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19〕291 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立项和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实施工

作的通知》（湘教通〔2019〕183 号）要求，我厅组织全省普通

高校开展了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立项申报和结题验收等工作，经

组织专家审核，确定 2019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1290 项（其

中，公共英语项目 65 项）；通过结题验收 780 项（其中，优秀

110 项），未通过结题验收 3 项；撤销 4 项，现予公布（见附件 1、

2）。 

各高等学校应认真按照我厅《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湘教发〔2012〕46 号）的规定，加强对立

项项目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对立项项目要按照经费承诺报告中的

承诺给予经费资助，并督促项目主持人按期完成研究工作。我厅

将严格落实《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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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对项目管理不到位、结题不及时的学校按比例扣减

年度立项指标。 

本次项目安排中，公共英语项目经费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资助，其余项目经费由学校在 “双一流”建设专项经费和自有

资金中统筹安排。 

 

附件：1．2019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

名单 

2．2019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

题验收评议结果 

                         

 

                         湖南省教育厅 

2019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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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项 目 名 称 主持人 参加人员(不超过 4人) 项目类别 备注 

587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人工智能财务的本科会计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研究 祝勇军 贺彩虹、龙立、王青松、黄丽萍 普通教育   

588 湖南工商大学 新时代卓越金融人才培养与改革实践研究 潘彬 
温桂荣、曹秋菊、罗长青、刘亦

文 
普通教育   

589 湖南工商大学 
移动互联网时代专业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培养高级营销人

才研究 
詹志方 李莉、肖文金、程凯、王嫣 普通教育   

590 湖南工商大学 “全媒体”视域下艺术设计教学“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黄艳 
李立芳、唐朝晖、于肖飞、赵小

波 
普通教育   

591 湖南工商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开源项目导向的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谭平 周开军、李桂梅、何静 普通教育   

592 湖南工商大学 大数据背景下金融数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肖晴初 姚落根、王敬童、张路 普通教育   

593 湖南工商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学科与专业融合、服务一流本科教育的路径研究 周开军 李清峰、覃业梅、赵新宇、王莉 普通教育   

594 湖南工商大学 
“卓越计划”2.0背景下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多学科交叉复合改

革路径探索 
陶娟 龚志军、曾荇、丁茂清、袁露 普通教育   

595 湖南工商大学 卓越计划 2.0背景下法学案例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 刘作凌 龚志军、彭进、邓永妍、聂玲 普通教育   

596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税法》“金课”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李珂 温桂荣、袁浩然、袁艳霞、龚旻 普通教育   

597 湖南工商大学 高校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 季洁 何典、赵珏、黄少年、张胜 普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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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项 目 名 称 主持人 参加人员(不超过 4人) 项目类别 备注 

598 湖南工商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与多元评价模式研究 许敏兰 刘天祥、金赛美、徐雷、李娜 普通教育   

599 湖南工商大学 
经管类课程智慧实训教学模式构建与创新——基于“智慧教学

平台+行动学习方法”的融合 
邓俏莉 李坚飞、何赫然、裴聪琳、唐璀 普通教育   

600 湖南工商大学 
CDIO与 CM-PCL双模式驱动的网络工程课程群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 
李广琼 

刘跃华、陈荣元、申炳昕、黄少

年 
普通教育   

601 湖南工商大学 突出应用实践与创新能力的经济管理类统计学课程建设研究 刘洋 
李小龙、周新民、刘星宝、杨逸

夫 
普通教育   

602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任务驱动的《企业物流管理》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周敏 黄福华、王松、李坚飞、朱桂菊 普通教育   

603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研究与实践 易松芝 唐淑香、谢咏芬、彭婷、贺稚杨 普通教育   

604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 AI行为大数据的课堂教学质量分析及提升机制研究 徐雪松 
刘导波、陈荣元、唐爱国、刘人

春 
普通教育   

605 湖南工商大学 
“新工科+新商科”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非法人机构优质教育

资源引进标准设计与机制构建研究 
刘亦文 

张漾滨、何赫然、蔡宏宇、夏一

丹 
普通教育   

606 湖南工商大学 “智能+”视阈下大学生三创能力评价与培养模式研究 辛玲 谢小良、刘莹、杨格 普通教育   

607 湖南工商大学 
中美比较视阈下我国地方高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研究 
陈琦 汤长安、刘海运、王凤、李炳秀 普通教育   

608 湖南工商大学 我国财经类本科院校办学定位研究 柳德荣 刘国权、贺幸平、谭华明、沈炀 普通教育   

609 湖南工商大学 新文科线上线下混合金课课程评价体系探索 谭志君 李勇军、谭华明、陈明辉、汤楚 普通教育   

610 湖南工商大学 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提升机理与实践 王凤 王丽、陈琦、向秀英、曾妍 普通教育   

