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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本科院校“十二五” 

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院校： 

根据《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浙发改规划

〔2011〕1358 号）和《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

—2015 年）》（浙教高科〔2011〕153 号）、《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十

二五”期间全面提高本科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浙教高

教〔2011〕170 号）等文件精神，我厅组织了本科院校“十二五”

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的推荐评审工作。经学校申报、专家评议、我

厅审核，确定中国美术学院的绘画等 150 个专业为本科院校“十

二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现予公布（详见附件）。 

实施“十二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旨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希望各高校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学科特色，注重内涵发展，加强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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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切实推进培养模式、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方法、教学管理

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促进人才

培养水平的整体提升，形成一批教育观念先进、改革成效显著、

特色更加鲜明的专业点，引领示范本校其他专业或同类高校相关

专业的改革与建设。希望各优势专业建设项目负责人切实担负起

建设责任，积极探索，加强管理，努力提高建设成效。 

 

    附件：本科院校“十二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浙江省教育厅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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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科院校“十二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负责人

1 中国美术学院 050404 绘画 许江 

2 中国美术学院 050406 美术学 曹意强 

3 中国美术学院 050408 艺术设计 宋建明 

4 中国美术学院 050429S 中国画 尉晓榕 

5 中国美术学院 050418 动画 林超 

6 中国美术学院 050405 雕塑 龙翔 

7 中国美术学院 080303 工业设计 赵阳 

8 浙江工业大学 02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程惠芳 

9 浙江工业大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肖瑞峰 

10 浙江工业大学 080303 工业设计 卢纯福 

11 浙江工业大学 0811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建荣 

12 浙江工业大学 070302 应用化学 马淳安 

13 浙江工业大学 070202 应用物理学 隋成华 

14 浙江工业大学 080602 自动化 俞立 

15 浙江工业大学 080611W 软件工程 王卫红 

16 浙江工业大学 080305Y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柴国钟 

17 浙江工业大学 081801 生物工程 郑裕国 

18 浙江工业大学 081001 环境工程 陈建孟 

19 浙江工业大学 080304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高增梁 

20 浙江工业大学 080703 土木工程 杨俊杰 

21 浙江工业大学 080205Y 材料科学与工程 钱欣 

22 浙江工业大学 081102 制药工程 苏为科 

23 浙江师范大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傅惠钧 

24 浙江师范大学 040104 教育技术学 张立新 

25 浙江师范大学 040102 学前教育 秦金亮 

26 浙江师范大学 030404 思想政治教育 周志山 

27 浙江师范大学 050201 英语 李贵苍 

28 浙江师范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陈杰诚 

29 浙江师范大学 070201 物理学 黄仕华 

30 浙江师范大学 071502 应用心理学 李伟健 

31 浙江师范大学 070401 生物科学 马伯军 

32 宁波大学 02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钟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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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宁波大学 030101 法学 张炳生 

34 宁波大学 050201 英语 赵伐 

35 宁波大学 040201 体育教育 陆亨伯 

36 宁波大学 040105W 小学教育 孙玉丽 

37 宁波大学 081205 航海技术 郑彭军 

38 宁波大学 070302 应用化学 干宁 

39 宁波大学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让定 

40 宁波大学 071201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夏银水 

41 宁波大学 0803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方志梅 

42 宁波大学 080703 土木工程 郑荣跃 

43 宁波大学 090701 水产养殖学 蒋霞敏 

44 宁波大学 100301 临床医学 尹维刚 

45 浙江理工大学 02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胡丹婷 

46 浙江理工大学 050408 艺术设计 李加林 

47 浙江理工大学 081402 轻化工程 余志成 

48 浙江理工大学 080603 电子信息工程 包晓敏 

49 浙江理工大学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贾宇波 

50 浙江理工大学 081405 纺织工程 陈建勇 

51 浙江理工大学 081406 服装设计与工程 邹奉元 

52 浙江理工大学 0803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文华 

53 浙江理工大学 080205Y 材料科学与工程 姚菊明 

5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10203 会计学 王泽霞 

5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陈光亭 

5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3 电子信息工程 孙玲玲 

5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戴国骏 

5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2 自动化 薛安克 

5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11W 软件工程 万健 

6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4 通信工程 李光球 

6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71205W 信息安全 游林 

6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6 电子科学与技术 秦会斌 

6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8Y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刘士荣 

6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3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国金 

65 浙江工商大学 110203 会计学 许永斌 

66 浙江工商大学 110201 工商管理 郝云宏 

67 浙江工商大学 02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俞毅 

68 浙江工商大学 020104 金融学 钱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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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浙江工商大学 110209W 电子商务 琚春华 

