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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人高等教育佐证材料

1.1.2021 年广东药科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https://jxjy.gdpu.edu.cn/info/1077/14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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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0 年成人高等教育人数统计

（1）年龄分布统计

（2）专业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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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21 年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https://jxjy.gdpu.edu.cn/info/1078/1439.htm

1.4.学生管理制度

https://jxjy.gdpu.edu.cn/gzz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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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教学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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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继续教育学院教学值班规定

https://jxjy.gdpu.edu.cn/info/1079/1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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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中心佐证材料

2.1 培训中心管理制度

（1）培训管理办法

培训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学校培训工作的发展，规范培训管理，提高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财行

〔2016〕540 号）、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粤财行

〔2017〕260 号)、《广东药科大学合同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

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培训，是指利用我校的教育资源开展的各种

非学历教育的培训、考试及项目合作。

第三条 举办培训应当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实行统

一管理，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保证培训质量，节约培训资源，提高

培训经费使用效益。

第二章 培训计划、备案和管理

第四条 学校鼓励各二级单位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多层次多类型

的非学历教育培训，培训中心负责所有培训项目的归口管理。

第五条 培训中心或其他二级部门开展培训，由项目负责人制定

培训计划，详细列明培训项目名称、对象、内容、时间、地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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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收费标准及依据、经费预算及列支渠道等内容，经承办单位领

导办公会议或党组（党委）会议和培训中心审核批准后施行。

第六条 培训项目的收费标准需按要求向学校、省教育厅和物价

部门申报或备案后方可举办。
1011

第七条 培训收费严格执行物价部门的指导收费项目和收费标

准，由财务专人收取，其他个人不准收取任何费用，按收支两条线管

理，收取的培训费应及时全额上缴学校财务。

第八条 培训合作项目需与合作方签订培训合作协议书。培训单

次总收入在 5 万元以下，且采用学校制定的培训合作协议范本的，由

培训中心审核后签署；其他培训的合作协议书签批程序遵照《广东药

科大学合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培训费的分配

第九条

培训费由学校统一收取，按项目分类执行不同分配方式。

第十条

培训项目的分类

（一）自主培训项目：指校内各单位策划或组织的针对社会各类

单位或个人举办的对外收费项目；培训经费来源为参加培训单位或个

人缴纳的费用。

（二）区域教育服务合作项目：指校内各单位以学校名义与各级

政府及其职能管理部门、校外机构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或教育服务类

合作协议，承担有关教育提升和人才培训等服务项目；培训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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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合作方或委托方取得的合作收入。

（三）预算类项目：指培训经费来源为学校内预算经费、财政专

项经费、科研经费、单位自筹经费或委托代管经费等。

（四）考试项目：指校内各单位以学校名义承接的各级各类行政

事业单位、行业协会、考试机构委托的考试。

第四章 开支范围和标准

第十一条 培训项目承办单位应规范培训工作，加强培训费管

理，促进培训工作健康开展。

第十二条 培训费开支范围为：

（一）学校留存部分，由校级预算统筹使用。

（二）项目单位管理绩效酬金，由项目所在单位统筹用于本单位

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项目开展所需的人员费用（包括在编人员的奖励

性绩效支出、聘任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专家劳务费、相关工作人员支

出等）和业务接待费等。在编人员的奖励性绩效支出在学校绩效总量

外单列管理，每年汇总报学校人事处备案。

（三）项目运作成本指举办培训直接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包括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讲课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其他

费用。

1、住宿费是指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租住房间的

费用。

2、伙食费是指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用餐费用。

3、培训场地费是指用于培训的会议室或教室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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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讲课费是指聘请师资授课所支付的必要报酬。

5、培训资料费是指培训期间必要的资料及办公用品费。

6、交通费是指用于接送以及统一组织的与培训有关的考察、调

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

7、其他费用是指现场教学费、文体活动费、医药费以及授课教

师交通、食宿等支出。

第十三条 讲课费（税后）执行以下标准

12（一）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及其他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

元；

（二）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 元；

（三）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 元。

讲课费按实际学时数计算，每半天不超过 4 学时，合班授课的不

重复计算。会议、评审、学习、研讨等其他活动中聘请专业人员或专

家学者讲课可参照该标准。

第十四条 组织培训的工作人员控制在参训人员数量的 10%以

内，最多不超过 10 人，培训项目开展时间在学校规定的工作时间内

的，工作人员费用执行以下标准：

（一）培训班务管理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100 元；

（二）监考费每场不超过 100 元；

（三）外聘工作人员报酬每半天不超过 200 元。

第十五条 考试项目的考试准备、考务、巡考、监考等环节的费

用标准，因各项考试项目的总收入有差异，由项目所在单位按当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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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收支情况做出预算，合理开支，参加考试工作所获劳务报酬不纳

