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教通〔2019〕333 号 

 

2019  

 

 

各普通本科院校： 

根据《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十三五规划》和我厅《关于

2019 年普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和基地建设与认定工作

的通知》（湘教通〔2019〕121 号）要求，经各校先期建设并

申报，我厅组织专家审核，2019 年全省共认定 105 个创新创

业教育中心和 111 个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具体名单

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各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家和我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推进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的要求，坚持创新创业

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完善各中心和基地的建设

与改革方案，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大力深化创新创业课程体

系、教学方法、实践训练、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改革，充分

发挥项目建设的引领推动作用，不断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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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1．2019 年普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名单 

       2．2019 年普通高校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19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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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项 目 

负责人 

1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 IT(信息技术)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王建新 

2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分子医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静 

3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1+3+2‖模式的化学化工类创新创业教育

中心 
刘有才 

4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药学学科（群）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徐康平 

5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村落文化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灿姣 

6 湖南大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马子骥 

7 湖南大学 研究型理工类协同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晓兵 

8 湖南大学 社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周忠宝 

9 湖南大学 土木建筑新技术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国强 

10 湖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丁道群  

11 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与舞蹈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资利萍 

12 湖南师范大学 智能计算与感知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家红 

13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汤长发 

14 湘潭大学 外语技能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  华 

15 湘潭大学 化工与制药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平乐 

16 湘潭大学 数字艺术与文创设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黎  青 

17 湘潭大学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高峰 

18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 兴湘学院跨学科创意设计创新创业中心 姚湘 

19 长沙理工大学 先进材料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贺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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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项 目 

负责人 

20 长沙理工大学 嵌入式系统应用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郑斌 

21 长沙理工大学 能源动力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荐 

22 长沙理工大学 公路工程仿真技术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建军 

23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

学院 
工艺美术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城南学院） 王清 

24 湖南农业大学 机械工程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文凯 

25 湖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唐忠海 

26 湖南农业大学 动物生产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清华 

27 湖南农业大学 化学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喻鹏 

2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特殊食品工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周文化 

29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数理化基础学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贺梦冬 

3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专创融合商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甘瑁琴 

3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英语口译教学与服务社会技能训练中心 李志奇 

32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铁浪 

33 湖南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康复临床技能实验中心 郁  洁 

34 南华大学 分子靶标新药研究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雷小勇 

35 南华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文波 

36 南华大学 矿山岩土工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志军 

37 南华大学 建筑协同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尹检龙 

38 湖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马缤辉 

39 湖南科技大学 计算机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建勋 

40 湖南科技大学  ―人工智能+‖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进良 

41 湖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清泉 

42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

学院 
法科学生创新创业素质综合培养中心 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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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项 目 

负责人 

43 吉首大学 ―新师范‖技能训练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麻明友 

44 吉首大学 设计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俊 

45 吉首大学 物理与电子工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邓科 

46 吉首大学 临床医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黄纯海 

47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材料与技术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曾  欧 

48 湖南工业大学 计算机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 周立前 

49 湖南工业大学 鲁班匠心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付  华 

50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英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王欢芳 

51 湖南工商大学 智慧管理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黄福华 

刘利枚 

52 湖南工商大学 旅游管理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志龙 

53 湖南工商大学 创意写作与创意传播素质拓展中心 
彭文忠 

唐朝晖 

54 湖南理工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钢 

55 湖南理工学院 化学化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许文苑 

56 湖南理工学院 融媒体创意传播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柳溪 

57 衡阳师范学院 电子信息技术及应用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谭延亮 

58 衡阳师范学院 计算机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  浪 

59 衡阳师范学院 茶文化与茶艺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王  鹏 

60 湖南文理学院 材料工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远道 

61 湖南文理学院 ―艺术创客教育与实训‖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梁光焰 

62 湖南文理学院 区域规划与策划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吴云超 

63 湖南工程学院 材料化工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邓继勇 

64 湖南工程学院 ―木鱼湖‖艺术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王兴业 

65 湖南工程学院 智能电气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黄望军 

李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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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项 目 

