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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是2005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正式成

立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010年通过广东省教育厅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是广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正式批准的广州市信息工程专业继续教育基地。学院占地面积573亩，地处广州

东部战略发展的中心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示范基地——科学城，交通便利，环境优雅。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推行全信

息化办学新机制，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

化，以学院信息化建设推动高职教育创新，着

力打造现代信息的特色和亮点。2013年和

2015年的8月《中国教育报》连续刊登了学院

“全信息化办学机制推动高职教育全面改革”

的报道，推介学院在高职教育改革、创新和全

面发展中所取得的优良成绩。

       学院重视专任教师队伍建设，强调师德建

设和“双师素质”的提高。努力建设一支结构

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双师结构”教

学团队。按照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积极培养和

引进专业带头人，重点抓好中青年骨干教师的

培养和提高。通过教学实践、专业实践和业务

进修，培养了多名师德高尚、既有较高教学水

平、又有较强职业技能的双师素质专任教师。

       学院努力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新课程体系。实行学历证书和职

业技能资格证书并重的“双证书”制度，强化毕业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就业率95%以上，深受用

人单位欢迎。

助力每一个充满梦想的你！

1,0000+

95%+

在校人数

毕业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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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招生计划（普通专业）

只求一技傍身，绝不做碌碌无为的人......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深知这里的每一个专业都是热门的，都有着非常好的前途。我从不后悔

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毕竟，我的梦想与大家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对家有担当的人！

2022年招生计划（专才专业）

招生计划
ENROLL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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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制 招生人数
学费（元/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

2

3

4

5

6

7

收费

说明

毕业

发证

招生

对象

备注

计算机网络技术

WEB前端技术 3年 40 19800 19800 11960

JAVA后端技术 3年 40 19800 19800 11960

AI人工智能 3年 40 19800 19800 11960

产品设计 3年 40 19800 19800 11960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3年 40 19800 19800 11960

电子商务

新媒体运营 3年 40 19800 19800 11960

UI设计 3年 40 19800 19800 11960

以上所有专才特训专业收费标准均按年收取。

其他收费：住宿费1440元/年，教材费800元/年，医保363元/年（根据国家政策多退少补），体

检费65元/年，军训服装费135元。

以上所有专才特训专业均为“成人大专+专业技能”双证专业；符合注册高技条件（高中）的学

生，注册高技学籍（不另外加收学费）。

面向全国招生，应、往届高中、中技、中专毕业生均可报读。

为了确保学生被我校录取，需提前预交床位定金，床位定金开学抵扣学费使用。

序号 大专专业 高技专业 学制
招生

人数

学费

（元/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收费

说明

毕业

发证

招生

对象

备注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3年 40 11960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应用 3年 40 11960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

3年 40 11960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3年 40 11960

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

3年 40 11960

建筑工程技术 3年 40 11960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3年 40 11960

建筑室内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 3年 40 11960

室内艺术设计 室内设计 3年 40 11960

工商企业管理 3年 40 11960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维修 3年 40 11960

机电一体化技术

3年 40 11960

工业机器人技术 3年 40 11960

学前教育 幼儿教育 3年 80 11960

以上所有专业收费标准均按年收取，11960元/年，共三年。

其他收费：住宿费1440元/年，教材费800元/年，医保363元/年（根据国家政策多退少补），

体检费65元/年，军训服装费135元。

以上所有专业均为“成人大专+专业技能”双证专业。凡报读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注册韶关学

院成人大专学籍。符合注册高技条件（高中）的学生，注册高技学籍（不另外加收学费）。

面向全国招生，应、往届高中、中技、中专毕业生均可报读。

为了确保学生被我校录取，需提前预交床位定金，床位定金开学抵扣学费使用。



主要课程：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应用与项目设计、移动应用开发（Android）、

JAVA语言设计、多媒体制作、PHP企业网站开发、Linux操作系统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企业网站建设与维护、网络商务策划与技术支持，以及与网

络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等工作。

计算机应用技术：

技能证书：网局域网管理（中、高级）、办公软件操作（中级）等。

主要课程：PHP企业网站开发、网络操作系统配置与管理、数据库应用项目设计、

JAVA编程与项目设计、网络设备安装与调试、C语言程序设计、局域网项目方案、

计算机安全技术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网络系统集成、网络产品与技术营销、运营商主干网络运维

企业网络以及服务器运维和网站前端开发、维护等工作。

计算机网络技术：

技能证书：网局域网管理（中、高级）、办公软件操作（中级）等。

放飞，放飞，生命在奔跑中成长......

