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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报道】 

学校首次组织开展二级教学单位本科教学状态评估工作 

12月 4 日-7 日，我校组织了各教学单位开展了 2016年度二级教学单位本科教学状

态评估工作，全校共 10个教学单位参评，含 7个教学学院和 3个公共课教学部（中心）。 

今年的二级教学单位状态评估工作是第一次开展，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学工作和管理

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状态评估工作将成为今后检测各教学单位教学状况的

常态评估工作。 

本次评估工作特别邀请了广东白云学院的黄大乾校长、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的罗

三桂副校长、华南农业大学的教务处处长张永亮教授、陈然副教授到校评估指导，专家

们在两天的时间里通过审阅资料、师生座谈等方式，走访了所有教学单位，并在 12月

7日上午对评估检查情况进行了集中反馈。 

专家组认为我校的教学工作具有特色，国际化特色明显，充分体现以生为本的办学

理念，重视对学生整合思维和能力的培养，实施 OBE教学理念，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教

学资源。学生对学校的教学满意度较高，也是学校以生为本办学理念的印证。学校注重

过程管理，审核评估结束后，积极探索二级教学单位教学状态评估，由运动式、集中式

评估过度到常态化状态评估，为今后各种评估积累素材、打下基础。同时专家们通过资

料抽查、师生座谈等环节，也发现部分专业在专业定位、课程设置、OBE理念的理解和

执行、教师听课、学生学习强度和难度、试卷命题、试卷效果分析等方面尚有提升和改

进的空间，为各教学单位进一步规范教学和管理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见。 

教学管理服务中心将认真梳理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整理各教学单位状态指标情

况，反馈给各教学单位，并将思考如何进一步优化评估流程和指标体系，以便今后更科

学、合理、有效的测评各教学单位的教学状态，促进全校教学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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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动态】 

汕头大学项目入选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11月 19 日，由教育部主办、厦门大学承办的以“创•无止境，展•望未来”为主题

的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在厦门大学正式拉开帷幕。年会吸引了包括来自澳门

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 300余所高校以及韩国蔚山大学的师生代表，教育部、地方教育

主管部门代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组、协作组成员，教育部创新方法

教学指导分委会成员、专家，社会各界人士约 1500人参会。 

  

  

 

汕头大学两个项目成功入选年会。其中陈少克老师指导的《多种类混合零食包装机

械》项目入选展示项目，叶瑞松老师指导的《具有优良性能的图像加密算法和图像水印

算法研究》项目论文成果“一种基于交换策略的图像加密算法”入选学术论文类项目，

入选项目数量在广东省高校中排名并列第三。此外，本次年会开展了首届大学生创新方

法应用大赛决赛，全国共有 10位教师入围决赛，我校陈少克老师入围并参加了教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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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赛，向评委会成员详细介绍了其在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指导过程中所运用的创新思

路和方法。展示类项目负责人李锦涛同学向参会人员介绍了包装机械项目的设计思路和

成果，学术论文类的介绍人廖敏瑜同学向评委会的老师讲解了图像加密算法的论文内

容，展示了我校师生创新创业的成果和风采。 

本届年会的参与高校和参展规模空前，共收到 573所高校推荐的学术论文 813 篇、

创新创业展示项目 845项、创业推介项目 213项，合计 1871 项。经过网络评审、专家

复选，共有 200项大学创新创业项目在大会上进行展示，47 项优秀大学生项目进行推

介，200篇优秀大学生论文进行交流。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是依托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开展的一项重要年

度性活动。自 2008 年启动以来，年会已发展成为全国高校本科教学改革中覆盖面最广、

影响力最大、学生参与最多、水平最高的盛会之一。经教育部批准，下一届全国大学生

创新创业年会将于 2017年在大连海事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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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16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试及笔试顺利举行 

全国大学四、六级口语考试（CET-SET）于 1999年开始实施，采用计算机化考试形

式，分四级（CET-SET4）和六级（CET-SET6）两个级别。自 2016年起，CET-SET 作为

口试考核环节，被纳入至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考核体系，CET笔试成绩

在 425分及以上的考生具备报考相应级别口语考试的资格，CET-SET 成绩在 D 及以上

考生其 CET 成绩单上同时有笔试和口试成绩。 

汕头大学自 2015 年获批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CET-SET）考点后，至今

