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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外经院教字〔2022〕21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申报立项、中期检查和结题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2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和结题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2〕

79 号）、《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湘

教发〔2021〕23号）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管理办法》（湘外经院教字〔2013〕30 号）的相关规定，学校决

定开展 2022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及省级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的推荐工作，并对已立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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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报 

（一）项目类别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分为省级项目和校级项目两大类。省级

项目包括：普通教育、继续教育、公共英语和课程思政项目；

校级项目包括：普通教育、课程思政项目。省级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又分为一般研究项目、重点研究项目，其中重点研究项目

不超过总申报限额的 30%。 

普通教育项目：为研究普通全日制本专科教育的项目，面

向从事全日制本专科教学的一线教师或教学管理人员。 

继续教育项目：为研究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教学改革问题的

项目，由实际从事继续教育工作的任课教师或管理人员（学校

分管继续教育的校领导、继续教育相应二级单位的管理人员）

承担。 

公共英语项目：为研究公共英语教学的项目，面向从事公

共英语教学的教师。因单列了公共英语专项，普通教育、继续

教育和课程思政项目中不再立项公共英语类项目。 

课程思政项目：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项目，主要围绕如何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实习实

践、创新创业教育和文化育人等教育教学全过程，对课程思政

理念形成、机制构建、教师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评价体

系制定、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探索。 

新文科、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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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对文科、工科教育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为加深对新文科、

新工科内涵的理解，推进新文科和新工科建设，加快对育人新

模式的探索，学校鼓励各二级单位以新文科和新工科研究为导

向，申报立项新文科、新工科相关的研究与实践项目，学校将

择优以“普通教育项目”类型推荐报省，被立项为校级的新文

科、新工科项目划为校级招标项目（项目名称应含 “新文科”

“新工科”等关键词）。 

（二）申报条件 

1.项目面向全校在编在岗教师和教学管理工作者，申报的

教改项目中，教学一线教师主持的项目应占三分之二以上，还

应包括一定数量实践教学类项目。 

2.项目组成员一般不超过 5人（含主持人）。申请人和参与

人年度申报主持和参与项目的不超过 2项。 

3.项目主持人已承担省级教改项目（包括 2020 年立项的

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尚未结题的（包括本次申报结题），本

次不得主持申报省级项目，可以申报校级项目；项目主持人已

承担校级教改项目（包括 2020 年立项的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

目）尚未结题的（包括本次申报结题），本次不得主持申报校级

项目，可以申报省级项目。 

4.不支持一题多报，重复申报。 

（三）申报指标与立项数量 

本年度拟推荐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34 项，其中普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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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项目 25项（初定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3项，新工科研究与

实践项目 2项），继续教育项目 2项，公共英语项目 2 项，课程

思政项目 5 项。本年度下达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包括普通

教育项目、课程思政项目）指标 68 项。各类项目申报指标主要

根据各二级单位专任教师人数和综合考虑学科专业建设以及历

年项目申报及完成情况等因素确定，具体见《2022 年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各单位申报指标分配表》（附件 2）。 

（四）评审程序 

1.各二级单位初审推荐。各二级单位根据下达的项目指标

总数量（含省级和校级），初审推荐各单位本年度参评的教学改

革项目名单，初审结果无需排序。各二级学院推荐评审工作委

托各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完成，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教育

学院、职能部门和继续教育学院的初审推荐工作委托教务处组

织完成。 

2.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学校组织专家对各二级单位推荐申

报的项目分组进行网络匿名评审。 

3.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确认。教务处统计专家网络匿名评

分结果，根据分数高低分二级单位排序，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

审核确认。学校学术委员会根据专家匿名评分结果以及各二级

单位指标数量确定本年度推荐申报的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名

单以及校级立项项目名单。 

（五）项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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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给予立项的省级一般项目提供 2 万元/项的经费资助，

省级重点项目提供 4 万元/项的经费资助，其中公共英语项目

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提供经费资助。校级普通教育项目、

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及招标项目等经费资助标准按照学校相

关管理办法执行。 

（六）申报材料报送 

1.各类项目申请者须填写并打印《2022 年湖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附件 3，一式 1 份，无须