夜间，习惯站在宿舍阳台上眺望远处的霓虹，嘬一口奶茶，看一看信息，在远方爸爸妈妈一遍又一遍的

叮嘱声中，我很自然的告诉他们：爸，妈，方向吧，我长大啦！

专业介绍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主要课程：电子商务概论、市场营销、网络营销实务（策划）、商务网站规划、

网店运营与管理、网店客服、跨境电子商务、计算机辅助设计（Photoshop）、

网页制作、网站建设与管理等。

电子商务：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商务网站运营与管理、网络营销、网络销售、电子商务运营

网络、商务信息收集整理等工作。

技能证书：Photoshop（中级）、电子商务师、办公软件操作（中级）等。

主要课程：财务管理、税法、管理会计实务及实训、税务会计、财务报表分析、

Excel在会计中的应用、出纳实务、会计英语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各企事业单位的出纳、制单员、记账员、会计助理、会计、

中小型会计事务所、税务事务所的审计助理等岗位等工作。

大数据与会计：

技能证书：初级会计技术资格证书、办公软件操作（中）等。

主要课程：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税务筹划、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

理、用友ERP供应链管理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资金筹集、资本运营、成本核算管理、资本投资管理、理财

顾问、财务审计等工作。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技能证书：初级会计技术资格证书、办公软件操作（中）等。

主要课程：房屋建筑学、建筑财务与会计、建筑工程计量计价、建筑工程测量、

建筑CAD、工程建设政策与法规、工程招标与合同管理、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建筑工程计量计价、房地产评估、成本预（决）算、工程投

标报价等工作，可担任BIM建模师、造价员、审计员、招标员、资料员等工作。

工程造价：

技能证书：工程测量员、造价员、施工员、资料员、办公软件操作（中级）等。

主要课程：建筑工程测量、平法识图与钢筋计算、建筑施工技术、房屋建筑学、

建筑CAD、建筑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与合同管理、建筑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与管理工作，可担任助理建造师、BIM建

模师、施工员、监理员、测量员、安全员、质检员、材料员等工作。

建筑工程技术：

技能证书：工程测量员施工员 、监理员、资料员、办公软件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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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青春的梦想，启航多彩的人生......

习惯了高中时期的语数英，面对课表中的实操、实训，我终于明白了，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理论只是基础，动手能力彩色关键的。我暗暗告诉自己，我行，我一定行！

主要课程：电子技术（模电、数电）、PLC程序设计（含变频）、单片机应用技

术、机械制图与CAD、C语言编程基础、传感与测检技术、步进与伺服驱动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工业机器人在码垛与分拣生产系统中的应用与维护、工业

机器人在焊接生产系统中的应用与维护、工业机器人生产系统性能优化与升级、

工业机器人夹具设计与开发、工业机器人本体维修与维护等。

工业机器人技术：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机器人应用企业的工业机器人现场管理、装配调试、维修维

护、应用开发及售后服务等工作。

技能证书：机器人工程师、电工证（中、高级）、电工上岗证等。

专业介绍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主要课程：学前心里学、声乐与幼儿歌曲演唱、学前卫生学、幼儿园班级管理、

幼儿环境创设、幼儿教师口语、学前教育学、幼儿玩具、舞蹈与儿童舞蹈创编、

幼儿歌曲弹唱、幼儿课件制作、幼儿活动设计与实践、学前儿童的健康、美术、

幼儿一日生活、语言、科学、艺术、社会教育和研究方法等。

学前教育：

技能证书：保育师、办公软件操作（中级）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幼教、幼师、早教老师等工作。

主要课程：3Dmax室内表现、平面板式设计、陈设与家具设计、居住空间设计、

CAD制图、商业空间设计、展示设计、构成设计、Photoshop图形图像处理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室内艺术设计、室内陈设设计、软装设计等工作，可担任设

计策划、设计助理、室内工艺品设计师、CAD绘图员等工作。

室内艺术设计：

技能证书：Photoshop图像制作员（中、高级）、办公软件操作（中）等。

主要课程：计算机辅助设计CAD、Photoshop图形图像处理、室内空间设计、

陈设设计、CorelDRAW软件、效果图与表现技法、建筑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建筑室内设计、展示设计软装设计等工作，可担任设计策划、

设计助理、装饰工程施工管理员、CAD绘图员等工作。

建筑室内设计：

技能证书：CAD绘图、Photoshop图像制作员、办公软件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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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数控编程及加工工艺、AutoCAD工程图绘制、PRO/E产品设计、

