队到科大讯飞洽谈
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

学院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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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计算机网络
技术

掌握网络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管理与维护、
云技术架构与服务、云部署与维护等技术，
能够从事网络管理员、网络系统集成工程
师、网页设计师、网络产品营销、云与虚
拟化等工作的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素质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计算机网络应
用技术、虚拟化与服务器技术、综
合布线、网络互联技术、数据存储
与管理技术、云技术架构与服务、
云平台运维与开发技术、网络安全
技术、视频监控技术、集群应用系
统构建与运维

网络管理、IT 运维、网站服务和
管理、网页涉及、网站开发、系
统集成、网络安全、安防、云计
算服务与运维

软件技术

掌握软件技术专业知识，具备桌面应用程
序、中小型 C/S 应用程序、中小型 B/S 应
用程序开发能力，适应软件行业开发、管
理、服务第一线需要，能在软件企业、IT
领域或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软件系统和
产品的开发、管理与技术服务等工作的具
有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

WEB 前端开发、程序设计基础、
数据库技术 A、高级程序设计、 
Web 应用技术、多层系统开发、
WEB 客户端开发、移动平台软件
开发及实训、linux 系统、基于框
架的应用系统开发及实训、OOP
项目实训、大数据技术基础、数据
仓库与数据挖掘、Hadoop 系统、
linux 高级应用

软件测试、Java 开发包括 JSP 网
络开发、软件开发、大数据开发、
企业级开发、移动应用开发及软
件维护、数据库系统管理及维护、
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
技术服务

掌握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应用技术，掌握
人工智能数据集的标注，清洗和处理流程，
具备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应用系统开发、
测试等技术技能，面向人工智能产业及其
应用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能够从事人工智
能应用产品开发与测试、数据处理、产品
营销、技术支持等工作的具有一定创新能
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Python 语言
程序设计、人工智能数据处理、
Python 网络爬虫技术、数据分析
与应用、自动化测试技术、机器学
习基础与实践、图像处理技术、计
算机视觉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深
度学习基础与实践

人工智能数据处理、应用产品开
发与测试、产品营销、技术支持；
数据标注、数据分析与应用、人
工智能产品测试、人工智能应用
开发、人工智能产品运营



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学院）现有高级职称 18 人，博士学位 7人，双师素质的

教师 32 人。此外，还具有外聘教授、高级工程师、能工巧匠师资储备 100 多名。现

有在校生 1400 多人。

品牌实力：学院为广东省物联网职教集团挂靠单位；拥有省级品牌专业；获省

教育教学成果奖三项；承担省级科研、教改项目十余项；设有广东省劳动学会技能

鉴定考点。

实训条件：建立了通信技术实训室、电子工艺综合实训室、建筑制图实训室、

建筑材料实训室、物联网运维实训室、物联网应用考证实训室等 17 个实训室和“广

东理工—大唐移动通信实训室”、“广东理工—华阳国际造价培优坊”等校企共建

实训室。

育人特色：一是产教深度融合。与 3D 技术龙头企业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与 ICT 领军企业共建课程资源和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二是专业聚焦发展。物联网技术专业群省内最早、颇有影响；土木建筑

专业群市内唯一，就业供不应求；三是德技培养并重。把“立德树人”贯穿于教育

教学管理全过程，学生荣获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奖，学生党支部获省高校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创新案例一等奖，是第二批新时

代广东省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

工
程
技
术
学
院

        

物
联
网
学
院

全国高等院校 BIM 应用技能竞赛
一等奖（比赛现场）

第四届全国建筑类院校
施工应用技能大赛三等奖

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
4G 组网建设技术三等奖

“挑战杯”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学院举办建筑模型大赛 学院毕业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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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工程造价

掌握扎实的建设工程承发包与实
施阶段的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的
基本知识，具备熟练的建设工程
计量计价、工程招投标组织及合
同订立与管理等基本技能，面向
工程造价、建筑施工、建设监理
等行业领域，能够从事建设工程
承发包与实施阶段的工程造价计
价与控制、工程招投标代理及合
同管理等技术工作的高素质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建筑制图、建筑 CAD、建筑平法
识图、建筑材料、建筑施工技术、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房屋构造
与识图、建筑力学与结构、工程定
额与计价方法、建筑与装饰工程计
量计价实务、安装工程识图与计量
计价、市政工程识图与计量计价、
BIM 系列软件应用、工程结算与审
核

工程计量与计价（预算员）、
工程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工
程招标代理、工程监理

通信技术

掌握通信技术、物联网应用基本
知识和通信网络设备的应用、调
试、维护等技术技能，面向通信
和物联网行业领域，能够从事通
信工程设计与监理、网络运维与
优化、系统集成等工作的高素质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
网络操作系统、LTE 移动通信与网
络优化、5G 基站建设与维护、5G
移动网络运维、光通信技术、通信
工程制图与概预算、网络系统建设
与运维、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
嵌入式系统应用、网络综合布线实
训、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