入绩效工资范畴，每年汇总报学校人事处备案。

第五章 报销结算和存档

第十六条 培训结束后，承办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办理培训

费结算手续。报销培训费应提供培训通知、实际参训人员签到表、讲

课费签收单、合法票据等凭证，培训合作项目须附培训委托协议或培

训合作协议。

第十七条 培训结束后，承办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建立培训
1314

档案，将培训通知、实际参训人员签到表、讲课费签收单等凭证、培

训收支表、培训小结等培训过程相关文档存档备查。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各单位对所举办的培训承担监管责任，培训经费负责

人切实履行经费审批责任，应当将非涉密培训的项目、内容、人数、

经费等情况，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开。

第十九条 学校纪委、监察、审计、财务部门可对培训活动和培

训费使用管理进行监督检查，主要内容包括：

（一） 培训计划的编报是否符合规定；

（二） 培训费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是否符合规定；

（三） 培训费报销和支付是否符合规定；

（四） 是否存在虚报培训费用的行为；

（五） 是否存在转嫁、摊派培训费用的行为；

（六） 是否存在向参训人员乱收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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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是否存在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条 严禁借培训名义安排公款旅游或与培训无关的调研、

考察、参观；严禁借培训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严禁组织高消费

娱乐、健身活动；严禁使用培训费开支与培训无关的其他费用；严禁

在培训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会议费等；严禁套取培训费设立“小金

库”。培训工作应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培训住宿以标准间为主，

不安排高档套房，不额外配发洗漱用品；培训用餐不得上高档菜肴，

不提供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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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学员守则

培训学员守则

1、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班主任、教师和后勤人员的管理。

2、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有特殊情况不能听课者，须办理请假

手续，每人最多请一天半假。迟到或者早退 3 次视为旷课一天，旷课或者

缺课超过培训时间五分之一者，取消培训考试资格。

3、遵守课堂纪律，上课专心听讲，认真学习，做好上课笔记，不看与上

课内容无关的报刊杂志，不交谈聊天，不睡觉，打游戏，不在课堂上打、

接手机，不做与学习无关的事。

4、上课时必须带相关教材和书籍，正确佩戴学员证。

5、尊敬教师和工作人员，团结学员，礼貌待人。

6、自觉遵守考纪，维护良好考风。考试时不交头接耳、互通答案，违者

取消考试资格。

7、讲文明、讲卫生。课堂内穿着整洁干净不穿背心、拖鞋，不吸烟，不

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自觉维护教室、环境清洁卫生。

8、爱护教具、课桌、课椅、等一切公物，若有损坏，照价赔偿。

9、节约用电，节约用水，严禁浪费。

10、遵守学校管理规定，教室内不大声喧哗，按时参加学校规定的学习时

间。

11、严禁酗酒、赌博，严禁聚众闹事、打架斗殴，若有违反，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追究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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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档案管理制度

培训档案管理制度

1、严格按《档案法》管理，依法办事。

2、严格按学校档案管理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3、全校培训档案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完

整。

4、档案管理建立管理制度，职责分明，责任到位。

5、各门、各类、各种载体的档案，从立档、归档、保管到销毁，

实行动态管理，规范操作。

6、档案的利用和公布，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和学校的有关规定，

简化手续，提供方便。利用未开放档案，按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

未经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

7、档案管理的法定职责落实，依法自律，依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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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训业务财务管理制度

培训业务财务管理制度

1、培训中心财务管理实行项目管理制。

2、相关工作人员应认真学习国家的教育、财经方针政策和法规，

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合理安排、使用培训经费，认真贯彻《会

计法》和《财政法规》。

3、建帐、记账、报账等工作做须到手续齐全、数字准确、存档

规范

4、培训项目收费前须严格按程序向上级部门报备。

5、每一项目应有两人负责财务工作，一名负责收费、支票往来

和各项费用报销工作，另一名负责各项开支的记账工作。

6、严格执行事前申请、事后报销制度，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支付。

7、定期向学院领导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8、 中心依照法律法规和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中心的财

