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重点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单位 

1 深化“浦江学院”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育人机制研究 施继元 金融学院 

2 基于 AACSB 认证的学习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以物流学课程为例 丁国蕾 工商管理学院 

3 “新国标”下经济学专业实践课程开发与建设探索 刘明 国际经贸学院 

4 提高短学段教学效果的课程管理改革研究——基于学生和用人单位的调查 王晓玲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 审核评估机制下我校本科公共英语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李巧平 外国语学院 

6 融资租赁人才产学研结合互动培养模式研究 陈科嘉 法学院 

7 金融科技新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殷林森 金融科技学院 

8 少数民族预科班国学文化课程思政化的必要性和路径研究 马晓红 人文艺术学院 

9 基于 0BE 教育理念的应用型财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贾莉莉 高教研究所 

10 高校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孔晨旭 人事处 

 



2019 年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一般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单位 

1 多维评价推动的探究式教学课程建设与实践 巩娜 会计学院 

2 财务管理案例教学引入合作学习模式的探讨 吕立伟 会计学院 

3 会计师职业能力要求与会计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胥佚萱 会计学院 

4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银行会计课程教学研究 莫桂青 会计学院 

5 基于探究式教学和估值视角的财务报表分析课程改革 刘莹 会计学院 

6 利用上证 50 期权套期保值研究及相关课程实验项目设计 郑伟 金融学院 

7 基于 MATLAB 的风险资产投资组合实施 陈文政 金融学院 

8 师生互动发展角度下高校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效果研究 赵捧莲 金融学院 

9 以复合能力为目标的金融应用性全英语课程团队化教学研究 梁炜 金融学院 

10 投资实务的公司价值 excel 分析 曹雷 金融学院 

11 “翻转课堂”在《投资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程万鹏 金融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单位 

12 深度学习导向下混合式对分课堂的构建与应用——以金融专业实验课程为例 杨凌霄 金融学院 

13 基于慕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汪若君 金融学院 

14 财经类高校通识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孙俊 金融学院 

15 智能时代应用型经管人才“跨界能力”模型与培养路径研究 赵荔 工商管理学院 

16 基于共享型心智模式视角探究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 黄胜兰 工商管理学院 

17 《大学生生涯规划》体验式 workshop 团体辅导教学法的探索与实践 王维 工商管理学院 

18 高校“在线课程”模式的国际比较与特色研究——基于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背景 郭小婷 工商管理学院 

19 认知建构与主动学习：对分课堂融入营销专业课的实践探索 朱启红 工商管理学院 

20 经济学实验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 翟孝强 国际经贸学院 

21 应用型高校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的研究与实践 黄伟 国际经贸学院 

22 基于新发展观念的《国际投资学（全英语）》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探索和实践 杨勣 国际经贸学院 

23 在线教学背景下学生学习行为特点与课堂教学应对研究  张燕 国际经贸学院 

24 基于项目团队学习法的应用型财经人才培养研究 汪宜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单位 

25 应用型本科背景下《多元统计分析》课程的教学研究 俞雪梨 统计与数学学院 

26 参与式实践型教学模式在课程中的应用探讨——以《社会统计与社会调查方法》为例 刘慧媛 统计与数学学院 

27 应用型财经类院校高等数学课程的案例教学 王烨 统计与数学学院 

28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分析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方茂中 统计与数学学院 

29 在大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建模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路秋英 统计与数学学院 

30 任务驱动教学与 TBL 教学模式在《Python 程序基础》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张旭洁 信息管理学院 

31 
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信息技术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探讨——以超星通识课程平台的 

数据库系统设计实训课程为例 
王颖颖 信息管理学院 

32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经管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松江大学城 6 所 

高校为例 
张高煜 信息管理学院 

33 思政教育进专业课堂的机制探讨——以高级日语为例 刘春发 外国语学院 

34 基于需求分析的大学英语多元化课程设置研究 蔡激扬 外国语学院 

35 金融英语口语教学中情景教学法研究 孙艳 外国语学院 

36 基于学术英语阅读教学的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探索研究 王佳鸣 外国语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单位 

37 精算学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李鹏 保险学院 

38 社会工作专业实习联合督导效果提升的探索与实践 余慧 法学院 

39 校企合作模式下的大学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范式的探索 雷娟 金融科技学院 

40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用文写作》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万秀凤 人文艺术学院 

41 以大学精神为引领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改革与研究 董斌 人文艺术学院 

42 财经类院校艺术教育实践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建构 陶绮骋 人文艺术学院 

43 校史资源利用与思政课程教学改革协同机制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李天星 马克思主义学院 

44 “对分课堂”视域中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张士引 马克思主义学院 

45 研讨型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应用研究 胡荣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 

46 思政实践课程学生参与度研究 朱丽莉 马克思主义学院 

47 健身运动处方干预大学生群体上交叉综合征的教学实验研究 刘洋 体育与健康学院 

48 “互联网+体育课”混合教学模式的探索研究——以篮球课程为例 朱盼 体育与健康学院 

49 地方高校双语教学质量管理创新研究——基于我校双语教学实证分析 虞红 科技金融研究院 

50 信息化技术在语音实验教学领域的探索与应用研究 邓会臣 实验教学中心 



2019 年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教学管理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单位 

1 我校教务管理工作流程优化研究 孙晓茹 会计学院 

2 应用型本科院校企合作模式下教学管理初探 孟昭萍 会计学院 

3 以专业评估为契机，提升二级学院教学数据管理的若干思考 曾诗敏 统计与数学学院 

4 多校区办学环境下的二级学院课程负责人制度的设计与探索 麻二磊 信息管理学院 

5 
“一带一路”背景下培养财经类外语复合型人才关键能力的对策研究——以外国语 

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 
靖辛慧 外国语学院 

6 学分制下延期毕业学生成因探析及教学管理对策研究 王猛 教务处 

7 关于高校考务管理工作的问题及策略研究 厉凤霞 教务处 

8 基于关系模型数据库的教务管理系统数据在各模块之间关联的研究 张波 教务处 

9 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队伍精准化管理探析——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为例 唐堰 人事处 

10  智慧校园可视化教学管理系统的研究 肖丹 现代教育技术与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