5G 通信网络的规划与建设、通
信设备的开通与调测；5G 移动
通信网络优化与运维；通信工
程设计与监理及通信系统集成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掌握必备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基
本知识和智能电子产品的软硬件
设计、制图制板、装配调试、检
测与维修等技术技能，面向广东
省电子信息行业领域，能够从事
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工艺实施、
质量检验与售前售后技术支持等
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
才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ARM 嵌
入式系统基础与应用、电子线路
CAD、电子装配与调试工艺技术、
传感器应用技术、电子产品设计与
制作实训、电子测量与智能仪器、
智能电子产品技术、无线传感器网
络

电子产品开发工程师、制程与
测试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

物联网工程技术

掌握物联网工程技术基本知识和
物联网通信网络系统及传感系统
的设计、建设、维护、优化、应
用等主要技术技能；面向物联网
及信息服务行业，能够从事物联
网工程的设计、测试、维护、管
理和服务以及物联网设备安装、
配置、调试，物联网项目售前、
售后技术支持等工作的高素质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现代通信原理与技术、无线传感器
网络、移动通信技术、低功耗广域
网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RFID 
与传感器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物联网终
端节点设计与制作、WEB 应用开发、
物联网应用工程师考证、物联网工
程技术综合实训

物联网系统集成、系统运行维
护、项目规划管理、售前售后
服务

物联网应用技术

掌握电子、通信与计算机方面基
础知识，掌握物联网工程项目实
施与维护、物联网软件的设计与
开发技能，面向互联网、电子信息、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等行业和领
域，能够从事智能设备安装调试、
系统配置运行、安全优化和维护
管理，软件产品的辅助设计与开
发，售前售后技术服务等工作的
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传感器应用技术、自动识别技术、
无线组网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单片机技术、Java
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智
能终端技术 (Android)、嵌入式系统
开发、物联网技术综合应用，物联
网应用操作员实训

物联网工程实施、物联网终端
运维、无线通信优化、物联网
平台运维；物联网平台软件开
发、移动应用开发、嵌入式应
用软件开发和技术支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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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学院（标准化学院）现有在校生 1000 多人。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

专任教师 40 余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5 名，高级职称教师 13 名，高级技师、

技师和能工巧匠 12 名。此外，聘有高级工程师、著名教授 30 多名。

学院拥有智能制造车间、数控实训车间、金工实训车间、PLC 实训室等 12 个先

进的实训室。校内实训基地“拷贝”企业生产现场，毕业生能直接上岗工作。

校企深度融合，与美的环境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

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举办“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与中山市教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中德实验班，按照德国“双元制”模式由中德基地和学

校共同培养。课程设置“岗位化”，按岗位群的知识和能力要求设计模块式教学体系，

突出重点、强化应用。实践环节真实化，学院与企业合作进行项目攻关。

近年来，学院承担省市级项目 23项，完成企业

技术攻关项目 11项，获实用新型专利 30多项，获软

件著作权 2项，受理发明专利 12项。组建全国首个

标准化协同育人中心，发起“一带一路”标准化教

育与研究大学联盟。主持并参与国际、国家、地方、

团体标准的编制修订工作 33项。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参观学院中德合作校外实训基地

机
电
工
程
学
院

        

标
准
化
学
院

学生参加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
国赛项目获全国二等奖

学生在认真进行机床操作实习学院师生为企业定制研发
的全自动高效集成卷锥筒机（成品）

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工业设计

掌握工业产品设计、产品逆向设计及 3D 打印
技术必备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具备一定的艺
术审美及艺术设计基本能力，了解产品外观
与结构设计、工业产品逆向分析、复杂零件
的 3D 打印成形等产品最新应用技术，具有较
强的工业产品“正 / 逆向设计”与快速制造
技能，成为从事工业产品外观或结构设计、
3D 打印快速制造、快速成型设备装调、维护
及经营销售等方面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机械设计、3D 结构设计与
CAD 工程图（SolidWorks）、
产品逆向设计（Geomagics）、
Rhino 产品数字化设计、3D
打印技术、工业设计人机工程、
艺术设计（三大构成）、工业
产品设计手绘、工业产品造型
与设计

工业产品造型或结构设计、3D 打印快速
成型、3D 设备制造、装调、维护及经营
销售和技术支持

机电一体
化技术

掌握机械、电工电子、自动控制等基本理论
知识，具备较强机电一体化设备的设计制造、
安装调试、设备维修、设备营销等技能，从
事智能装备开发、机电系统设计、智能装备
维修保养等技术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工程制图与测量技术、机械设计、
电工电子技术、电气控制与PLC 技
术、智能装备设计与应用、电机与
电气控制、自动化设备运行与管理、
3D结构设计与CAD工程图