务、会计制度和财产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

准确、完整，主动接受上级相关部门及主管部门的监督，并在每

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做出财务收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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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训后勤及物品管理制度

培训后勤及物品管理制度

1、培训后勤服务按项目指定专人负责。

2、切实搞好培训期间供水、供电、卫生，及时维护、维修好设

施、设备；提供必须的用品、用具等。

3、教材管理要坚持入库验收、登记、盘查制度和出库登记制度。

物质采购须搞好市场调研，采购人员决不允许有徇私行为，否则，

将追究采购人员的责任。相关物品采购，应做到先批后买，做到

报账手续齐全。

4、培训工作人员应树立全心全意为学员服务思想，热情、礼貌、

文明、细心、周到，做到有问必答，急学员所急，想学员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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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一、工作规范：

1.仪容仪表：工作人员应做到仪表整洁、举止大方；

2.微笑服务：对待前来办事的所有人员有礼貌、有问好，做到态

度和蔼、热情周到，并对咨询的事宜认真细致的答复。不得刁难、

不理不睬。

3.礼貌用语：要使用规范礼貌用语，语气温和，音量适中，目视

对方，不得说粗话、脏话；

4.现场接待：上班时间各办公室应保证有人接待来人来访；

5.电话接听：接听固定电话要及时，如受话人不能接听，离之最

近的人员要主动接听，重要电话作好接听记录。

二、工作制度

1.工作时间内不得无故离岗、串岗，不得闲聊、吃零食、大声喧

哗，确保办公环境的安静有序。

2.要在每天上班前和工作结束后做好个人区域内的卫生保洁工

作，保持物品整齐，桌面清洁。负责值日的人员同时对每天的安

全、消防进行监督检查，并做好《安全卫生值班记录》；

3.发现培训设施、设备（包括通讯、照明、影音、电脑等）损坏

或发生故障时，应立即向办公室报修，以便及时解决问题，确保

培训工作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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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培训班班主任工作职责

培训班班主任工作职责

1、 协助办公室做好学员报到、注册及办理学员证的各项准备工作，

协助做好学员材料、资料的发放和记录工作，协助安排好学员

食、宿等各方面工作。

2、 开课前组织学员学习培训期间的各项规章制度，向学员提出上

课及住宿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3、 学员入学后两天内建立学员花名册，选好班干，成立班委，建

立通讯录。

4、 每期至少给学员组织两次班会，并做好记录。

5、 做好学员考勤工作，上午 8：15 和下午 13：15 到课堂签到，下

课前要到达课室，了解上课情况。

6、 不定期到课堂或宿舍等地巡查，检查学员出勤和纪律，及时了

解学员学习、生活状况。如实做好记录。

7、 协助做好学员考试及评卷工作，并将统计结果报办公室。

8、 做好授课教师课前通知和课后酬金签发、记录工作。

9、 协助做好轮值班工作。

10、 发生突发事件时，值班班主任要第一时间到达事发现场，做出

协调处理，并及时报办公室等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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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培训中心办公室职责

培训中心办公室职责

一、 认真落实和执行有关培训任务。

二、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教育厅有关培训的指导方针和学校关于培训

基地建设的指示精神。

三、 建立健全各种规则制度，做到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督促各岗 位

职责的落实，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效益。

四、 做好培训学员的报到、学习、生活、安全、考核和结业工作。

五、 做好与培训基地相关各部门的协调工作。

六、 加强教学管理和教师管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做到学员满意、社

会满意。

七、 加强物业公司对学员宿舍日常管理的监督和指导，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

八、 加强学员业余活动管理，强化班主任工作职责。

九、 厉行节约，严格控制开支，认真做好管理费用的核算。

十、 认真做好工作总结和绩效总结，提高培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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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培训班佐证材料

（1）2021 年国际体重管理 TLC 指导师培训第一、二、三期班动态

《NAFLD 体重管理 TLC 指导师培训班》
广东药科大学立项的《NAFLD 体重管理 TLC 指导师培训班》项目已获得广东

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通过审核，学时 27 学时，学分为 4.5 分，招生对象全科医

生，护士等！

国高血压人口有 1.6~1.7 亿人高血脂的有 1 亿多人，糖尿病患者超过 1.14 亿

人，肥胖的人超 8000 万人，超重已超 2 亿人，脂肪肝患者 1.2 亿人。肥胖已成为

危害为此，国家已将健康建设纳为中国建设的重要部分，强调坚持预防为主，倡导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国际体重管理 TLC 指导师应运而生。引

