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2〕354 号

关于公布 2022 年普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与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院校：

根据我厅《关于开展 2022 年普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和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与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各校

前期建设并申报，我厅组织专家审核，2022 年全省共认定 106 个

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和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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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和推进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的要求，始终把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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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项目建设的引领推动作用，不断提升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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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2 年普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名单

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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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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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普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中心

负责人

1 中南大学 数智交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维亚

2 中南大学 先进材料制备技术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咏

3 中南大学 数学及应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郑洲顺

4 中南大学 医工结合精准靶向诊疗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容鹏飞

5 中南大学 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夏鄂

6 湖南大学 智能物联网技术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罗娟

7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代春

8 湖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谢莹

9 湖南大学 新人居科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卢健松

10 湖南大学 社会公益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汪忠

11 湖南师范大学 人文与医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陶晓军

12 湖南师范大学 智能计算与决策分析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周杰明

袁永军

13 湖南师范大学 人资运营管理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田野

14 湖南师范大学 视听传播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琦

15 湘潭大学 创意写作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剑波

16 湘潭大学 大数据与计算科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红良

17 湘潭大学 智慧装备产品设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姚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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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中心

负责人

18 湘潭大学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宾

19 长沙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卫东

20 长沙理工大学 “蜂巢”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周爱莲

21 长沙理工大学 数智经济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坚

22 湖南农业大学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义明

23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郭丽君

24 湖南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开林

2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红色文化与生态文明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洪梅

2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土水污染生态修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胡新将

2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智慧供应链与国际物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
庞燕

28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眼健康管理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彭清华

29 湖南中医药大学 卓越全科医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廖菁

30 湖南中医药大学 针灸社会实践与公益服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余

31 南华大学 核安全与应急管理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徐守龙

32 南华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国庆

33 南华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唐德文

34 湖南科技大学 物理学新师范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许英

35 湖南科技大学 美术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赵湘学

36 湖南科技大学 科学健身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良明

37 吉首大学 民族美育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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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中心

负责人

38 吉首大学 新材料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黄勇刚

39 吉首大学 武陵山生物科学馆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世彪

40 湖南工业大学 智慧人居与智能规划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赵先超

41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英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王国军

42 湖南工业大学 “韵动演创”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龙华云

43 湖南工商大学 音乐舞蹈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汤慧池

44 湖南工商大学 数智碳中和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陆杉

石彪

45 湖南工商大学 人工智能与智能科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姜林

46 湖南理工学院 环洞庭湖文化创意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黄亚鹰

47 湖南理工学院 湘楚音乐舞蹈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柳青

48 湖南理工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
杜艳艳

49 衡阳师范学院 高素质语文教育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任美衡

50 衡阳师范学院 新媒体传播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罗兵

51 衡阳师范学院 应用型翻译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何文娟

52 湖南文理学院 3R 食品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王伯华

53 湖南文理学院 软件智能化开发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建英

54 湖南文理学院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法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王翀

55 湖南工程学院 “红色匠心”文创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徐平

56 湖南工程学院 信息技术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珍辉

57 湖南工程学院 “直播+”电商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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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中心

负责人

58 湖南城市学院 装配式建筑智能制造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曾革

59 湖南城市学院 黑茶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周晓红

60 湖南城市学院 乡村小学教师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俊锋

61 邵阳学院 信息技术与应用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罗高峰

62 邵阳学院 经管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琴

63 邵阳学院 大电类专业工程实践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尹进田

64 怀化学院 公共服务产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郑代良

65 怀化学院 制药工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艳

66 怀化学院 数学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刘建国

67 湖南科技学院
“到梦空间”思创融合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
胡清华

68 湖南科技学院 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黄渊基

69 湖南科技学院 地方文化创意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柏小剑

70 湘南学院 车间智能感知与控制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谢光奇

71 湘南学院 南岭走廊民间艺术虚拟仿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丽珍

72 湘南学院 化学化工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蒋建宏

7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曹鑫

74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湘中地区优秀传统文化英语传播”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点

7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材料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文瑾

76 长沙学院 数学应用与实践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作政

77 长沙学院 生物工程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瞿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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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中心

负责人

78 长沙学院
“虚拟现实（VR）创意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
黄佳

7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信息技术与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高海波

80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新媒体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刚

8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新金融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茜云

82 长沙医学院 医创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廖鸿纯

83 长沙医学院 体育与健康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唐利花

84 长沙医学院 口腔医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慧

85 湖南工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肖奎

86 湖南工学院 光电信息与智能导航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俞斌

87 湖南工学院 化学与环境类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辛俊亮

8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UIS 协同美育课程设计与研发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
蔡惠萌

89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大思政背景下中小学英语名师教育中心 陈圣白

90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青少年科普服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何志坚

91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智慧物流与供应链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鹏

9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专创融合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凌飞

93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数智财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葛干忠

94 湖南女子学院 新商科跨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飞

95 湖南女子学院 养老服务多业态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周山东

96 湖南女子学院 师范专业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袁凌

97 长沙师范学院 儿童教育文创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吴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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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 心 名 称
中心

