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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万院教„2018‟28号  

 

关于公布 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和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高等教育“十三

五”第一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浙教办高

教„2018‟50 号）文件要求，经各二级学院申报，学校教学委

员会审议，校长办公室审定，确定 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 36项，课堂教学改革项目 20项（项目名单见附件）。 

本次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重点建设项目 12项，推荐浙江省教

育厅备案，每项学校支持 1 万元，学院不少于 1:1 经费配套；

其它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学院不少于 1 万元经费支持。每项课堂

教学改革项目学院不少于 0.5 万元经费支持。教学改革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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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期为 2 年，课堂教学改革项目建设期为 1 年。学校根据

建设情况分年度遴选课堂教学改革优秀案例，推荐省级认定，

并对优秀项目给予经费奖补。 

希望各项目负责人切实履行职责、提高建设绩效，保质保

量按时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各二级学院对本学院项目实行全过

程管理，及时督查。 

 

 

附件：1.浙江万里学院 2018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2.浙江万里学院 2018年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浙江万里学院 

                         2018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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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万里学院 2018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在学院 参与人 备注 

1 
强化大数据素养的应用型会

计人才培养创新 
唐丰收 商学院 杨光、徐玲、冯雪琰、赵子军 重点建设 

2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会类专业

产教融合路径研究与实践 
王金圣 商学院 孟祥霞、赵彩红、施建华、赵子军 重点建设 

3 
基于大数据的学情诊断与教

学干预的研究及实践 
黄剑 商学院 徐爱民、屠浙、李浩、李光勤  

4 

数据分析类专业毕业设计模

式研究——基于“设计毕业”

视角 

乐安波 商学院 岑仲迪、徐爱民、郑秋红、屠浙  

5 
产业创新背景下金融跨专业

改造的协同机制研究及实践 
李浩 商学院 郑秋红、刘美玲、黄剑、王金圣  

6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与

国贸专业国际化深度融合探

索与实践 

王伟 商学院 焦百强、王扬眉、王海波  

7 

产学教融合专业课程实践教

学探索——以税法课程教学

改革为例 

谢欣 商学院 徐玲、魏彧、杨兴、姚明  

8 
法学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

构建与实施 
盛钢 法学院 郭颖华、陈荣芳、余妙宏、唐先锋 重点建设 

9 
卓越法律人才创新能力的培

养模式研究 
易凌 法学院 罗俊杰、揭明、欧世龙、李迎春  

10 

服务文化产业发展视域下新

闻传播学类专业综合改革的

探索与实践 

李淑瑛 文化与传播学院 陈志强、闻学峰、马嘉、王秋艳  

11 

立体联动、聚焦专业核心能力

提升的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专

业综合改造的探索与实践 

王彩萍 文化与传播学院 周兴华、郑健儿、孙敏明、任晓沅  

12 

基于数字媒体产教融合创新

应用示范基地的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 

傅立新 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黄佳、谭书晴、高迪、翁律纲 重点建设 

13 
面向城乡设计行业的跨专业

设计实训教学改革 
周斌 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方勇锋、宋海娜、谢华春、王蓓  

14 
跨专业创新设计工作坊教学

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立萍 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高迪、翁律纲、史光辉、陈怡  

15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内

涵深化的数字创意教育实践

研究 

陈实 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叶喜冰、史光辉、黄朝钦、陈立萍  

16 
交叉复合型“外语+”人才培

养创新路径探索与实践 
莫莉莉 外语学院 王洪林、沈乐敏、陈娟、黎益波 重点建设 

17 
基于研究导向的文学课程联

合教学模式改革 
毛艳华 外语学院 张辉、李桂荣、徐晓霞  

18 
基于“对分课堂”理念的“日

语+簿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金惠善 外语学院 晋学军、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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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工科”背景下生物制药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教

学改革研究 

陈永富 生物与环境学院 尹尚军、王忠华、刘利萍、汪财生 重点建设 

20 
基于校企合作特色班建设的

生物制药专业改革与实践 
王忠华 生物与环境学院 刘利萍、王素芳、汪财生、尹尚军  

21 

“四驱动、四促进”的研究生

校外培养基地建设与实践模

式改革 

吴月燕 生物与环境学院 李平、李彩燕、诸辉、陈霜霜  

22 
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综合改革 
陈丹江 电子与计算机学院 樊慧丽、郑子含、洪群欢、柳玉甜 重点建设 

23 
面向新工科的信息类应用型

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王仁芳 电子与计算机学院 杨晓燕、陈文鑫、金冉、方朝曦 重点建设 