611 湖南工商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与

路径研究 
王敬童 

万前红、胡桔州、姚落根、罗智

明 
普通教育   

612 湖南工商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完善三农人才职教体系研究 陈天啸 李炳武、雷薇、谭小蓓、张杰 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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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项 目 名 称 主持人 参加人员(不超过 4人) 项目类别 备注 

613 湖南工商大学 高校继续教育过程性考核与多元评价系统实践研究 秦党红 钟志平、张贵华、谭小蓓、雷薇、 继续教育   

614 湖南工商大学 大学英语智慧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朱莉华 谢亚军、朱燕、李丹倩、袁琼 公共英语   

615 湖南工商大学 审核评估背景下地方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优化研究与实践 陈明辉 刘天祥、谭志君、黄胜、曾羽琚 其他项目 

湖南省高等教育

学会教学评估专

业委员会推荐 

1271 
湖南工商大学北津

学院 
独立学院“课程思政”改革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 李波 聂智、陈娟、陈新辉、齐冬莲 独立学院   

1272 
湖南工商大学北津

学院 
独立学院会计专业课程“10+思政”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刘胜辉 龙立、汤健、陈燕丽、易怡君 独立学院   

1273 
湖南工商大学北津

学院 

大数据驱动的商科类独立学院学生数据分析能力培养模式研

究 
李灿 方晓萍、何国满、杨格、宋莉 独立学院   

1274 
湖南工商大学北津

学院 
“学讲做”三维联动的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曾晶 肖旻、罗湖平、易志华、彭毅超 独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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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评议结果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参加人员（不超过 4 人） 
验收 

结果 

339 湖南工商大学 “互联网+”视阈下高校会计专业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王青松 侯旭华、杨平波、李颖、龙立 通过 

340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 MOOC 理念的《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谭利娜 周新民、刘星宝、吴艳辉、申立智 优秀 

341 湖南工商大学 “双创”背景下金融学专业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赛红 刘国权、陈修谦、管敏、曹秋菊 通过 

342 湖南工商大学  “挑战怀”引领的商科创新创业教育实践途径研究 罗湖平 刘兴云、阳信生、汤长安、龙璞 通过 

343 湖南工商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商科应用型院校工程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任剑 余绍黔、熊曙初、王燕、赵文军 通过 

344 湖南工商大学 本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整合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陈立周 黄帝荣、向秀英、张源、张婷 优秀 

345 湖南工商大学 “互联网+”战略下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对策研究 阳志梅 陈娟、唐红涛、张俊英、陈云 通过 

346 湖南工商大学 全息型案例库建设与教学应用研究——以刑事法课程为例  贺志军 袁艳霞、刘期湘、刘作凌、李琳 通过 

347 湖南工商大学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背景下地方高校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研究  陈蓉 胡艳香、陶银球、徐丹、陶娟 通过 

348 湖南工商大学 经济新常态下财经院校成人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张贵华 石青辉、肖文金、陈海军、程凯 通过 

349 湖南工商大学 普通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评价要素优化研究 石良武 杨平展、李勇帆、邓淑玲、李书成 通过 

350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校企协同的电子商务“双创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唐红涛 张俊英、陈娟、陈云、向宇腾 优秀 

351 湖南工商大学 高校实践型教学科研团队的组建、培育及其管理  生延超 汤长安、陈小春、刘晴、刘文枭 通过 

352 湖南工商大学 中美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比较及其支撑体系建设研究 汤长安 李红燕、张丽家、王青松、唐红涛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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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参加人员（不超过 4 人） 
验收 

结果 

353 湖南工商大学 双创背景下的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模式设计 王松 黄福华、石彪、周敏、刘云 通过 

354 湖南工商大学 职业化背景下校政社共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与基地研究 向秀英 黄帝荣、陈立周、张源、何朝飞 通过 

355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演化博弈的高校课程教学师生行为交互及其质量提升机制研究 沈炀 李坚飞、谭华明、刘海运、周敏 通过 

356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项目驱动+工作室”模式的本科生导师制改革研究与实践 彭文忠 杨虹、姜曙光、盛常青、黄梅荣 通过 

760 湖南工商大学北津学院 普通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法律支持研究 丁茂清 唐小芹、陈立平、刘练军、潘登登 通过 

761 湖南工商大学北津学院 独立学院内涵发展方式转变及实现路径研究 黄胜 陈飞虎、谢佳、谭华明、曾简 通过 

762 湖南工商大学北津学院 独立学院人文类公共选修课研讨式教学实践探索 陈飞虎 黄胜、唐朝辉、彭昊、肖胜霞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