70 浙江工商大学 030101 法学 谭世贵 

71 浙江工商大学 071601 统计学 李金昌 

72 浙江工商大学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凌云 

73 浙江工商大学 080603 电子信息工程 戴文战 

74 浙江工商大学 081407W 食品质量与安全 韩剑众 

75 浙江工商大学 110202 市场营销 顾春梅 

76 中国计量学院 110201 工商管理 宋明顺 

77 中国计量学院 110107S 产品质量工程 杨其华 

78 中国计量学院 080602 自动化 陈乐 

79 中国计量学院 071203*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金尚忠 

80 中国计量学院 0804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李东升 

81 浙江中医药大学 081801 生物工程 万海同 

82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501 中医学 范永升 

83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802 中药学 李大鹏 

84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502 针灸推拿学 方剑乔 

85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310W 听力学 王永华 

86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701 护理学 马小琴 

87 浙江海洋学院 081301 船舶与海洋工程 谢永和 

88 浙江海洋学院 090702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虞聪达 

89 浙江海洋学院 071002 海洋技术 吴常文 

90 浙江海洋学院 0814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邓尚贵 

91 浙江农林大学 082002 木材科学与工程 马灵飞 

92 浙江农林大学 090301 林学 周国模 

93 浙江农林大学 090401 园林 包志毅 

94 浙江农林大学 090102 园艺 朱祝军 

95 浙江农林大学 070402 生物技术 童再康 

96 温州医学院 100306 眼视光学 吕帆 

97 温州医学院 100304 医学检验 吕建新 

98 温州医学院 100301 临床医学 余震 

99 温州医学院 100801 药学 李校堃 

100 温州医学院 100701 护理学 姜丽萍 

101 浙江财经学院 020103 财政学 钟晓敏 

102 浙江财经学院 110203 会计学 汪祥耀 

103 浙江财经学院 020101 经济学 卢新波 

104 浙江财经学院 020104 金融学 史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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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浙江财经学院 110204 财务管理 李连华 

106 浙江财经学院 020110W 税务 沈玉平 

107 浙江科技学院 050408 艺术设计 徐迅 

108 浙江科技学院 0811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毛建卫 

109 浙江科技学院 080703 土木工程 夏建中 

110 浙江科技学院 0803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吴坚 

111 浙江传媒学院 050419 播音与主持艺术 王福生 

112 浙江传媒学院 050420 广播电视编导 项仲平 

113 浙江传媒学院 080617W 广播电视工程 胡一梁 

114 嘉兴学院 110203 会计学 潘煜双 

115 嘉兴学院 020101 经济学 徐永良 

116 浙江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杨晓军 

117 杭州师范大学 110209W 电子商务 章剑林 

118 杭州师范大学 040105W 小学教育 徐丽华 

119 杭州师范大学 050201 英语 殷企平 

120 杭州师范大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沈松勤 

121 杭州师范大学 050401 音乐学 田耀农 

122 杭州师范大学 060101 历史学 陶水木 

123 杭州师范大学 110302 公共事业管理 郭清 

124 杭州师范大学 070301 化学 章鹏飞 

125 杭州师范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申建华 

126 杭州师范大学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詹国华 

127 杭州师范大学 070401 生物科学 王利琳 

128 温州大学 070301 化学 王舜 

129 温州大学 070201 物理学 郑亦庄 

130 温州大学 080613 网络工程 施晓秋 

131 衢州学院 0803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周兆忠 

132 绍兴文理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寿永明 

133 绍兴文理学院 081405 纺织工程 奚柏君 

134 湖州师范学院 040105W 小学教育 李勇 

135 湖州师范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刘太顺 

136 湖州师范学院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顾永跟 

137 台州学院 071301 材料物理 冯尚申 

138 浙江万里学院 050301* 新闻学 王声平 

139 浙江万里学院 110311S 会展经济与管理 任国岩 

140 浙江万里学院 110210W 物流管理 程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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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浙江万里学院 070402 生物技术 钱国英 

142 宁波诺丁汉大学 030408H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凯瑟琳·戈兹

143 丽水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吕立汉 

144 宁波工程学院 080703 土木工程 干伟忠 

145 宁波工程学院 0811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王家荣 

146 浙江树人学院 02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郑吉昌 

147 浙江警察学院 030501 治安学 丁建荣 

148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 
050209* 朝鲜语 刘银钟 

149 宁波大红鹰学院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明 

150 公安海警学院 081205 航海技术 逄金雷 

 

 

 

 

 

 

 

 

 

 

 

 

 

 

 



 

 

 

 

 

 

 

 

 

 

 

 

 

 

 

 

 

 

 

主题词：本科院校  优势专业  立项  通知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2 年 5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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