工程力学、PLC应用系统设计与安装、数控机床电气控制、模具制造工艺学等。

机电一体化技术：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自动生产线的开发设计，自动生产线的组装、调试、检测、

操作、安装、维护及技术改造、自动化设备的营销、技术服务及产生管理等工作。

技能证书：车工中级、CAD中级、电工（中级、高级）等。

主要课程：经济学基础、会计学管理、市场营销学、商务谈判与沟通、经济法、

中小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心理学、绩效薪酬管理、公共关系学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市场营销、采购管理、营销管理、物流配送、店员培训、

客户管理、商店理财工作及人力资源管理和行政助理等工作。

工商企业管理：

技能证书：工商企业管理师（中级、高级）、办公软件操作（中级）等。



大国工匠，必然在我们这些人中诞生......

我也是进校后才知道“专才”这个实际的概念的，我在惊讶于这些同学精湛的技能

操控能力的同时，更加钦佩他们刻苦耐劳的本性！

主要课程：photoshop图像处理实战、illustrator设计图形设计实战、网站配色

与布局实战、平面广告与企业vi设计、Axure原型设计、移动ui图标设计、平面创

意设计实战、移动ui/ue设计实战、网页开发与制作(DIV+CSS)、网页设计实战、

JavaScript编程实战、JQuery开发实战、html5开发实战、动态网站开发实战。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平面广告设计师、网页界面设计师、产品运营设计师、助理

设计、Ui设计师、产品交互设计师、电商设计等岗位。

电子商务（UI设计）：

主要课程：市场营销概论、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图形图像处理技术、

电子商务概论、电商视觉设计、电商运营基础、电子商务营销推广、电子商务运

营数据分析、新媒体运营与策划、新媒体平台经营与管理、SEM及信息流推广、

短视频营销。

电子商务（新媒体运营方向）：

就业范围：主要负责新媒体平台的开发与维护、平台运用的策划和实施，现实商

品的线上推广销售产品的跟单及售后服务等多方面的工作。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大数据开发工程师、大数据维护工程师、大数据研发工程师、

大数据高级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专家、大数据运维工程师、大数据工程师、

大数据架构师、大数据挖掘师、大数据算法师等工作。

主要课程：互联网行业发展史、编程基础、前端基础、Java基础、以及高等数学、

计算机应用基础、线性代数、 Python编程、 Hadoop、 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Linux操作系统、Spark、深度学习、图像及语言识别等。

计算机网络技术（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主要课程：HTML+CSS核心、JavaScript基础、jQuery框架、计算机应用基础、

互联网行业发展史、JavaScript DOM和BOM编程、JavaScript进阶、VUE框架、

React框架、HTML5+CSS3进阶、小程序框架Mpvue等。

计算机网络技术（JAVA后端技术）：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Java开发、Android开发、游戏编程、Javaweb、Java框架、

Java+云数据、手机开发等工作。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前端开发工程师、资深前端开发工程师、网站重构工程师、

前端架构师、HTML5开发、WEB开发、网站制作、小程序开发、小游戏开发、

App开发等工作。

主要课程：互联网行业发展史、JavaScript DOM和BOM编程、计算机应用基础、

jQuery框架、HTML+CSS核心、JavaScript基础、JavaScript进阶、VUE框架、

React框架、HTML5+CSS3进阶、小程序框架Mpvue等。

计算机网络技术（WEB前端技术）：

主要课程：互联网行业发展史、编程基础、前端基础、Java基础、以及高等数学、

计算机应用基础、线性代数、 Python编程、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Linux操作系统、图像及语言识别等。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人工智能算法研发工程师、人工智能开发工程师、人工智能

算法研究员、人工智能系统/平台研发工程师、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工程师、人工智

能测试工程师等工作。

计算机网络技术（AI人工智能）：

主要课程：互联网行业发展史、以及产品经理的市场分析、编程基础、前端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Java基础、竞品分析、需求分析与挖据、UI设计、产品设计、

项目管理、产品运营等。

计算机网络技术（产品设计）：

就业范围：主要从事产品经理、UI设计师、交互设计师、视觉设计师、用户体验

设计师、产品设计师、用户测试、产品交互设计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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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才学院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HK9888）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002929）

广州七喜电脑有限公司（002027）

Lg（广州）有限公司（066570）

深圳诚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青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伟度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娱加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行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航宇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工程学院

广州海异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行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灵通新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八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凡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盈客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星蓝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乐创得实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金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深圳市头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科捷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光合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市互联网贸易交流协会属下的多家企业 中关村在线

深圳网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润通物流有限公司

广东首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娱加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捷普电子（广州）有限公司（英股JBL）

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002436）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002929） 广东金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汇专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312）

Lg（广州）有限公司（066570）

建筑与艺术学院

广州市正臻华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和艺装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深华建设（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臻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秦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教育学院

黄埔教育集团（广州）有限公司（该公司系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直属教育管理公司，管控旗下上百家家公、民办幼儿

园，学院与其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为其下属幼儿园提供符合要求的幼教师资及幼托专员）

校企合作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励志努力三年，还给家人一份惊喜......