负责人 

66 
湖南工程学院应用

技术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光中 

67 湖南城市学院 外语复合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谭晖 

68 湖南城市学院 城市建设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孙倩 

69 湖南城市学院 BIM 技术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毛广湘 

70 邵阳学院 会计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郑爱民 

71 邵阳学院 电子信息类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江世明 

72 邵阳学院 基础医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贺志明 

73 怀化学院 风景园林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皮建辉 

74 怀化学院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当代化应用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昀蹊 

75 怀化学院 物理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邓晓鹏 

76 湖南科技学院 经管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胡清华 

77 湖南科技学院 英语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欧华恩 

78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龚德良 

79 湘南学院 电子电气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雷大军 

80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基础医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方会龙 

8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精细农业机械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胡东 

8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数学应用与实践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国华 

8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园艺生产与加工类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致印 

84 长沙学院 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辉 

85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机电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国峰 

86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吴建功 

87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音乐舞蹈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王跃辉 

88 长沙医学院 商科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孙立敏 

89 长沙医学院 生物科技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黄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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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项 目 

负责人 

90 湖南工学院 材料化工类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罗建新 

91 湖南工学院 经管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忠贤 

9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新媒体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谢杰 

93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田祖伟 

94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电子工程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樊晓平 

95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工程管理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勇辉 

96 湖南警察学院 交通管理工程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冯晓锋 

97 湖南女子学院 文化传播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周少四 

98 湖南女子学院 女大学生双创素质培育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文宁 

99 长沙师范学院 儿童健康教育与体质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周强猛 

100 长沙师范学院 青少年创客教育师资培育中心 赵刚才 

101 湖南医药学院 医学人文视域下医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曾  艳 

102 湖南信息学院 智能计算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余波 

103 湖南信息学院 ―云智商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胡令 

104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机械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启正 

105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电气与信息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汤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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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序

号 
学校名称 基 地 名 称 

项 目 

负责人 

1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光辉 

2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长沙都正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医药类专业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曾文彬 

3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国信军创（岳阳）六九零六科技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徐效文 

4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迈瑞医疗联合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徐克前 

5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湖南红普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胡维 

6 湖南大学 绿色先进土木工程材料及其应用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海东 

7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类金刚线生产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杨  丽 

8 湖南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胡玉鹏 

9 湖南大学 管理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曾  薇 

10 湖南师范大学 法律实务技能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葆莳 

11 湖南师范大学 红色文化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兆峰 

12 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易立文 

13 湖南师范大学 广告艺术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战 

14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陶能国 

15 湘潭大学 环境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黄妍 

16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创新创业基地 姚志强 

17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调解谈判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廖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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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湘潭大学兴湘学

院 

―乡村振兴 巾帼巧手‖湘西民俗工艺设计与电商赋能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易锐 

19 长沙理工大学 绿色公路建造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平 

20 长沙理工大学 智能检测与控制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胡宏伟 

21 长沙理工大学 ―北斗星智能导航‖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骥 

22 长沙理工大学 精细化工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黄朋勉 

23 
长沙理工大学城

南学院 

能源动力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城南学

院） 
刘亮 

24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临武和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园艺

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大志 

25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海博水产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水产

养殖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江辉 

26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北京中科绿地科技有限公司植物保护

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魏 

27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隆回县鸿鑫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生

物学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彭国平 

28 
湖南农业大学东

方科技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广东方堃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湘辉 

29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宇纳天添财富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朱玉林 

30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机械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立强 

31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美林住宅工业有限公司创新创

业教育基地 
江学良 

32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中惠旅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袁建琼 

33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涉外学院 
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彭相华 

34 湖南中医药大学 医工融合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晏峻峰 

35 湖南中医药大学 应用心理学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肖长根 

36 南华大学 土木智能建造应用型人才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汉青 

37 南华大学 基于校企合作的农村金融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升学 

38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衡阳凯新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宏青 

39 南华大学 物联网与智慧医疗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屈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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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湖南科技大学 化学化工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龙云飞 

