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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件 

 

立信会计金融教〔2017〕11 号 

———————————————————————————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关于 2017 年 
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根据《关于申报 2017 年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经个人申报、部门（单位）推荐、专家组评议、

校教学委员会投票及校内公示，学校决定立项校级重点项目 24

项、校级一般项目 70 项、校级教学管理项目 20 项。具体名单
详见附件 1-3（排名不分先后）。 

特此通知。 

  

 附件：1.2017年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改项目（重点项目）立项名单 

2.2017年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改项目（一般项目）立项名单 

3.2017年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改项目（教学管理项目）立项名单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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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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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改项目（重点项目）立项名单 
部门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教育中心） 郭昱 资产评估专业校校合作创新型教研团队建设研究 

金融学院 章劼 基于卓越金融理财人才投资分析能力培养的探索 

工商管理学院 徐小龙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校与银行协同育人机制创新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王凤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大学课程平时成绩的评定方法探索与实践 

国际经贸学院 潘辉 基于创业教育理念下的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以《外贸网络营销》为例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艳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税收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光焰 三维财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基于与明阁税务师事务所、台北大学的合作 

统计与数学学院 梁玉梅 金融优化方法与大学生素质教育 

统计与数学学院 温建宁 《数理金融》应用型本科教学研究 

统计与数学学院 杨廷干 《经济数据分析》案例建设 

信息管理学院 刘岚 电子商务（支付清算方向）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信息管理学院 张高煜 以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应赛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为例 

外国语学院 承华 创新创业教育导向下外语类课程翻转课堂体系构建研究 

外国语学院 涂丽萍 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新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以荣誉学院大学英语教学为试点 

保险学院 陈玲 互联网保险嵌入财产保险专业教学的相关尝试 

保险学院 徐英 五星教学原理在保险专业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与思考 

法学院 连蜀 以网络校园文化构建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新模式研究 

法学院 苏宏峰 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光寿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试点”课程建设标准研究与实践 

体育与健康学院 秦曼 高校体育体验式教学理论及实践研究 

科研处 聂峰 校企合作视阈下互联网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创新创业学院 应小陆 财经类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探讨 

现代支付与互联网金融研究所 马颖 财经类本科院校特色专业培育与跨学科教学团队协同发展 

 张树义 我校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现状与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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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改项目（一般项目）立项名单 
部门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教育中心） 安宁 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型审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教育中心） 董士钧 会计国际资格职业教育与会计本科教育融合的研究与实践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教育中心） 巩娜 “问题研讨式”课堂教学模式设计研究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教育中心） 李锋 关于推进我校会计实验教学与外部机构合作问题的研究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教育中心） 莫桂青 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银行会计》课程教学研究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教育中心） 王秀春 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引进国际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探讨—基于 ACCA，CIMA 的研究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教育中心） 胥佚萱 会计培训及网络课程发展对高校会计专业教学的挑战与应对 

金融学院 张云 应用型高校金融人才培养实验实践一体化教学体系构建 

金融学院 郑伟 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模式的思考与创新 

工商管理学院 董斌 基于 STEAM 教育理念构建立足高校公共艺术课程的创新教育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郭小婷 全球开放知识资源与应用型本科创新人才培养---基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视角 

工商管理学院 洪明 管理心理学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潘安 “双一流”建设引领下的《国际物流综合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苏靖 基于体验式学习的创业课程教学方法创新 

工商管理学院 朱启红 基于 ARCS 动机模型的微课程设计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邹仲海 学生、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 

国际经贸学院 陈琦 应用型高校创新实践教育模式研究 

国际经贸学院 高鸣霞 基于微课的国际贸易实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国际经贸学院 刘明 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经济学实验教学方法改革探索 

国际经贸学院 潘瑞姣 哈佛商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特点及对我校短学段课程教学的借鉴 

国际经贸学院 桑瑞聪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教学改革探索—以《中国服务外包》课程教学为例 

国际经贸学院 谭娜 物流经济学案例教学改革研究 

国际经贸学院 万超 互动式教学在全英文课程中的应用——以国际投资学课程为例 

国际经贸学院 王双英 经贸类大学生“三商”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基于导师制的实践 

国际经贸学院 叶正欣 《跨国公司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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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国际经贸学院 翟孝强 TBL 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国际经贸学院 张燕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实务课程中的应用 