智能装备结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智
能装备装配与调试、机械加工制造生产、
智能装备维修

电气自动
化技术

掌握现代工业控制、机电技术应用等电气自
动化技术专业必备知识，具备现代工业控制
系统设计、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检修
以及营销等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服务于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电气
技术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电工基础、供配电技术、电子
技术应用、电力电子技术、
机械制图与 CAD、电机与电
气控制、智能电气控制技术、
Python 语言编程、PLC 应用技
术和单片机开发

自动化产品中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
试、运行维护和销售；与电气相关的智能控制
产品和物联网自动控制产品的设计、安装、
调试、维护和销售；供配电系统的安装、调试、
运行维护和设计；机电设备的电气维修；单
片机嵌入式开发；PLC 产品的开发与应用；机
电产品的营销及售后技术支持；机械及电气
CAD 绘图、电路设计、制板和电子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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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学院是学校与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全国首批 15 家工业机器人

行业规范企业、广东首批 15 家机器人骨干企业）合作共建的产业学院。建有投入近

3000 万元的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和无人机实训基地。学院主动对接“中国制造 2025”

国家战略，设有工业机器人技术和无人机应用技术（广东省首家开设）两个专业，

培养智能装备制造业紧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学院现有高级职称教师 9 人，企业工程师 15 人，具有博士学位 5 人，硕士学位

6人。聘有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广东省领军人才、国务院特

殊津贴教授、行业企业专家等国内外顶尖专家 10 多人。

学院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核心，机器人龙头企业深度参与专业人才培养全

过程，共同制定符合行业发展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实训室建设、管理和实训教

学过程中打造企业工作环境，将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有机结合，全面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养。专业核心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采用“校内专任老师 + 企业指导老师”双导

师教学模式，企业派驻经验丰富的一线工程师指导教学，与学校专任教师共同授课，

优势互补。

为加强学生课外实践，校内开展机器人、无人机技能培训和竞赛，校外进行企

业实践和无人机农业植保三下乡实践。采用“2+1”教学模式，最后一年到合作企业

参与企业项目，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无缝对接。

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
无人机技能大赛获奖

校内无人机装调技能比赛

机
器
人
学
院

企业工程师承担实训教学

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工业机器人技术

掌握机器人电工电子基础、PLC 技术与
应用、机器人驱动调试等基本知识和机
器人的机械 / 电气图纸识读、三维设计、
操作与编程、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智
能制造系统规划仿真等技术技能，能够
从事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设计、工业机
器人工作站及整条产线的控制系统设计
助理工程师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

机械制图、C 语言程序设计、电
工电子技术、智能传感器技术、
智能制造技术、Solidwork 三维
设计、PLC 技术与应用、工业机
器人拆装与测绘实训、工业机器
人操作与编程、机器驱动调试、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应用技术、智
能制造系统规划仿真

工业机器人操作维修员、工业
机器人装调工程师、工业机器
人应用工程师、工业机器人技
术支持人员和工业机器人销售
人员

无人机应用技术

掌握无人机系统结构和工作原理、无人
机操控技术等基本知识和无人机生产组
装、调试、维护、操控、测试技术技能，
能够从事无人机应用、无人机维护、无
人机制造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

机械制图、C 语言程序设计、电
工电子技术、智能传感器技术、
智能制造技术、Solidwork 三维
设计、无人机操控技术、模拟飞
行实训、无人机组装与调试实训、
无人机地面站、飞行控制系统、
STM32 嵌入式系统、无人机航
拍测绘技术

无人机部件生产组装、总装调
试、质量检验；产品销售、技
术支持服务；飞控、生产作业、
维护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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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管
理
学
院

经济管理学院本着“立足珠三角地区，服务中小微企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的办学理念，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服务行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博士 5 人，在读博士 4 人，高级职称 18 人；全国优秀

教师 1 人，广东省教学名师 1 人，南粤优秀教师 2 人；双师素质教师达 90% 以上。

学院聘请相关专业的行业、企业专家及能工巧匠进入课堂，加强对学生技术技能的

培养。

学院注重“产学结合，校企合作”，建有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物流工程技术实

训基地、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公共实训中心、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智慧商业

O2O 创业生态城、互联网 + 产业重构与专业融合发展服务中心等 16 个校外实习基地

和 19 个专业实训室。

近年来，学院现代职业教育建设成果丰硕，“投资与理财现代学徒制专业”承

担广东省教育厅“投资与理财现代学徒制专业教学标准研制”项目；获得省级以上

教学成果 23 项；获得广东省高职院校各类专业比赛省市级以上一、二、三等奖共计

50 余项；获得 2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现代学徒制“链家经理店”
校企深度合作