进国际林多纳健康管理新概念，培养更多的专业体重管理人才。科学控制体重，防

病于未然，使更多中国人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广东药

科大学引进林多纳 LINDORA 国际健康管理的新理念，经过了十多年临床不断实

践和完善，聚集健康和医疗领域最专业人士，共同开发并推出健康教育和体重管理

系列课程。旨在传递正确的体重控制方法，通过国际体重管理 TLC 指导师对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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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人士的专业指导和行为干预，建立有益的生活方式，达到理想体重。开班以来，

已成功举办三期培训班，培养 TLC 指导师六十名！

在开班典礼上，广东药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尤洪芸院长也在百忙之中抽空

出席了开班仪式，为学员们开启成为 TLC 指导师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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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LD 体重管理 TLC 指导师培训班》的授课老师为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消化内科专家何兴祥教授、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曾智

桓教授、广州白云山医院肥胖糖尿病专科张扉越主任、运动营养学双硕士杨铭

老师。

《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与脂肪肝的关系》 《肥胖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

何兴祥 教授（项目学术带头人） 曾智恒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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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与糖尿病痛风的关系》 《“迈开腿”—体重管理与运动的关系》

张扉越 主任 杨铭 老师

在三天的课程，四位导师为学员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课程：《NAFLD 的治疗

——肝脏疾病防治》—何兴祥教授、 《肥胖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曾智

恒教授、《肥胖与糖尿病的关系》《管住嘴-科学餐单的设计》—张扉越主任、

《迈开腿——运动营养学的奥秘》——杨铭老师，等 13 节课程授课中，教授

们分别从肝脏疾病领域、心脑血管领域、糖尿病领域、营养学，运动医学，管

理学等领域向学员们全方位讲解“管住嘴、迈开腿”的重要性，还重点阐述了健

康管理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性，特别在这个魔幻的 2020 年,新冠肺炎肆虐全

球，全人类共同抗击疫情之际，健康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头等大事，无论如何，

身体健康就是每一个人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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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学员合照

第二期学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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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学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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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老年健康评估师第一、二期动态

《老年健康评估师》——广东药科大学国际化养老产业管理人才培训

班培训动态

培训课程

综合素质&技能 UP

//老年健康评估及管理体系

①老年人健康评估体系的全面认知

②老年人健康管理及干预方案的制定

③老年人健康服务的标准化管理流程及照护风险防控

//国际体系的本土化应用

④养老机构的评星分享

⑤养老机构接轨国际优质服务的应用分享

⑥澳大利亚护理服务标准化流程及风险控制的本土化应用分享

⑦国际体重管理 TLC服务体系对老年人防控三高等慢性病的分享

⑧国际运动康复对老年服务的应用分享

⑨养老服务的沟通管理

⑩养老服务的流程管理及风险控制

//健康养老产业的广泛行业认知

⑪老年人药膳食疗保健

⑫老年人康复理疗

⑬机构模拟实操

⑭老年人用品的配置评估及适老化场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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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药科大学培训中心尤洪芸院长在百忙之中参加了开班仪式，并给学员作了开

课致辞。

名师云集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课程将集结广东药科大学、希斯国际专家导师、知名专家以及相关专业领域专家联合

授课：

➢ 广东药科大学专业师资：

由天辉（教授，广东药科大学护理学院院长，广东省本科高校护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广东省药理学会药物护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广东医药价格协会护理服务价格专委会

主任委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晏晓颖（广东药科大学护理学院教研室主任，护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

“南粤家政”工程专家组成员）；

李莹莹（广东药科大学护理学院，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郑晶（广东药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理学博士，讲师）；

杨碧萍（广东药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理学硕士，讲师，老年专科护士）；

罗翱翔（广东药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理学硕士，副教授，骨科专科护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梁文丽（广东药科大学护理学院，医学硕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 国际体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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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健康产业专家：

➢ 特邀产业专家：

培训形式

全方位提升行业技能

课程采用MBA的授课形式，通过“理论+实践”，“个体+团体”，“案例分析+实践体验”的全面培

训，使学员全方位掌握老年健康评估的知识体系，全面认知国际养老服务体系的本土化应用，

全方位了解健康养老产业的市场动态，从而提升全局认知，实现综合素质和应用技能的整体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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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部分（案例分析+小组讨论）：

