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镇高专〔2019〕121 号 

 

关于公布 2017、2018 年教学改革项目 
考核结果的通知 

 

各学院（部）： 

      根据《关于公布 2018 年镇江高专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和开题

的通知》（镇高专教〔2018〕102 号）和《关于 2018 年镇江高专

教学改革项目结题通知》（镇高专〔2019〕92 号），学校组织了专

家集体评审会。评审会收到结项申请 51 项，2016－2017 年提出

延迟结项申请的结项申请 27 项。会议对申请结题的 51 个进行了

现场集体评审，根据各项目申报书和开题报告预期成果与结题时

实际的研究成果及项目的研究报告对比，评审专家组综合实际情

况及相关书面材料提出了教改项目的结题建议：确定“国际贸易

综合实训”等 47 个项目完成了项目建设预期目标（名单详见附

件），4个项目需进行整改；同意“产学研融合的教学资源建设路



 

径研究”11项目的延迟结项申请，延迟期为半年；撤消“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融合教学改革”2 项

目。 

 

特此通知 

 

附件 1：镇江高专教学改革项目考核通过项目 

附件 2：镇江高专教学改革撤消项目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2019 年 12 月 13日 

 

                       



 

附件 1： 

镇江高专教学改革项目考核通过项目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部门 

1 GZ2015SJ204 国际贸易综合实训 金忻 财经商贸学院 

2 GZ2016SJ101 Android 应用开发 蔡英 电气与电竞学院 

3 GZ2016SJ103 JavaWeb 程序设计 于瑞琴 电气与电竞学院 

4 GZ2016SJ112 汽车发动机构造 沈恒旸 交通学院 

5 GZ2016SJ201 物流方案设计与实施综合实训 蒋永康 财经商贸学院 

6 2017JC006 
基于 ESP 理论的《机械工程英语》校本教材设

计与研究 
冉晓莉 基础部 

7 2017JC007 《汽车销售实务》微课版教材 金立江 交通学院 

8 2017YB002 
基于“一体两翼”能力素质体系下的《企业财

务会计实务》课程教学改革 
朱雪峰 财经商贸学院 

9 2017YB007 校企共建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源研究 蔡晓云 丹阳师范学院 

10 2017YB018 基于翻转课堂的微课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 王明 科技处 

11 2017YB019 镇江高专智慧化校园教学平台构建 黄力明 电气与电竞学院 

12 2017YB024 完全学分制下高职差异化通识课程改革 夏川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2017YB025 双栖型文化旅游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冯晓华 人文与旅游学院 

14 2017YB026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课程改革 王志民 人文与旅游学院 

15 2017YB031 
中高职“3+3”分段培养模式下公共英语课程有

效衔接研究 
陆丹路 基础部 

16 2017YB032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课程教学融合改革 吴建强 财经商贸学院 

17 2017YB033 地方高校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研究 经宽蓉 人文与旅游学院 

18 2017YB034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课堂教学评价研究--以高

职法律专业课程为例 
赵海萍 人文与旅游学院 

19 2017YB035 基于多元化动态化课程考核的教学改革研究 汪志中 财经商贸学院 

20 2017YB047 混合式教学在内护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陆红梅 卫生护理学院 

21 2017YB048 校企融合双导师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陈兴和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22 2017YB050 高职院校安全教育课程标准与考核模式的研究 吴小娟 医药与化材学院 

23 2017YB052 
大学生文化创业与“立体构成”课程教学的融

合改革研究 
孟婷 艺术设计学院 

24 2017ZX003 
“两课”教学方法多样化探索—培养大学生观

察思考社会问题 
戚兴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镇江高专教学改革项目考核通过项目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部门 

25 2018JC002 《大学生茶艺实用教程》 黄凌云 人文与旅游学院 

26 2018YB001 基于微信平台的单片机在线知识试题库研究 冷承业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27 2018YB003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孟稳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28 2018YB004 产教协同创新的智慧供应链实验平台建设研究 凌斌涛 财经商贸学院 

29 2018YB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课程实施整体设计与实践 
张小利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 2018YB006 
传统文化视角下的高职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

育融合的实效性研究—以会计专业为例 
祁美云 财经商贸学院 

31 2018YB008 创新素质课程学分管理研究 陆道明 教务处 

32 2018YB009 
信息化环境下移动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以《客

户服务与管理》为例 
翁瑾 财经商贸学院 

33 2018YB010 
在信息化背景下电气自动化专业电工学课程教

学资源研究与实践 
吴建 电气与电竞学院 

34 2018YB011 拓展英语差异化课程改革研究 陈薇 基础部 

35 2018YB012 
基于微信的移动学习在专科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毕磊 体育部 

36 2018YB013 
基于“一体两翼”能力素质体系下的《会计核算

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许丽 财经商贸学院 

37 2018YB014 基于 0BE 理论的跨境电子商务教学模式构建 尹昕 财经商贸学院 

38 2018YB017 
基于移动课堂的教学方式改革研究——以液压

与气动技术课程为例 
戴月红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39 2018YB018 
基于”一体两翼”能力素质体系下《商务礼仪》

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究 
杨睿 交通学院 

40 2018YB019 学前教育专业弹唱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朱笛扬 丹阳师范学院 

41 2018YB020 
“一体两翼”能力素质体系下的专业基础课混合

式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以《现代物流管理》为例  
方姝琦 财经商贸学院 

42 2018YB021 
互联网+与新工科思维下汽车构造课程教学模式

研究 
翟辉辉 交通学院 

43 2018YB022 
新媒体时代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路径研

究 
靳江丽 马克思主义学院 

44 2018YB023 
“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路径

探析 
刘洪玲 马克思主义学院 

45 2018YB024 
网络技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发展研究—

以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林进 卫生护理学院 

46 2018YB026 基于 OBE 理念的高职教育模式改革研究 周琪 财经商贸学院 

47 2018YB027 《幼儿教师口语》教学与传统文化融合研究 高飞燕 丹阳师范学院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基础部_陈薇_拓展英语差异化课程改革研究.docx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现代装备制造学院_戴月红_基于移动课堂的教学方式改革研究.doc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丹阳师范学院_高飞燕_《幼儿教师口语》教学与传统文化融合研究.doc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人文旅游学院_黄凌云_《大学生茶艺实用教程》.doc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基础部_靳江丽_新媒体时代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路径研究.docx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基础部_靳江丽_新媒体时代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路径研究.docx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现代装备制造学院_冷承业_基于微信平台的单片机在线知识试题库研究.doc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现代装备制造学院_冷承业_基于微信平台的单片机在线知识试题库研究.doc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卫生护理学院_林进_网络技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发展研究—以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为例.docx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基础部_刘洪玲_“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路径探析.doc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基础部_刘洪玲_“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路径探析.doc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基础部_陆丹路_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英语教学融合研究.doc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艺术设计学院_陆凯_“职业浸入，双轨并行”4A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ocx
file:///E:/教学工作/教学改革项目/艺术设计学院_陆凯_“职业浸入，双轨并行”4A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ocx


 

 

附件 2： 

镇江高专教学改革撤消项目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1 2018YB025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融合教学改革 程增虎 

2 2016LX07 大学生心理健康 MOOCs课程的开发与建设 代晓艳 

 

 

 

 

 

 

 

 

 

 

 

 

 

 

 

 

 

 

 

 

 

 

 

 

                                                                   

  镇江高专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