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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大校办函〔2021〕35号 

 

 

 

校内各部门： 

根据《关于开展 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校级教学项目集中

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学校于 2021年 6 月 30 日进行了校

级教学项目集中结题验收工作，经专家评审，《基于共生理论的

城乡规划专业研究型教学模式探究》等 17 个学校立项的项目通

过结题验收。《大数据时代广告学课程建设探索：基于创意与计

算融合的视角》等 35 个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

项目通过各学院组织的验收，现将结果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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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校级教学项目结题验收结果

一览表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7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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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学院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旅游学院 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规划专业研究型教学模

式探究 
王纯彬 

2 会计学院 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 PBL 一体化案例和形成性评价的《内部控

制》MOOC 教学模式 
张宜霞 

3 信电学院 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产教融合面向华为工程认证体系的《计算

机网络》教学模式创新及探索 
高明 

4 法学院 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以培养石文化产业人才为目标的石文化通识

课实践教学研究 
王惠 

5 人文学院 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全互动开放式教学在《现代汉语》课程中的应

用与实践 
吴欣 

6 外国语学院 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创新模式构建 鲍文 

7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行动研究理念下的双主体“问题+”主辅式教

学模式研究—以《基础》课为例 
沈卫星 

8 管工学院 2018 年度校级精品通识课 人工智能与未来生活 施寒潇 

9 旅游学院 
2018年校级本科“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项目 
人文地理学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苏飞 

10 金融学院 
2018年校级本科“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项目 

信念为先，德才兼备：《银行风险管理》的理

想信念教育与职业道德培养 
邓弋威 

1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8年校级本科“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项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民族

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研究 
于希勇 

12 经济学院 2019年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际贸易实务 俞毅 

13 法学院 2019年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案解析 竺效 

14 统计学院 
2019年校级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改革项目 
大数据应用基础 徐静 

15 统计学院 
2019 年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改革项目 
数据分析初步 崔峰 

16 经济学院 
2019 年校级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改革项目 
外贸企业创业与运作 卢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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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体工部 
2019 年校级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改革项目 
体育 夏秋冬 

18 管理学院 
2017年度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

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大数据时代广告学课程建设探索：基于创意与

计算融合的视角 
李颖灏 

19 信电学院 
2017年度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

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基于 OpenCV 的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教材建

设 
柳林 

20 法学院 
2017年度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

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卓越法律人才“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创新与实

践 
董文辉 

21 公管学院 
2017年度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

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土管专题调研报告 

苑韶峰 

周德 

22 管理学院 
2018年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

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基于双路径协同的高质量人力资源人才培养

模式 
王永跃 

23 管理学院 
2018年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

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基于构建主义的国际商务礼仪课程设计 胡玮玮 

24 管理学院 
2018年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

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创业管理》 黎常 

25 管理学院 
2018年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

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全球营销》 侯旻 

26 食品学院 
2018年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

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基于互动式教学构建食品产品设计与开发教

学模式 
李延华 

27 食品学院 
2018年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

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建立适应社会需求的个性化食品专业实习模

式 
周雁 

28 食品学院 
2018年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

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阶梯递进式教学在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中的

食品物性学中的应用 
王鑫淼 

29 外国语学院 
2018年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

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综合英语》课程教学实践

研究 
裘晶 

30 艺术学院 
2018年省级及以上教学平台自主

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艺术体验课跨学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研究 张世月 

31 会计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财务管理》在线课程建设 胡国柳 

32 会计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基于“三个面向”和“三个重点服务”的管理

型高端财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谢诗蕾 

33 会计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中级财务会计》新形态教材兼课程建设 于桂娥 

34 食品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PBL教学模式在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物理化

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实践研究 
谢湖均 

35 食品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研究性学习在食品营养学教学中的应用 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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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食品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专业与思政融合的《食品化学》协同育人机制

研究与实践 
杨玥熹 

37 食品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基于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创新”的食品工程

实验教学 Dual-CDIO模式探索与实践 
崇云青 

38 管工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面向商务智能信息分析的《数据库原理》课程

建设 
欧阳毅 

39 管工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建设 朱旭东 

40 管工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管工学院国际生合作培养教学管理体系构建

研究 
王敏 

41 法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面向法治中国实践的《法理学》课程改革 章安邦 

42 法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互联网+背景下“读写议”教学模式的再探索 刘建明 

43 艺术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产业化视域下的产品设计工作室实践教学模

式研究 
史腾高 

44 艺术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创新设计教学模式研究 周卿 

45 艺术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基于混合制教育模式下环设专业手绘表现技

法课的融创性探索和实践 
吴晶晶 

46 艺术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文创语境下品牌设计课程产教融合教学创新

研究与实践 
苏然 

47 艺术学院 
2019年（上）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基于 VR技术的浙江诗路文物古迹数字化修复

及多媒体展示系统研究 
李阳 

48 统计学院 
2019年（下）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的四驱联动教学

模式研究 
浦国华 

49 统计学院 
2019年（下）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经济统计学专业“统计兴趣营”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朱贺 

50 统计学院 
2019年（下）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经济统计学专业“统计+数据”驱动型校外实

习基地建设 
陈骥 

51 法学院 
2019年（下）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大数据背景下商科院校之商法教学改革研究 马齐林 

52 东语学院 
2019年（下）省级及以上教学平

台自主设立校级教学项目 
补偿理论视角下的俳句翻译美学教学改革 贾临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