进校前，我以为我的老师都是戴着眼镜的大学教授，进校后，我惊讶的发现，原来我的很多老师

竟是合作企业派来的师傅，那种手把手传帮带的手段，真的很爽！

“以岗设课”，“以岗开班”，针对未来职业岗位，校企共同确定人才培养计划和课程技术

标准，共同派驻具备一线工程师技术资质的师资团队通过校企共建实训及人才孵化基地,着力

打造职业岗位领军人才。

特色一

“模块化”分割教学内容，采用技术“通关”式测评手段，不断提升学生技术掌握能力及岗

位职级，并通过相应技术资质考核，获取相应社会公认的高等级技能证书。

特色二

“企业化”班级管理机制，将合作企业文化引入班级建设管理中，多元化开展班企互动，校

企互通，充分打造学生对未来从业企业的“认同感”及“归属感”。

特色三

全部专业课程以实训实操为主，凸显职业教育本质，辅以超强度的项目实战训练，助力学生

深化职业技能操控能力和开发能力，真正实现“毕业即高质量就业”的培养目的。

特色四

校企分别助学奖学，全方位关爱学生成长过程。除学校相应的奖助政策以外，合作企业还向

相应的班级学生按学期颁发奖学金，充分激发学生学习斗志和学习激情。

特色五

以特色创品牌，以专才显实效，校企深度合作，共育行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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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幸运，我们能在这里相遇......

漫步在属于自己的校园，感受不一样的氛围与文化，陶醉在师兄师姐的欢歌笑语中，

这一刻，我知道，我的大学生活必然精彩！

篮球社

羽毛球社

滑板社

轮滑社

吉他社

电竞社

音乐社

摄影社

广播站

模特协会

动漫社

汉服社

跆拳道社

志愿者协会

乒乓球社

醒狮社

武术协会

学生会

街舞协会

创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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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提升
PROMO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概念：全称是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简称普通专升本，是专科毕业生踏入本科学校深造的其中一种途径，

修业年限为2年，全日制文凭；

在校大专学生或者往届学生。招生对象：

一、广东省户籍且在广东省内就读的大专院校应届

生和往届毕业生；

二、广东省外户籍且在广东省内就读的大专院校应

届毕业生和毕业第一年；

三、广东省户籍且在外省读大专院校的应届生。

报考条件：

考试科目为四门。

二门公共科（满分100分/科）：政治、英语。

一门专业基础科（满分100分）：按照招生学科门类进行划分

（新增专业基础课：经济学）。

一门专业综合科（满分200分）：实行省统考+部分自主命题。

考试科目（“ 2+1+1 ”模式）

答：专插本考试相当于第二次高考，相对于专升本

难度较大，通过率相对较低，所以如果下定决心插

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合理制定学习计划，配

合助学班的教学进度，力争成功插本，圆梦全日制

本科。如果考试不通过，广东省户籍考生可重复参

考，无次数限制，外省户籍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所以务必全力以赴，争取一次通过。

3、 专插本考试难度大吗，如果考不过可不可以重考？

  答：专插本助学班的优势有以下五点：

（1）实体办学有保障，校内上课，方便安全，学习氛围浓厚。

（2）师质力量维厚，教学设备完善。

（3）专职班主任全程跟进管理，服务周全贴心。

（4）经验丰富，正确引导学生报读，协助学生轻松完成学业。

（5）循环开课，报读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循环上课。

2、 报读我们的专插本助学班有什么优势？

人总是要往上走的，爱拼才不会被拉下......