档案袋）。同时提交项目申报书电子版，电子档材料报送要求

如下： 

提供 2份电子档，其中 1 份电子档为完整申报书（命名方

式：“项目名称+主持人姓名）”）；另 1 份申报书须去除项目主

持人及参与人姓名等具体身份信息，用于匿名评审（命名方

式：“项目名称”）。 

2.各二级单位须填写《2022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汇总

表》（附件 4）一式 1 份（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 

二、项目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 

在组织项目申报的同时，学校将对已立项的教改项目进行中

期检查和结题验收，以督促项目 

负责人按期完成项目研究工作。 

（一）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对象 

1.2020 年立项的校级项目、2019 年和 2020 年立项的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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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如本次不能结题，必须接受中期检查。对于没有进行实

质性研究的项目，无故不接受中期检查或中期检查不合格项目，

进行通报批评并暂停经费支持。 

2.2019 年以前（含 2019 年）立项的校级项目、2018 年以

前（含 2018 年）立项的省级项目、2020 年专题立项的省级课

程思政建设项目等必须参加结题验收。结题验收结果分为通过

验收（优秀、合格两个等次）、暂缓通过、不予通过。暂缓通过

结题的项目，应立即进行整改，须参加下一年度的结题验收，

不予通过的，予以撤销立项。项目到期未结题的，如有特殊情

况可经申请延期一年结题，一年后仍未结题的，予以撤销立项。

凡被撤销立项的项目，项目主持人三年内不得申报教改项目，

同时学校将适当扣减项目主持人所属部门下一年度教改项目的

申报指标数。 

（二）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材料要求 

1.中期检查项目材料 

提交《2022 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

查报告书》（附件 5）一式 1份，相关佐证材料编辑好目录装订

成册一份，每个项目用一个档案袋装好，在档案袋袋外贴上项

目中期检查报告书封面复印件。 

各二级单位须填写《2022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查项

目汇总表》（附件 6）一式 1 份、《2022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

期检查成果汇总表》（附件 7）一式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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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题验收项目材料 

（1）省级教改项目 

省级教改项目（包括 2020 年专题立项的省级课程思政建

设项目）提交《2022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结题报告书》（附件 8）一式 1 份，并提供以下材料一式 1 份：

项目申请书复印件、成果主件及附件（反映成果的教学方案、

论文发表的原文复印件等）、研究工作总结报告、实践效果评议

材料。其中佐证材料单独装订成册，应有目录和对应页码，每

个项目用一个档案袋装好，在档案袋外贴上项目结题报告书封

面复印件，结题材料经学校审核同意后上报省教育厅进行评审。 

教改项目的研究成果（论文、著作等）公开发表（出版）

时，须标注“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文号和

立项编号，第一单位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未标注的不予列入

该项目的验收材料。自 2020 年开始，省级教改项目立项有对应

的“立项编号”（如：HNJG-2020-1000）。 

附件材料（佐证材料）电子档统一为 PDF 格式（各附件材

料统一整合成一个 PDF文档）。 

（2）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招项目须提交《2022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附件 8）一式 1份（请将封面“学校名

称”改为“所在部门”），并提供以下材料一式 1 份：项目申请

书复印件、成果主件及附件（反映成果的教学方案、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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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文复印件等）。其他装订要求、研究成果发表的要求、电子

档材料要求等与省级教改项目相同。 

各二级单位须填写《2022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结题项目汇总表》（附件 9）一式 1 份、《2022 年教学改

革研究结题验收项目成果汇总表》（附件 10）一式 1 份、《湖南

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成果统计表》（附件 11）一

式 1 份。 

三、材料受理 

各二级单位的项目申报、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材料均由各

二级单位于 5 月 16 日前统一报送至教务处教研教改科（新综

合楼 A202，不接受个人送交的材料），所有纸质版材料不退回，

请自行留存备份），相应的电子文档请按要求发送至邮箱：

690478134@qq.com。联系人：王老师，联系电话:0731-88140631。 

附件：1. 关于开展 2022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立项和结题工作的通知（湘教通

〔2022〕79号） 

2. 2022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各部门申报指标分配

表 

3. 2022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申请书 

4. 2022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汇总表 

mailto:193533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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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2 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

检查报告书 

6. 2022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汇总表 

7. 2022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成果汇总表 

8. 2022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结题报告书 

9. 2022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

题项目汇总表 

10.2022 年教学改革研究结题验收项目成果汇总表 

11.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成果统 

计表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022 年 4月 29日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办公室                   2022年 4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