负责人

98 长沙师范学院 基于产学研用协同的文旅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夏杰

99 湖南医药学院 武陵山片区医养产业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郭一清

100 湖南医药学院 药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吴卫华

101 湖南信息学院 自动化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陈钢

102 湖南信息学院 智慧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李琳

103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单炯

104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张光伏

105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高效流体机械与智能制造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吴辉

陆伟霞

106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轨道交通综合模拟控制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何美生

涂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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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普通高校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
基地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基 地 名 称
基地

负责人

1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浦湘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马爱纯

2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沅陵县向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

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黄生祥

3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元波

4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株洲贾岭药博园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劲平

5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邹滨

6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湖南菲尔斯特传感器有限公司校企合

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明

7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校企合

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勇

8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平

9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谢小平

10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桂林市啄木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贺迅

11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甲骨文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冯浩

12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比邻星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

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铁芳

13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湘风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孙舜尧

14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罗文斌

15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芒果 TV）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雷磊



－10－

序号 学校名称 基 地 名 称
基地

负责人

16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株洲长远智造股份有限公司智能铁路

装备设计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蔡晓雯

17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青软创新科技集团校企合作创新创业

教育基地
邹娟

18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汪形艳

19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灵均

20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五新“工程装备智能制造”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何志勇

21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长沙阡陌交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佳

22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动物医

学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首道

23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景然园艺校企合作创新创业

教育基地
陈海霞

24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湘研种业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志旭

2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茶陵县众森林业科技有限公

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曾艳玲

2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景然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旻桓

2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桂林谷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朱玲

28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衡阳市南岳区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谢雪姣

29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定祥

30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君本堂中医馆校企合作创新创

业教育基地
杨晶

31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湖南提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基地
曾谷清

32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校企合作核工程

类卓越工程师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陈珍平

33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衡阳市建衡实业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阳鹏飞

34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永霏特种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树清

35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广东湾区智能终端工业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伍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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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龙四春

37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圣湘生物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田向荣

陈湘定

38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青软创新科技集团校企合作创新创业

教育基地
廖柏林

39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卫国

40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张家界天门山旅游股份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佘高波

41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广东华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跃军

42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银和瓷业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宋魁

43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任剑

王佩良

44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深圳点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杨刚

45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美云智数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徐雪松

46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湖南昌言（岳阳）律师事务所、

湖南岳州律师事务所法律实训校企合作创新创

业教育基地

尹晓闻

47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北京千城集成房屋有限公司智能

建造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健

48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湖南高桥大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金一

49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湖南湘硕化工有限公司、湖南冠

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
唐斯萍

50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东莞市海达仪器有限公司校企合

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肖黎

51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湖南碧臣环境能源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唐振坤

52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凯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屠毅

53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丁祥

54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商务英语---长沙领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锋

55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湖南睿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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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湖南永霏特种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周衡书

57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湘潭筑友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肖阿林

58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湖南启智飞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曹步文

59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湖南梓山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

限责任公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许进

60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湖南魏源康复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丁建华

61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邵阳广电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钱毅

62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湖南玉新药业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新

创业教育基地
刘进兵

63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伏军

64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湖南怀化国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深

圳市伍壹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创新创业教

育基地

舒晓惠

65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湖南省海联食品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基地

向小亮

赵建喜

66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湖南科瑞特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米贤武

67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意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志堂

68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山东旭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校企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肖智成

69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深圳市星悦教育有限公司校企合

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廖宁杰

70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河北英曼卡科技有限公司临床医学专

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颜建辉

71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深圳市伍壹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商务

英语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陈煊

72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山东乐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医学影像

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胡芳

73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计算机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肖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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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易禾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旭红

7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正保（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

限公司）校企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朱强

76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浩

77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高峰

78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湖南京邦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杨芳

79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欣

80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运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苏洁

8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深圳市如歌科技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伍方荣

8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国锦湘安实业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陈庆菊

83 长沙医学院
长沙医学院-嘉实医药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

地
胡明华

84 长沙医学院
长沙医学院-长沙恒枫食品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陈桂云

85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吴远志

86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仁智云(广州)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陈敏

87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衡阳金瑞物流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
曹毅

8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楚林地理信息研究院有限公

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汤礼莎

89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杭州网未科技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妍琼

90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凌鹰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李兵

91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国联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辉煌

9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大汉工匠教育科学（湖南）

研究院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毛璐璐

93 湖南警察学院
湖南警察学院-湖南车路协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冯晓锋

来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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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湖南女子学院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森活伊家国际软装陈设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周利群

95 湖南女子学院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琼

96 湖南女子学院
湖南女子学院-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彭相华

97 长沙师范学院
长沙师范学院-湖南天泽华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张克金

98 湖南医药学院
湖南医药学院-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岚

99 湖南医药学院
湖南医药学院-通策医疗怀化口腔医院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王春风

100 湖南医药学院
湖南医药学院-柔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胡宗仁

101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湖南金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大汉工匠教育科学（湖南）研究院校企合作创新
刘勇奇

102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湖南丘库电商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唐佳

103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深圳市居众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常德分公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陈洁

104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刘鑫

105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贾瑞晨

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