师兄告诉我，学无止境。我也需要不断提升自己，我在专注自身专业技术学习的同时，套读了本科，

我希望，在我走出这个校园的同时，也能够占得更好的光机！

答：专插本是专科生获得全日制本科的唯一途径，专捕本就像

第二次高考，在专科大三的时候报考然后再到所报读的本科院

校读两年，专插本的学历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含全量高。

1、 专插本和专升本有什么区？

学生问答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升本：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

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根据本人兴趣和爱好，选报自学考试的本科

专业。修完本科专业全部课程，且考试成绩合格，可获得本科毕业文凭（但在获取自考本科毕业

证之前，要取得专科毕业证）。毕业文凭上有两个印章，一个是主考院印章，另一个是省自考委

员会印章。

自考专升本普通专升本（原专插本）

答：专插本、专升本按需自行报名，费用按照学校

规定收取。

4、 专插本、专升本怎么报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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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学院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正式备案成立的全日制

普通高职院校。

1 、贵校是什么性质的学校？

答：专才特训是我院专业技能教育的一部分，教学方式与常规专业

有所不同。专才，最大的特点在于较高的技术造诣，能够较快的产

生社会成就。因此，专才相对于“通才”的优势在于专业知识更精

更深。

2 、专才特训是怎样的教育模式？

答：学生从零基础学起，专门所学专业相关技术课程和专业技能训

练。学生在学制范围内，根据自身对技术的兴趣度和应用及开发技

术的敏感程度，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发展方向，让学生真正能够将

自己的特长和兴致发挥到极致，从而成为该领域的拔

尖式人才。

3 、专才定制班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答：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人才培养是多元化的，目前的高等职业人

才培养目标侧重于“通才”的培养。而专才培养注重在专业技能训

练，直接让学生通过专业操作技术不间断的长期培养，使之成为该

领域的精英和专家。

4 、专才定制有什么好处？

答：是一边学技能，一边拿文凭。毕业考试通过可以拿到大专学历

证书 + 专业技能证书，即“双证”。它最大特点就是学历和技能的

相互补充。既学到了技术，又有了学历证书，确保在就业上的优势，

满足了当前社会的需求。

8 、大专 + 专业技能“双证”是怎样的一种教育模式？

答：成人高考是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考试的简称，跟高考一样是

国家级大考。每年 9 月初报名 10 月份考试，主要考语、数、英三

科，总分 450 分，往年分数录取线为 100 分左右（即语数英三科总

分）。

5 、什么是成人高考？考什么？

答：宿舍为 8 人间，内设有空调、风扇、饮水机、书桌、衣柜，独

立洗手间、阳台；配备了太阳能热水供应系统等。每层配有全自动

洗衣机。水电费、网络通讯费按学校统一标准执行。  

9 、学校宿舍条件怎样？水电费怎么算？

答：可以。凡是在我校就读的同学，均可报读专升本。通过国家组

织的考试即可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条件合格还可以

拿到学生学位证书。学历或技能证书等报考费依行政事业性收费统

一标准由学生自行向官方缴纳，学生到校外考试产生的交通、住宿

费等由学生自理 。

7 、在学校可以专升本 、 考技能证书吗 ？ 费用怎么算 ？

答：（ 1 ）户口薄及身份证原件；

       （ 2 ）户口薄复印件（首页及本人页）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各 3 份。

       （ 3 ）高中或中专同等学历证书复印 3 份；

       （ 4 ）白底大一寸彩照 8 张（背面上学生姓名）；

       （ 5 ）党、团员需交党、团组织关系档案。

6 、开学需要带哪些资料报到？

10 、学校是怎样管理的，安不安全？

答：我校校园安全管理是全面的，全校监控无死角。进学校大门就

要进行人脸识别，每栋宿舍楼都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每间宿舍都

安装有智能锁，确保在校师生的安全。  

学生问答
STUDENT Q & A

A 、自驾车路线

导航：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北校区西门）

C 、公交（大淋岗村、珠吉路北、科珠路口）

天河客运站（长福路总站）：天河客运站对面加油站方向直走右转进去约 30 米，乘坐 581 路公交车至大淋岗村站下车。

乘坐 B20 路公交车至吉山村委站，转乘 364 路公交车至大淋岗村站下车。广州火车东站：

乘坐 B3 路公交车至 下车步行 450 米至汇彩路站，转乘 495 路公交车至大淋岗村站下车。罗冲围客运站： 东圃客运站总站

乘坐 B7 路快线至 下车步行 450 米至汇彩路站，转乘 495 路公交车至大淋岗村站下车。海珠客运站： 东圃客运站总站

B 、地铁

黄村站（ 4 号、 21 号）： B 出口转乘公交车 403 路或 944A 路到大淋岗村站下车。

A 出口转乘公交车 581 路到大淋岗村站下车。神舟路站（ 21 号）：

科

交通指引 TRAFFIC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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