国际经贸学院 赵大平 加拿大约克大学互动教学法对我校教改的启示 

国际经贸学院 赵晓霞 基于培养创新型人才视阈的本科生导师制架构与模式研究 

国际经贸学院 郑义 新时期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商务专业转型的探讨与研究 

国际经贸学院 周茉 应用型本科国际贸易学科实验模拟教学设计与实践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范琦 大学生意识形态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嵌入式培育研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佳坤 情景学习理论在高校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税收学专业为例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凌云 建立虚拟仿真平台探索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谭郁森 “一带一路”背景下留学生国际税收教学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路径研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汪利锬 提升《税收学》教学质量的研究式教学设计与应用研究——基于模块化理论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周晶 行动学习融入社工学生实践服务学习课程（实习）的应用探索 

统计与数学学院 程宏 留学生商务统计学教学改革探索 

统计与数学学院 高瑞 产教融合——利用校友资源探索统计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 

统计与数学学院 钱丽丽 数学文化融入微积分教学的思考与设计 

统计与数学学院 孙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课程分层教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 唐晓清 加强 MATLAB 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统计与数学学院 王华 实践型运筹学教学改革研究 

统计与数学学院 王立庆 金融数量分析实践课程建设 

信息管理学院 付剑锋 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程序设计与统计实践融合的教学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胡莲 大数据时代财经管理应用型人才的信息安全教育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李广明 基于主动学习方案的教学方法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李远杰 我校课程资源建设与共享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张旭洁 “互联网+”时代面向高校碎片化学习的实践性“微课”设计策略研究 

外国语学院 刘春发 零基础日语专业学生专业水平提升机制探讨 

外国语学院 孙艳 金融英语语料库 

外国语学院 唐莉莉 财经院校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与英语学习动机研究 

外国语学院 王佳鸣 基于学习者动机需求分析的通用学术英语课程更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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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外国语学院 王丽艳 基于思辨能力动态发展的英语专业写作测试与教学策略研究 

保险学院 李鹏 应用型本科高校在保险职业教育体系的定位与实践 

法学院 黄怡 孔子课堂升格孔子学院过程中的教学差距及对策研究 

法学院 于春敏 诊所式教学法在应用型本科法学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法学院 王旭 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状况调研 

法学院 姚惠兰 基于多元化调查的财经文秘方向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芳 思政课实践形式的创新暨评估体系的建设——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燚 提高我校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教学模式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国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润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舆情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研究 

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室） 付镭 国外职业教育对金融营销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启示 

团委 孙丽娜 建构主义理论视阈下我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改革研究 

国际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李卫东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财经类人才国际化培养模式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与服务中心 彭志强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资源共享环境的改革研究 

高教研究所 贾莉莉 基于学习结果评价的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国际交流学院(中丹学院) 过国娇 在留学生教学中开展翻转课堂的可行性研究 

国际交流学院(中丹学院) 何菲 引入社会资源，推动真实案例进入专业实训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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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改项目（教学管理项目）立项名单 
 

部门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教育中心） 林振兴 会计学院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 

国际经贸学院 曹玲 二级教学管理中教学秘书工作的定位功能研究 

国际经贸学院 年大琦 应用型财经专业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式探析 

国际经贸学院 姚丁丁 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评估体系研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林爱琦 本校教务信息系统模块优化与重构实证研究 

统计与数学学院 车荣强 试卷质量评价的量化方法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胡翠华 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网络管理模式设计 

外国语学院 熊会 财商教育视域下大学生财商素养培养研究——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为例 

外国语学院 叶丽华 基于课程负责人制度的二级学院课程管理模式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会德 学校融合发展过程中二级学院教学管理规范化研究 

体育与健康学院 冉宁培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体育选项课信息化教学管理研究 

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室） 陈丽丽 国际交换生管理工作优化的研究 

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室） 兰芸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高校教改项目管理及成果转化探究 

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室） 胥晓雅 财经类高校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与探索 

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室） 张柳玉 高校合并跨校区教学运行工作面临问题及对策探索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刘隽 基于学习型投入的主干学科专业本科教育学情报告研制 

教学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 牛媛媛 基于审核评估的校内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运行机制研究 

教学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 薛国强 校院教学督导体系运行现状与改进的实证研究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张仁鹏 网络教学资源库教师使用习惯及意愿分析——基于我校教师教学发展平台应用与优化研究 

国际交流学院（中丹学院） 姚杰 我校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模式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