已组织了 3 场口语考试，汕头大学考点也是粤东地区唯一的 CET-SET考点。 

学校 2016 年下半年的 CET-SET考试于 11月 19-20日举行，19日进行 CET-SET 四

级考试，20日进行 CET-SET六级考试。本次考试四级 17场考试共 771名校内外考生参

加；六级 18 场考试共 667名校内外考生参加。 

2016 年下半年 CET考试于 12月 17日在汕头大学考点举行。本次校本部考点四级

设有 16 个考场，共 462 位考生报名参加；六级设有 57个考场，共 1682 位考生报名

参加。全校共有教师 150多人次参加了本次监考，所有参加考务工作的人员均接受了

考前培训。  

两次考试均得到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省教育厅委派 2 名

巡视员到我校指导工作，主考温小波副校长亲自到场主持考试。教师认真履行监考义务，

考生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没有任何违规和作弊情况发生。在学校各个部门的协助下，考

试进展顺利，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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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 21名学生申请 2016年秋季学期毕业审核 

 

校本部 2016 年秋季学期共有 21名本科生提出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申请，根据《汕

头大学本科学学籍管理规定》（汕大发[2013]67号），相关院（系）对提出申请的学

生进行初步审核，并对符合毕业条件或即将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报送学校教学管理服务

中心复核。 

到目前为止，有 3位学生通过毕业审核，另外 18位学生将在本学期期末考试完毕

后，教学管理服务中心根据这些学生该次参加考试的各科课程考核成绩，对这 18 位学

生进行毕业审核，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将通过毕业审核。 

根据《汕头大学授予普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细则》（汕大学位发[2016]5 号），

教学管理服务中心对这次通过毕业审核的学生启动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并向学校学位委

员会建议：对已完成专业课程计划，达到毕业要求，符合授予学士学位条件的本科学生，

授予其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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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信息】 

2016年度省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及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公布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6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

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233 号）、《广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16 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本科类）立项名单的通知》（粤教

高函[2016]236号），我校“粤东装备制造技术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 6个项目获得质

量工程类项目立项，“核心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主要途径：理论与实践”等 13个项目

获得教学改革项目类立项。 

表 1：汕头大学 2016 年度获立项省级质量工程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1 粤东装备制造技术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王双喜 

2 眼科学综合培训中心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张铭志 

3 粤东金融服务人才培养实践基地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朱健齐 

4 工业设计 特色专业 李昊宇 

5 金融学 特色专业 陈斯燕 

6 药理学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 石刚刚 

  

表 2：汕头大学 2016 年度获立项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1 
校企合作工科毕业生人才培养成效评价标准体系构建的

研究与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包能胜 

2 
医学本科大学生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创新能力培养实

验平台建设 
综合类教改项目 李恩民 

3 汕头大学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综合类教改项目 怀效锋 

4 主动学习班的建立与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陈海滨 

5 核心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主要途径：理论与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马凤岐 

6 俱乐部模式下大学生体育素养的培养研究 综合类教改项目 陈健 

7 
“核心能力”视域下《消化与营养》模块的课程目标设

定与课程结构优化 
一般类教改项目 龙廷 

8 英语通用语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与资源推广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方帆 

9 “模拟诊所式”涉外法律人才能动育人创新机制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古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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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10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翻转课堂五步渐进学习方法的研究

与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崔岩 

11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路径设计与实践——以《微观经济学》

SPOC为例 
一般类教改项目 郑慕强 

12 英语专业语音课程模块建设 一般类教改项目 文兵 

13 
基于 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信息图表设计》课程

中的应用 
一般类教改项目 徐少林 

 

广东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2015年度验收结果（第二批）公布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广东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2015年度验收结果（第二

批）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244 号），我校 2个重点专业“土木工程”、“临床

医学”建设项目通过验收，正式认定为省级项目，有效期 5年，自 2016年 11月 9 日起

计算，期满后，重点专业项目须重新申请评定，评定通过的，有效期延长 5年。另外，

我校 13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通过验收，认定为省级教改项目。具体信息如下：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验收