电子商务技能大赛竞赛现场

经济与金融专本衔接一体化
开班仪式

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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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投资与理财

掌握经济金融基础、会计基础、证券、期货、
保险、银行、理财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备
金融投资分析、金融服务营销、个人（家庭）
理财规划等基本技能，从事金融投资分析与
咨询、金融产品营销服务、个人（家庭）理
财规划服务与咨询等技术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商业银行业务、证券投资分析、
风险管理与保险、个人理财实
务、期货投资原理与实务、公
司理财、国际金融、网络金融
理财、财务报表分析、金融法
规、税收原理与实务、投资心
理学

证券经纪业务、保险营销、商
业银行个人理财、金融企业前
台服务、大堂经理、银行柜员

会计

掌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基本知识，
具备较强的会计实务操作等基本技能，从
事企业财务会计等技术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基础会计、财务会计实务、成本
会计实务、管理会计实务、财务
审计实务、税务会计实务、电算
化会计实务、财务管理实务

出纳、销售核算、成本费用核
算、总账报表、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助理、税务师事务所税务
助理、财务公司代理记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掌握国际贸易基本理论知识，熟悉现行国际
贸易规则和惯例，了解贸易对象国、地区的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贸易特征。培养学生立
足我国自身的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学会从
事进出口市场开拓，以及相应的合同签署、
货物运输、保险、报关、国际结算、争议处
理等等实务操作，最终成为文理交融的高素
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法律实务、报关实务、
跨境电商实务、外贸英语、国
际结算、国际货运代理、单证
员职业资格培训、外贸单证训
练、外贸业务模拟实训、电子
商务职业技能培训

企业涉外业务、货运代理业务、
银行国际业务、外贸平台操作
及管理业务、专业跨境电商业
务

市场营销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具备从事企业市场营
销活动以及市场管理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
德，能胜任各类工商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市场
调研与分析、营销策划、产品销售、客户管
理、销售管理等工作，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
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市场营销、推销技术、市场调
查与预测、营销策划、商务谈
判、客户服务管理、电子商务
与网络营销、销售管理、人力
资源职业培训

市场调研员、销售代表、营销
策划人员、客户服务人员、公
关管理人员

电子商务

具有制作、设计、维护与推广电子商务网站
的基本能力；掌握电子商务、网络营销、计
算机网络、经济学、管理学、供应链管理、
电子商务物流应用等专业基本知识，具备视
觉营销、网页制作、网站维护、网店运营、
新媒体营销策划、网络运营推广技术、商品
拍摄和图像处理（主要技术）技能，面向
IT 互联网行业、传统生产服务行业中的中
小企业等行业 / 职业类别 / 技术领域，能够
从事网站优化与推广、网络营销、新媒体营
销、网络编辑、网店运营与管理、美工、网
络商务数据分析与预测等工作，文理交融的
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电子商务概论、网络营销与策
划、网页制作与网站设计、网
店运营与管理、商品图像处理、
新媒体营销

网店美工、网店运营、网络客
服、网络营销与推广、网络编
辑及跨境电商推广

物流管理

掌握扎实的、系统的经济管理类与物流管理
基础知识，具备物流作业与设计、物流经营
与管理工作中所需的信息、采购、仓储、运
输、配送、报关、报检、订单等尤其与国际
物流业务密切相关的基本技能的高素质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港口物流
实务、管理运筹实务、供应链
管理、物流营销实务、仓储规
划与技术实训

货代专员、单证员、报关员、
报检员、采购专员、物流计划
员、物流信息管理员

证券与期货

掌握党和国家有关经济、金融市场方针政策、
法规和制度，熟练掌握证券及期货市场基本
知识，具有扎实的、系统的投资专业知识，
具备证券期货投资分析、理财规划以及金融
服务营销等基本技能的文理交融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金融原理与实务、金融市场基
础、证券投资分析、证券投资
基金、期货投资原理与实务、
国际金融原理与实务、证券技
术分析实训、外汇投资实训、
金融服务营销

证券和期货公司的客户经理、
投资顾问、银行客户经理、信
托投资公司顾问、理财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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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行政学院（健康产业学院）现有在校生 640 多人。学院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

资队伍，专任教师“双师”比高达 95% 以上，100% 获硕士及以上学位，其中高级职称教

师 6 人，博士 6 人；此外，学院柔性引进或聘请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及省市一线行业企业

专家担任校外专业带头人、客座教授、校外导师、兼职兼课教师等。

学院教师参与多项国家级、省级教研教改和科研课题，制作网络课程和精品课程 10

余门，制作《劳动合同法》和《合同法》等微课程 20 余个，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

能竞赛获奖多项。

学院目前有广东省基于教育与培训融通的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基地、中山市社会工

作人才培养基地和中山市禁毒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基地；引企入校，与企业共建有“智慧

