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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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跨境电子商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米家龙 吴建功、陈奇、周娜 普通教育   

96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应用型本科《金融学》课程 SPOC混合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杨茜云 李水平、黄梦桥、向娟、易萍 普通教育   

96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国家质量标准建设背景下本科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制度改革研

究 
陈洁 赖流滨、刘莉娜、邹新颖、李  丹 普通教育   

964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 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研究——以《综合

商务英语》课程为例 
李思艺 曾望、杜碧辉、贺萍、戴时英 普通教育   

96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商务英语课程改革与实践 詹文莲 姚佩芝、贺萍、韩琰、曾望 普通教育   

966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 POA理论的商务英语课程设计与实践——以《高级综合商

务英语》课程为例 
韩琰 姚佩芝、贺萍、詹文莲、陈静芳 普通教育   

967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模式与实践 许宇飞 
易想和、陈胜科、程定平、禹海

慧 
普通教育   

96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公共管理类课程 SPOC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  潘恋 邹会聪、周奕、王勇、何玮 普通教育   

96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双一流”背景下的地方高校电子信息类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

建与实践 
廖亦凡 刘甫、许慧艳、彭琼、胡凤忠 普通教育   

970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数据结构》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琼 陈继锋、彭浩、马翔、王海涛 普通教育   

97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新工科时视域下计算机类“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军 王菁、苏洁、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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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情景模拟的 RPM分层教学法在交叉学科专业课程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丁雄 卢嫣、梁华、王景芳 普通教育   

97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计算机基础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陈晔 陈继锋、覃晓群、高海波、杨顺 普通教育   

974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创意策划核心能力的“文产”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改革研

究 
戴文霞 钟璞、聂欣晗、冯健飞、黄盈霏 普通教育   

97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以学生职业发展为核心的产品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向威 李银兴、唐艺菱、喻紫薇 普通教育   

976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市场导向的高校风景园林专业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李麟 胡静、温鑫淼、彭雪云、钟曙 普通教育   

977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产品设计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李银兴 向威、肖保英、罗胤、喻紫薇 普通教育   

97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艺术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王跃辉 沈建军、李婧雅、刘丽红、李晶 普通教育   

97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块化平台”构建研究 李双铭 罗建章、陈敏、刘雪勇、贺瑛 普通教育   

980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四好”背景下啦啦操课对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模式研

究 
杨树 王艳、陈敏、刘愉佳、贺瑛 普通教育   

98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去“空洞化”研究 姜超凡 李故新、王卫霞、张滢 普通教育   

98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模式探索与实

践 
向小兵 高金定、黎利红、谢根甲、彭雨 普通教育   

98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金课”导向下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混合式教学研究与实

践 
杨顺 龙仙爱、高海波、李平、范顺良 普通教育   

984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代表人物专题教学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邓青林 蒋艳娟、杨芬、熊金粮、姜超凡 普通教育   

98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项目教学法在成人艺术设计教育中的实

践探索 
蔡克文 

彭伊凡、王智勇、曾丽君、袁复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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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校企合作的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彭伊凡 彭丹、刘宗连、颜慧 继续教育   

987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大学英语信息化课堂的优化研

究 
谢梦 徐翠波、王晓丽、谢林江、贺文 公共英语   

98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改革研究 李昕燕 李双玲、欧阳志群 公共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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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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校园网的会计专业教学满意度研究 王敏芳 叶爱华、邓亦文、谭洪芳、熊金粮 通过 

58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管理会计微课教学设计与改革研究 雷振 陈洁、邬盈军、胡成玉 通过 

590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CAT 技术支持下的翻译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周红 姚佩芝、林巧莉、付丽芳、汪黎明 通过 

59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多语种人才市场需求下日语作为二外教学 PBL 模式研究 邓滔 李明清、陈娟、黎娟、彭程 通过 

59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 COOP 的管理专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觉 许平、吴士文、陈晓辉、肖艳红 通过 

59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 CBE 的民办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研究 周奕 彭道林、周云芳、朱海林、邹会聪 通过 

594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基于问题驱动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程立正 邬书跃、李红萍、刘靖、邓益军 通过 

59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创新性实验改革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黄彩云 王景芳、董莉、王菁、彭琼 通过 

596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混合学习”教学模式在电子信息类课程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侯玉宝 黄科、王景芳、曹东波 通过 

597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税法课堂教学改革 姜美 何长松、唐淑艳、贵静、卢石梅 通过 

59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导向下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刘勇 卢石梅、马永立、周雁武、吴涛 通过 

59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管理模式构建研究——以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为例 思维 黎利红、叶云霞、青利、刘初生 通过 

600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公共选修课“人文茶道”课程构建与实施研究 朱旭云 黄要知、王艳华、陈庆菊、李银兴 通过 

60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高校声乐授课模式改革与教学效能双边同构的方法研究 宁大光 黄长安、杨清、曹玲玉、易晓辉 通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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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民间与专业交融，传统与现代流变---高校开放式声乐课堂教学模式理论与实

践研究 
王玫 尹建军、詹天甫、张芳子 通过 

60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以就业能力培养为导向的表演专业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王艳 陈敏、杨树、刘愉佳、郝仕芳 优秀 

604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基于翻转课堂的体育专业技术课程研讨式教学模式设计与实践 刘云朝 顾跃、伍骥、张翔、杨惠 通过 

60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践 陈善敏 李卓、黎利红、刘初生 通过 

606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大数据驱动的高校教学质量监测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以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为例 
李卓 康钦清、高海波、马露奇、成松柳 优秀 

607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民办二本院校大学英语选修课程体系研究 李成静 李明清、黄宏、江玉君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