结论 

建设计算机模拟病例学习和考试系统，提高医学生临床综合能力 许杰州 通过 

医学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体系的建立 张忠芳 通过 

“个人—团队”学习轴的实践研究——对系统细化的能力培养目标的落实

与考核（以土木工程设计导论为例） 
王英姿 通过 

基于学科整合和能力设计的教学设计探究-以 Java课程为例 姜大志 通过 

基于 EIP-CDIO的计算机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践 孙浩军 通过 

基于新教学理念的一体化医学信息化教学平台建设研究 解文明 通过 

“服务性学习”— 医学生知识、技能、人格培养创新之径 吴丽萍 通过 

基于课程的探究式学习，实现 CDIO知识-能力一体化培养的工程教育目标 李庚英 通过 

广东省本科高校教改项目建设成效研究 蔡映辉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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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外学习一体化——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路径选择研究 蔡映辉 通过 

卓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 郑少燕 通过 

CDIO工程教育模式中国化与再创新的实践研究 林鹏 通过 

公益课程：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新探索 宋垚臻 通过 

 

 

 

 

 

 

 

 

 

学校 45个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通过校内验收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 2016 年度

验收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248号）文件要求，学校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省级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精品教材、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教学改革研究等 62个项目进行了

验收。 

经专家组评审，我校 45个项目通过验收，17个项目申请延期。通过验收的项目将

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验收，预计最终的验收结果将在 2017年 3月底公布。申请延期的

项目需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保证项目完成质量，并须参加下一批的项目结题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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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 2016 年度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验收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时间 验收结果 

1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粤东新媒体人才培养基地 范东升 2013/08 通过 

2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汕头质计所实践教学中心 方奕文 2013/08 通过 

3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汕头大学公共艺术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张宇 2013/08 通过 

4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微创技能综合培训中心 陈耿臻 2013/08 通过 

5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应用型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 陆小华 2011/12 通过 

6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构建本土文化(潮汕传统民间艺术)特色课程教育探索与实践研究 陈志民 2012/12 通过 

7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问题”的普通物理教学改革 苏建新 2012/12 通过 

8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大学英语医学英语课程整合研究:构建以专业学习能力为主线的核心模块 杨苗 2012/12 通过 

9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基础护理学课程改革研究 施楚君 2012/12 通过 

10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中德工业设计专业交换生项目 李昊宇 2013/08 通过 

11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卓越会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路径研究与实践 龙月娥 2013/08 通过 

12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整合思维介入理论课程教学设计：新型“现代艺术史”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温平 2013/08 通过 

13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自主-创新”教学模式在《性别与公共政策》课程中的实践运用 徐兰兰 2013/08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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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时间 验收结果 

14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设计思维整合训练教学改革研究 杨华 2013/08 通过 

15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整体优化的改革与实践 李康生 2013/08 通过 

16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教师成长中心的医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与实践 邱秀华 2013/08 通过 

17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知识、能力、素质一体化培养的编辑出版专业课程改革 白净 2014/07 通过 

18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住宿学院模式的育人改革与实践 陈文滨 2014/07 通过 

19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离散数学》课程改革 陈银冬 2014/07 通过 

20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以项目为导向”的本科生导师制研究与实践 韩然 2014/07 通过 

21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思政课整合思维教学改革推广实施与研究 刘元根 2014/07 通过 

22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行政案例分析”课程植入整合思维的研究 汪曲 2014/07 通过 

23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市场调研》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王祎 2014/07 通过 

24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引导性追踪式课堂实践教学在《微机单片机系统及应用》的应用及其推广 魏楚亮 2014/07 通过 

25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高校摄影课程教学模式新构想——培养实战型摄影人才之探索 谢琳 2014/07 通过 

26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通过《法律与发展》课程精深教育试验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赵懿先 2014/07 通过 

27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以问题为导向的整合思维教学模式探索——以《微观经济学》课程为例 郑慕强 2014/07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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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时间 验收结果 

28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颠覆课堂”在医学整合课程中的应用 辛岗 2014/07 通过 

29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学习结果（OBE）的一体化课程改革：《战略管理》 梁强 2015/08 通过 

30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下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融合——基于 OBE 的《经济

法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设计与实施  
钟卫红 2015/08 通过 

31 精品教材 医学基础导读英文读本 张忠芳 2015/07 通过 

32 精品资源共享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赖纯胜 2012/12 通过 

33 精品资源共享课 组织学与胚胎学 陈海滨 2012/12 通过 

34 精品资源共享课 土木工程设计导论 王英姿 2013/08 通过 

3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土木工程材料 李庚英 2013/08 通过 

36 精品资源共享课 皮肤病与性病学 王俐 2013/08 通过 

37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整合思维型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徐宗玲 2011/12 通过 