养老云服务平台”。

学院先后与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山市民政局、中山市多

家社会服务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行业企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模式改革、

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课程教材开发以及共同开展社会服务的人才培养全过程。

学院现有社会工作（国家示范专业和广东省品牌专业）、老年服务与管理（广东省

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专业）、法律事务和行政管理等招生专业。专业设置和教学模式适应

广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毕业生分布在各行各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就业态势

良好。

师生团队参加全国商科院校竞赛 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能力竞赛参加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师深入中职进行招生宣传 中山市七五普法宣传讲座法律事务专业进行速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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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法律事务

掌握部门法及一般司法程序的基
本知识和较强行政秘书技能的文
理交融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

民法、刑法、诉讼法实务、法
律文书、模拟法庭、婚姻家庭
法实务、律师实务、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实务

律师助理、法务专员、书记员、
基层组织法律服务人员

老年服务与管理

熟悉老年方面的政策法规和标
准，具备老年事业与产业经营管
理、老年心理分析与咨询、老年
营养分析与调理、老年生活规划
的开发与设计，以及老年文艺体
育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等多方面的
专业知识和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专业人才

养老产业概论、养老机构经营
与管理、老年人健康照护、老
年人心理护理、社区活动策划
与组织、音乐与舞蹈基础

与各级卫生保健、民政组织、
社工机构、社区、涉老机构
服务与管理机构的有关工作

行政管理

掌握一定的现代企业管理与政府
公共管理等专业理论知识，具备
组织、协调、沟通与互联网信息
技术能力，具有创新能力，能够
从事行政文员、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公关等工作，文理交融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企业行政管理实务、人力资源
管理、公文写作与处理、会务
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公
共关系实务、应急管理

企业行政干事、秘书助理、
人力资源管理专员、公关专
员

社会工作

掌握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
基本知识，具备社会工作的核心
工作方法，熟悉社会服务项目的
运作与管理的文理交融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

与社会服务机构和民政、工
青妇等社会福利组织的有关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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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拥有一支年轻活力、极具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优秀教师

团队，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达84%，其中，博士学位7人；高级职称13人；广东省“特支”

名师、广东省高校教学名师1人；1名中国第一代手工烟斗制作师；省级教学团队1个。

学院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数字媒体技术和文化产业新领域，深化教学

改革与学科建设，以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为出发点，致力于培养“数字媒体与文

化艺术相结合”的复合型开发设计人才；

自2017年起，学院与新西兰尼尔森·马尔伯勒理工学院合作办学，接轨国际教育。

学院立足科教融合，培养创新人才。获立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一个、国家社科

基金艺术学项目一个、省级特色专业一个，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一个、省

级教改项目两个，省级精品课程三门。

学院践行校企合作，力促产教融合。创新践行实践性教学体系，专业对接岗位，

将岗位标准融入教学课程，与企业联动。现有校内实训室 18 个、大型高性能运动捕

捉与VR实时交互实训基地1个，专业特色实习实训工作室4个。充分满足实践、实训、

顶岗、拓展专业视野、提高专业技能等需求，让学生接触、了解行业性质。通过课

程实践、项目工作、企业实习，提高学生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毕业生连年受到

企业的好评。

优秀传统文化动漫雕塑展

服装设计大赛

影视制作实训

学生获中山市职业院校学生虚拟现实
（VR）技能竞赛二、三等奖

学院邀请非遗传人到校参
加非遗文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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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制作技术专业
新西兰尼尔森·马尔伯勒理工学院

2+1大专文凭合作办学项目

我校与新西兰尼尔森·马尔伯勒理工学院Nelson Marlboroug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简称 NMIT）合作举办动漫制作技术专业高等专科教育项目，于 2017 年 1 月获得广东省教育

厅的正式批准，并报教育部备案。

外籍教师上专业英语课

外籍教师上专业特效课指
导学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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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会展策划与管理

具备会展及其相关领域的市场调研
分析、营销策划与实施、视觉传达
设计、项目运营管理等基本技能，
从事会展及相关行业策划、营销、
设计、运营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会展策划、会展项目管理、会
议运营与管理、会展营销、计
算机平面设计、会展设计、计
算机三维设计、广告创意与设
计、会展旅游

会展类（含展览、会议、庆典、
奖励旅游、行业协会、展览会议
场馆）机构、文化传播公司、广
告公司、企业展览或营销部门的
会展相关项目策划、营销、设计、
运营管理等工作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掌握现代管理学、文化学基础理论
与方法等知识，具备文化项目创意
与策划、组织与管理、传播与营销
等基本技能，能够在企事业单位、
社区从事文化经营管理，文化项目
策划与运作，文化交流与传播和企
业文化建设等技术工作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中西文化常识、公共文化管理、
新媒体运营师、公共关系实务、
文化活动创意与策划、文化项
目管理、文化传播理论与实务、
文化市场营销实务、平面设计、
摄影摄像基础、企业文化、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文体活动实
训、秘书实务、图文编辑与排版、
广告创意与设计、Office 高级
应用、茶文化与茶艺、音乐与
舞蹈基础