（二）实操部分（模拟实操+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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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构见习部分（机构实训+模拟实操）：

（四）行业认知部分（行业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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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训考核部分（成果分享）：

培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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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课程后，学员将获得广东药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颁发的培训结业证书和澳大利亚希斯国际

学院颁发的专项能力培训证书，成为新时代健康养老产业的管理人才；

完成课程即可获医学继续教育学分，8 分；

优秀学员，更可受聘成为产业导师”或“培训观察员”。

（3）2021 年化妆品质量管理人培训班一至四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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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化妆品质量安全负责人培训班课堂

第四期化妆品质量安全负责人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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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 年广东省化妆品质量管理负责人培训班动态

https://jxjy.gdpu.edu.cn/info/1078/11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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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东药科大学护理学院组织专家前往阳西总医院举办阳西医共体临床

护理师资教学能力培训班（第一期）

https://hlxy.gdpu.edu.cn/info/1062/37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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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校护理学院在云浮市人民医院开办 2020 年云浮临床护理师资培训暨

临床教学教案设计大赛培训班

https://hlxy.gdpu.edu.cn/info/1062/36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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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校护理学院服务基层，为怀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干部开展

执法监管能力培训

https://hlxy.gdpu.edu.cn/info/1062/36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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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6 年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训班在我校举办

https://news.gdpu.edu.cn/info/1003/6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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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药炮制技术传承高级研修班在我校成功举办

https://news.gdpu.edu.cn/info/1003/5764.htm

https://news.gdpu.edu.cn/info/1003/57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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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培训课室相关图片

常规培训课室

老年健康评估师培训实践器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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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和卫生健康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考试佐证材料

3.1 广东省卫计委移交卫护考省直考点至我校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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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公布广东省第一批卫生健康行业职业技能鉴定

省直鉴定站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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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卫护考及健康管理师考试相关照片

2021年卫护考省直考点广东药科大学考场

2021 年卫护考国家卫健委、省卫生厅领导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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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护考人机对话考试广东药科大学考场试室

2020 年健康管理师省直鉴定站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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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健康管理师省直鉴定站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考场

2020年健康管理师省直鉴定站华南师范大学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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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国家卫计委人才交流中心和省医学学术交流中心等

单位领导到我校调研

https://jxjy.gdpu.edu.cn/info/1077/11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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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广东省人社厅和省卫计委等单位领导到我校继续教

育学院调研

https://jxjy.gdpu.edu.cn/info/1077/11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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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构佐证材料

4.1.广东药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4.2.广东药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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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我校成为 2021 年广东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面授培训

施教机构

http://mpa.gd.gov.cn/zwgk/rsxx/yszc/content/post_3305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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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术会议佐证材料

5.1.我校成功举办 2021 智能医学与大数据国际学术会议

https://keji.gdpu.edu.cn/info/1035/31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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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我校成功举办 2021 年生物医药前沿国际研讨会

https://keji.gdpu.edu.cn/info/1035/29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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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我校成功主办 2020 国际健康促进与发展论坛

https://keji.gdpu.edu.cn/info/1035/2800.htmhttps://keji.gdpu.edu.cn/info/1

035/28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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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1 世纪的流行病”国际学术

交流会在我校成功举办

https://keji.gdpu.edu.cn/info/1035/27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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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中国整合药学联盟成立大会暨整合药学高峰论坛在

我校成功举办

https://keji.gdpu.edu.cn/info/1035/20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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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我校承办 2019 中国整合医学大会整合药学论坛

https://keji.gdpu.edu.cn/info/1035/21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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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019 中国整合药学大会暨粤港澳健康产业发展（云

浮）高峰会议在我校云浮校区召开

https://news.gdpu.edu.cn/info/1003/74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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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我校与海珠区签订建设“大健康”产学研协同创新园

区框架协议

https://news.gdpu.edu.cn/info/1003/71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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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粤港澳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中山峰会成功举办

https://news.gdpu.edu.cn/info/1003/69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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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中国整合医学院联盟”成立－广东药科大学校长

郭姣教授担任副主席

https://news.gdpu.edu.cn/info/1004/5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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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我校护理学院作为主任单位牵头成立中国首个药物

护理专业委员会—广东省药理学会药物护理专委会成立

大会暨第一届学术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https://hlxy.gdpu.edu.cn/info/1062/37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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