41 湖南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傅湘

陵、刘

缅芳 

42 湖南科技大学 融媒体建设与发展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袁星洁 

43 湖南科技大学 
基于行业协会平台的翻译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

基地 
禹 玲 

44 
湖南科技大学潇

湘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宾光富 

45 吉首大学 化学化工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佑稷 

46 吉首大学 文创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黄炜 

47 吉首大学 经管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黎克双 

48 吉首大学 金融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勇 

49 湖南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专业创新创业基地 何铭锋 

50 湖南工业大学 陶瓷产品设计研发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  华 

51 湖南工业大学 智能电气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戴圣伟 

52 湖南工业大学 高性能医疗器械与技术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汤建新 

53 湖南工商大学 文旅融合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志龙 

54 湖南工商大学 计算机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何典 

55 湖南工商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谢小良 

56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岳阳市第十三中学教师教育创新创业

教育基地 
彭鑫 

57 湖南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弘元新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蒯小明 

58 湖南理工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赵中宝 

59 衡阳师范学院 智能信息处理与控制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龙祖强 

60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生物技术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曹丽敏 

61 
衡阳师范学院南

岳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跨境电商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

育基地 
贺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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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湖南文理学院 市场营销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肖小勇 

63 湖南文理学院 机电工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曾斌 

64 湖南文理学院 水生生物学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韩庆 

65 湖南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何宏 

66 湖南工程学院 智慧零售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建新 

67 湖南工程学院 圣得西时尚产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陈晓玲 

68 湖南城市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汪爱河 

69 湖南城市学院 智能电网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周理 

70 湖南城市学院 功能材料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贺国文 

71 邵阳学院 土木建筑类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梦奇 

72 邵阳学院 电气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唐杰 

73 邵阳学院 师范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周本胡 

74 邵阳学院 管理科学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对口支援） 肖功为 

75 怀化学院 文化传媒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姚劲松 

丁热平 

76 怀化学院 生物食品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曾军英 

蒋彩云 

77 怀化学院 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彭小宁 

赵敏 

78 怀化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舒晓惠 

于洁 

孙媛 

79 湖南科技学院 
永州异蛇新型制品开发与利用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

基地 
覃佐东 

80 湖南科技学院 潇湘智库融媒体创新创业基地 丁陆爱 

81 湖南科技学院 银杏资源综合开发与利用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小文 

82 湘南学院 大数据与处理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耀辉 

83 湘南学院 苏宁易购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匡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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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湘南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邓斌 

85 湘南学院 南岭民族走廊乡村振兴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卫平 

86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 
法学类专业校院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朱耀斌 

87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 
商科类专业校企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杨怀宏 

88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校企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胡传跃 

89 长沙学院 ―绿色建筑与节能环保‖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向超 

90 长沙学院 化工与生物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艳华 

91 
湖南涉外经济学

院 
会计学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敏芳 

92 
湖南涉外经济学

院 
机电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甫 

93 长沙医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朱乐玫 

94 长沙医学院 医疗信息化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孙华 

95 湖南工学院 电气信息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祖林 

96 湖南工学院 金属材料成形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文玉 

97 
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 
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志敏 

98 
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 
税财通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郭枚香 

99 
湖南财政经济学

院 
审计学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黄  芳 

100 
湖南财政经济学

院 
财税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宋美喆 

101 湖南警察学院 法律实务卓越人才校所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邓绍秋 

102 湖南女子学院 校企共建性别教育推广创新创业基地 胡桂香 

103 湖南女子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潘显民 

104 长沙师范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金玉

洁、马

振中 

105 长沙师范学院 研学旅行教育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伍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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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湖南医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黄民江 

107 湖南医药学院 应用型护理专业人才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蒋乐龙 

108 湖南信息学院 用友新道财经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陈丽佳 

109 湖南信息学院 艺术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蒋卫平 

110 
湖南交通工程学

院 
机械工程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孟祥 

111 
湖南交通工程学

院 
交通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罗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