企业、社区及文化事业单位的文
化活动策划人、文化市场营销员、
文化品牌传播者、文化项目经理、
文化经纪人、企业文化师、企业
公关员

动漫制作技术

适应社会需要，具有动漫设计基础
理论知识和扎实的动漫制作技术，
具备动漫作品的编导、策划、拍摄、
制作、推广、开发等专业能力，能
胜任动漫公司、游戏公司、电视台、
影视制作与传播机构等相关单位动
漫制作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动画概论、素描、色彩、分镜
头脚本设计、动画原画设计、
动画角色设计、动画场景设计、
三维建模技术、三维动画技术、
三维动画特效、影视后期制作、
动画综合创作

1. 动画公司、影视公司、游戏公
司等单位的建模师、材质师、灯
光师、绑定师、特效师等；2. 电
视台、IT 公司、广告公司等的
三维制作人员、影视后期制作人
员、数字声像合成技术人员、二
维动画设计师、影视广告设计人
员、多媒体设计人员、网络动画
设计师 

动漫制作技术
（与新西兰尼尔

森·马尔伯勒理工学
院合作办学）

由中外双方共同协商制定专业教学
计划，并引进新西兰的师资、教材
和课程，共同培养动漫制作方面的
专业人才。学生在我校完成前两年
的专业课程且成绩合格，可申请 
“2+1 大专文凭”项目，在通过语
言考试（雅思或 NMIT 英语考试 )
后，第三年在新西兰 NMIT 学习相
关专业课程，完成学业可以同时获
得我校动漫制作专科文凭和新西兰
NMIT 艺术与媒体专科文凭。学生
在完成 NMIT 专科学业后，可选择
继续在 NMIT 或者新西兰其他优秀
大学攻读更高学历。、

Modelling（建模技术基
础）、动漫英语、Lighting & 
Rendering & Composition（灯
光渲染和合成）、Professional 
Practice（专业实训）、
Dynamic Effects（三维特效）、
Animation Character Design（动
画角色设计）、Principles of 3D 
Animation（三维动画规律）、
Video Post Production（影视后
期制作）、Project 1（项目制作）

三维动画设计、CG 等工作：1. 
数码信息公司、媒体、影视公司、
动画公司、虚拟现实游戏公司等
的建模师、材质师、灯光师、绑
定师、特效师等；2. 电视台、IT 
公司、广告公司等的三维制作人
员、影视后期制作人员、数字声
像合成技术人员、二维动画设计
师、影视广告设计人员、多媒体
设计人员、网络动画设计师

产品艺术设计
（美术类）

掌握现代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
的基础理论及相关技能，具有较高
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产品造型设计
能力，具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和后继
学习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产品设计快速表现技法、产品
造型二维表现、产品造型三维
表现、设计制图、模具设计与
制造、模型制作与手板、产品
专题设计、工业产品包装设计

电子、电器、机电、通讯、工艺品、
家具、玩具、礼品等的设计制造
企业、工业设计公司的产品的造
型设计、产品展示和包装设计、
企业形象设计、UI 设计等工作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掌握数字创意设计制作的基本知识
和 UI 交互设计、数字图像、影视媒
体、新媒体等制作技术，能够从事
UI 视觉与交互设计、影视制作、新
媒体设计制作等工作，文理交融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UI 视觉与交互设计、摄影摄像、
计算机图像处理、影视编辑、
数字三维动画技术、影视编导、
影视后期特效与合成、数字音
频处理、广告设计与制作、影
视节目包装、二维动画制作

UI 视觉与交互设计、商业摄影、
影视摄像、影视后期编辑、影视
特效包装、平面设计、数字动画
制作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掌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相关
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项目交互功能设计与开发、
三维模型与动画制作、软硬件平台
设备搭建和调试等能力，从事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项目设计、开发、
调试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编程基础、计算机图像处理、
虚拟现实技术理论与运用、程
序设计、二维速画、三维建模、
VR 视频制作、三维动画技术、
数据库及应用、Unity 3d 开发
VR 应用、UI 设计与制作、虚
拟现实系统设计与分析

虚拟现实程序的开发、开发手机
虚拟现实程序、开发网页端虚拟
现实程序、UI 设计与界面设计、
三维建模及三维动画设计、全景
视频拍摄与后期处理；VR/AR
软件开发工程师、VR/AR 美术
设计师、VR/AR 产品经理；多
媒体展示设计、数字娱乐、旅游
文化博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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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外国语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24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9 人，博士 2 人，硕士

22 人，半数以上教师具有海外学习培训经历；此外，学院长期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