24 
跨专业交叉复合型跨境电商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周志丹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吕红波 、黎益波、董国辉 、周志英 重点建设 

25 

基于行业特色学院的“四阶段

递进，全过程融合”物流工程

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 

王琦峰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楼百均、钟晓军、李肖钢、周廉东 重点建设 

26 
应用型高校打造“一流国际化

本科教育”的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秋正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刘利民、吴桥、Kangseek Choe、 

Kantanen Sami 
重点建设 

27 

三足并立、双轮驱动——经管

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

养方案的构建与实施 

程言清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王丽娜、胡玲玉、鲁兴启  

28 

基于创业类学科竞赛的市场

营销专业创业人才培养的探

索与实践 

陈金龙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吴丽娟、陈林兴、王春晓  

29 

基于校企特色班的应用型本

科物流管理专业产教融合模

式和机制创新研究与实践 

李肖钢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吴桥、郑静、郁玉兵  

30 

基于学习者视角的在线开放

课程质量评价研究-以物流管

理专业课程为例 

郑静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邹德玲、修雪芳、蒋晓光  

31 
应用型本科院校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刘利民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李秋正  

32 
社团活动“三化”育人模式探

索及实践 
陈彩祥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林德操、章丽萍、张俊  

33 

“健康中国”战略下以体质健

康为核心的高校体育教学改

革研究 

毛建盛 基础学院 姚向珍、刘守燕、裘玲珍、毛必坚 重点建设 

34 
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二

级学院督导的定位与作用 
王晓勇 基础学院 方跃峰、相丽驰、杨季芳、杨亚萍  

35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大

学英语教学模式探究 
甄桂春 基础学院 张俊丽、侯艳萍、金颖  

36 
《高等数学》分层次教学模式

的研究 
李焱华 基础学院 宋新霞、徐园芬、陈宝薇、袁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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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浙江万里学院 2018年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学院 参与人 

1 
“抛砖”—“引玉”：基于影像案例的《国际商务谈判与商

务礼仪》GRR教学模式探索 
王扬眉 商学院 

李爱君、王海波、

王伟 

2 情境创设与协作学习：《证据法》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舒  晓 法学院 无 

3 
融媒体时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混合式立体化教学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黄  峥 文化与传播学院 

陈志强、闻学峰、

金君俐 

4 化知为智 化智为德：阳明课程的入心路径研究 周兴华 文化与传播学院 王彩萍、余丹 

5 基于校媒协同创新的《全媒体出版》课堂教学改革探索 郭  鉴 文化与传播学院 胡婉芳 

6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心理学》能力型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娄炜利 文化与传播学院 黄朝钦、刘佳玥 

7 整合高效——《快速建筑设计》实践课堂教学改革 王亚莎 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方勇锋、黄佳 

8 适应数字创意产业发展《视听语言》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陈  实 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谭书晴、傅立新、

史光辉、黄万红 

9 
基于“学习产出” (OBE)的英语报刊选读课程思政改革探索

与实践 
罗丽莉 外语学院 唐宪义、田叶 

10 教育生态视阈下的大学英语听力生态课堂的建构研究 田  叶 外语学院 刘萍、罗丽莉 

11 基于moodle平台的《日语听力》多模态“登山型”课程改革 朱秀丽 外语学院 金永嘉 

12 
基于Moodle平台《生物药物分析》一体化实验实训模式的改

革与实践 
俞  超 生物与环境学院 朱四东、谭志文 

13 
以“学科竞赛驱动实践”为核心的《仪器分析》课堂教学立

体化模式探索 
唐  力 生物与环境学院 

夏静芬、陆菁菁、

罗薇楠、杨国靖 

14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实验报告改革与实践 张凯龙 生物与环境学院 无 

15 
《电力电子技术及实践》案例驱动理实结合的教学探索与实

践 
樊慧丽 电子与计算机学院 陈丹江、郑子含 

16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与

实践——以《物流信息管理与技术》为例 
陈莎莎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李劲东、侯安才、

程少锋 

17 
基于CESIA理念的《管理沟通》体验式课堂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 
吴丽娟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陈春萍、陈金龙、

李娜 

18 《企业伦理与文化》“三效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方满莲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李建萍、王艳 

19 
对分课堂与翻转课堂比较研究--- 基于大学英语课堂的实证

研究 
朱小妹 基础学院 马飞、郑春芬 

20 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差异化教学改革与探索 薛立新 基础学院 
方小芳、陈爱戎、

朱旭萍、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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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1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