验的企业精英人才担任兼职教师。

学院拥有完备的实践教学条件。现有多功能智慧语言实验室、国际商务及旅游

业务实训室、欧亚酒店管理实训室、职业形体与礼仪公共实训室以及 Elites 跨境电

商工作坊等校内实训基地，可以满足商务贸易实训、涉外模拟导游实训、国际酒店

管理实训、专业形体礼仪与才艺表演实训、跨境电商项目业务实训等需求。学院与

中山等珠三角地区行业企业协会密切合作，设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0 余家，为学生

实训、实习与就业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学院重视学生素质培养，通过形式多样的专业与文体活动，如英文诗歌朗诵（歌

曲）会、晨读、慕课学习、商务推介大赛、旅游服务大赛等活动打造“寓学于乐”

的团队文化。学生就业态势良好，毕业生企业评价高。

举办全校英语大赛

学生与外教互动 国学园晨读活动

口语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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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商务英语

具有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等方面
的基本知识和良好的跨文化英语沟通能力的
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加强对书面和口头
沟通能力、科学思维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和应对变化的能力等“软技能”的培养

综合英语、商务英语视听说、商
务英语中级、商务英语翻译、国
际贸易实务、跨境电商实务、外
贸函电与单证、国际市场营销、
跨文化交际

外贸业务经理、外贸业务员 /
销售、外贸跟单员、外贸单
证员、外贸公司网站运营、
商务助理、商务翻译

应用英语

与珠三角多家知名国际旅行社、国际酒店
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国际旅游
社、星级酒店、少儿英语培训学校培养掌
握涉外旅游、酒店以及少儿英语教育服务
的相关理论与知识，具备英语应用能力、
涉外旅游实践能力，能够从事涉外旅游酒
店以及少儿英语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综合英语、英语口语、英语视听
说、旅游英语、跨文化交际、酒
店服务业英语、导游业务、涉外
模拟导游实务、前厅与客房服务
管理、少儿英语课程设计

国际旅行社和涉外旅游景点
导游员（英语）、旅行社计调、
签证工作人员、海外领队、
星级酒店管理人员、客户关
系主任（GRO）、酒店市场
销售员、少儿英语教师



南海校区汽车工程学院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南路，具有独立的校园。校园

坐落于广东金融高新区，周边高新企业、品牌汽车 4S 店以及高档写字楼林立，学生实

践资源和就业环境优越。

为了契合“中国制造 2025”战略，满足佛山乃至珠三角对汽车产业对人才的需求，

学院立足佛山市，面向珠三角经济区域的汽车整车与零配件产业的前后市场，建设包括

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等专业

的专业群，涵盖了汽车产业的整个产业链。

学院有一支由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硕士等高职称、高学历人才及能

工巧匠组成的教师队伍，双师型教师占65%以上，学院还从各企业、研究院聘请一批专家、

教授作为客座教授。

学院是佛山市、南海区两级汽车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佛山地区汽车行业在职员工

培训基地、佛山市职教联盟汽车行业校企合作共同体负责单位。院内建有汽车保养、故

障检测、发动机拆装、底盘拆装、机器人、汽车钣金、测绘、数控加工、钳工、机加工、

营销、茶艺等实训室，并与一汽大众、北汽福田、海德利森、上海攀业、宝马、奔驰等

品牌企业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校外实习和就业提供优质

资源。办学以来，毕业生就业率高、就业薪酬高、用人单位满意度高。

汽
车
工
程
学
院

数控加工实训汽车营销现场展示 车工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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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切合“中国制造 2025”战略，立足区域经
济发展需要，主要面向珠三角地区汽车整
车制造企业、汽车零配件制造企业，装备
制造行业培养从事汽车前后市场、装备制
造等各岗位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车底盘构
造与维修、机械制造基础、汽车装配
技术、数控编程与操作、汽车制造
工艺学、汽车车身制造工艺、CAD/
CAM 应用、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汽车整车和部件装配、
调试、零部件饰件加工、
产品检验与质量管理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本专业是汽车工程学院的重点专业，切合
“中国制造 2025”战略，立足区域经济发
展需要，面向珠三角区域的汽车制造及服
务行业，培养汽车生产、制造、检测、维
修行业领域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车底盘构
造与维修、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汽
车电控系统构造与维修、汽车车身修
复与美容、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机
动车辆保险与理赔实务、汽车新技术、
汽车市场营销学

汽车性能检测与维修、
汽车故障返修、汽车机
电维修、服务顾问、运
输管理组织

新能源汽车技术

切合“中国制造 2025”战略，立足区域经
济发展需要，面向珠三角区域的新能源汽
车整车制造、汽车修理与维护行业，培养
新能源汽车前后市场各岗位的高素质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汽车构造、汽车电子技术、动力电池
管理与维护技术、新能源汽车构造与
维修、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技术、新
能源汽车保养与维护、机动车辆保险
与理赔实务、汽车市场营销学

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部件
装配、调试、检测与质量
检验，企业生产与管理



工
商
学
部

南海校区工商学部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城市中心，毗邻千灯湖，紧靠广佛地铁桂

城站、南海图书馆、南海文化中心、桂城沃尔玛和万科影视城，交通、学习和生活极其便利。

学部立足佛山市、面向珠三角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办学，现有在校生 1300 多人。

学部有一支由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硕士等高职称、高学历人才组成

的专业教学队伍，双师型教师占 85% 以上。

学部各专业均建成了功能完善的校内实践基地，如语音室、外贸综合业务模拟

实训室、会计模拟实训室、电子商务工作室、跨境电商工作室、中西餐实训室、客

房实训室和茶艺室等。

学部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佛山保利洲

际酒店、佛山马可孛罗酒店、广东师一控股有限公司、阿里巴巴诚信通佛山运营中

心、美的电商客服中心等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21 个；同时设

立企业奖学金3个，为培养和提高学生职业技能提供了良好保证。学生就业质量高，

毕业生大部分在 IBM、毕马威、保利洲际酒店、马哥孛罗酒店、佛山电子商务产业园

等外贸、财务、酒店和电商行业就业。

工商学部 2020 年普高招生专业有会计、商务英语、酒店管理和电子商务专业。

保利酒店管理班奖学金颁发仪式 荣获 2019 年第四届全国茶艺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选拔赛金奖

学生赴佛山希尔顿酒店专业见习 马哥孛罗酒店管理班学生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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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 就业方向

酒店管理

掌握酒店运营管理、商务礼仪和茶艺服务
等专项技能，并获得酒店管理师、茶艺师、
品酒师、中（西）式点心师等职业技能证书，
掌握现代酒店管理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
具备餐饮、客房、前厅等一线部门接待服
务和基层督导管理等技能的文理交融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酒店业概论、酒店礼仪、茶艺、餐饮
服务与管理、客房服务与管理、前厅
服务与管理、酒水服务与管理、酒店
人力资源管理、现代酒店营销学、服
务心理学、酒店公共关系学、酒店英
语听说训练

面向国际品牌酒店、五星级茶
艺馆、高级餐饮机构从事酒店
服务与管理、酒店营销、茶艺
服务、商务接待与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等工作

会计、电子商务和商务英语专业详见经济管理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对应的专业介绍。



学
生
社
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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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山校区

社团类别 社团名称

学术科技类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
计算机协会

Android 俱乐部
青年法学社

星耀社工协会
数学协会

维梦电子协会
理财规划协会
酷玩编程社团

玩转英语俱乐部
电子商务协会
疾羽动漫协会
无人机协会
茶文化协会

CAD 技能协会
工商管理协会

致用 3C 管理协会
飞漾语言艺术协会

文化活动类

职业生涯发展协会
心理健康协会

弈湛棋社
创艺美术协会

晨阳书法美术协会
弘华民俗联社

指尖缘吉他协会
魅力形象塑造协会

学生艺术团
新闻社

学生媒体中心

体育活动类

魅力瑜伽动感协会
乒乓球协会
羽毛球协会
自行车协会

飞扬毽球协会
定向越野协会

武术协会
Free Skating 轮滑社

跆拳道协会
活力排球协会

足球协会
篮球协会

SKP 滑板社
理工健身健美协会

志愿公益类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自律互助类

大学生创业促进会
校园安全学生志愿者协会

学生膳食管理委员会
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
退役兵特种救援协会

国旗护卫队

南海校区

社团类别 社团名称

学术科技类

计算机协会（汽车）

i 投资协会（工商）

英语角（工商）

酒店管理协会（工商）

电商协会（工商）

有为会计协会（工商）

文化活动类

音跃社（汽车）

棋弈社（汽车）

动漫社（汽车）

吉他社（汽车）

合唱团（汽车）

书画文学社（汽车）

舞蹈社（汽车）

多彩校园新闻社（工商）

梦翔之音广播站（工商）

DOS 街舞社（工商）

K'NA 动漫社（工商）

交际舞社（工商）

礼仪队（工商）

艺术团舞蹈队（工商）

七彩虹音乐社（工商）

神砖微影社（工商）

跆拳道社（工商）

语言艺术社（工商）

主持人队（工商）

电竞社（工商）

茶艺社（汽车）

体育活动类

骑行社（汽车）

轮滑社（汽车）

乒乓球社（汽车）

羽毛球社（汽车）

篮球社（汽车）

翎翼羽毛社（工商）

篮球社（工商）

武术协会（汽车）

志愿公益类

义工团（汽车）

心理健康协会（汽车）

义工队（工商）

自律互助类 创业就业协会（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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