38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EITC 应用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范东升 2012/12 通过 

39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陈玮莹 2012/12 通过 

40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汕头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黄晓春 2012/12 通过 

41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医学影像教学示范中心 吴仁华 2012/12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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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时间 验收结果 

42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汕头大学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欧阳峰 2013/08 通过 

43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工商管理类 林丹明 2012/12 通过 

44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土木工程 林鹏 2012/12 通过 

45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范东升 2013/08 通过 

46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汕头大学商学院-中国银行汕头分行教学实习基地 宋小保 2013/08 延期 

47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汕头大学金平区政府教育实践基地 闫志刚 2014/07 延期 

48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汕头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武祥永 2014/07 延期 

49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汕头大学东莞两级法院法学教育实践基地 怀效锋 2014/07 延期 

50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开放式项目设计”和“案例教学”的计算机通识课教学模式研究与实

践 
孙梅 2013/08 延期 

51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移动编程的公共计算机课程改革 张杰 2013/08 延期 

52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细胞工程教学面临的问题与教学改革尝试 章跃陵 2013/08 延期 

53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辅助分子模拟手段的《波谱分析》课堂教学 陈广慧 2013/08 延期 

54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提高整合思维能力的多层级探究问题设计方法及探究式教改研究 姜永权 2013/08 延期 

55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学生自主选择的理科类普通物理课程考核方式改革与实践 朱维安 2014/07 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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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时间 验收结果 

56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 OBE 的 CDIO 一二级实践项目教学研究 蔡泽民 2015/08 延期 

57 精品视频公开课 《红楼梦》新读 张传芳 2013/08 延期 

58 精品资源共享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沈忆勇 2014/07 延期 

59 精品资源共享课 微观经济学 徐宗玲 2014/07 延期 

60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生物专业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刘杨 2014/07 延期 

61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章跃陵 2013/08 延期 

62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吴勇 2013/08 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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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数据库系统与设计》教材获教材建设与出版补贴 

根据《汕头大学教材建设与出版补贴管理办法》（汕大发[2009]148 号）的文件规

定，经教材著作者（主编）申请、学院推荐及教学管理服务中心组织专家评议，工学院

李梓老师编写的教材《Access 数据库系统与设计》获批为汕头大学 2016年下半年教材

建设与出版补贴项目。 

汕头大学 2016 年下半年教材建设与出版补贴项目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名称 编著者 资助经费 备注 

1 
《Access 数据库系统

与设计》 
科学出版社 李梓 20000元 

教材出版

补贴 

 

 

校本部 91个 2015年度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教学管理服务中心于 2016年 11-12 月份对 2015 年度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组织开展了第二批结题验收工作。此次共有 12个项目参加结题验收，其中 2

个项目获得优秀，1个项目延期结题（详见《附表：2016年 11 月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果》）。 

截止 2016 年底，91项 2015年度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已经通过结

题。项目在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文 4篇，分别是理学院物理系“钯-硅薄膜中表面偏析

的研究”的创新训练项目发表在《材料科学》（MS）2016年第 6期的《钯-硅(Pd-Si)

薄膜表面偏析研究》（学生第一作者）；理学院生物系“海水酸化与营养盐对颗石藻

（Emiliania huxleyi）的耦合影响”的创新训练项目发表在《水生生物学报》2016 年

第 40期的《颗石球缓解紫外辐射对颗石藻光合作用的胁迫》；法学院法律系“法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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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可行性分析与实践探索” 的创新训练项目发表在《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 6 期的

《法律电商路径选择之探求——以天同律师事务所电子商务模式为例》（学生第一作

者）；法学院法律系“古文物归乡研究——以汕头澄海唐伯元纪念馆为案例”的创新训

练项目发表在《赤子》2016年 9月刊的《唐伯元政治事迹考略》。 

申请并获得专利 3项，分别是创业学院“大柑全息投影广告机”的创业实践项目和

商学院“Wipao智能无屏影院提升计划”的创新训练项目团队申请了《一种具有高效利

用率的智能微型投影设备》的专利；创业学院“节水云-节水设备与 app的结合应用”

的创业实践项目申请了《一种简便的水流量监测系统》的专利；创业学院“校园‘智慧

社区’ 商业模式设计与运营”的创业实践项目申请了《一种快递分发与揽件的方法以

及系统、智能储物柜》的专利； 

完成 APP、软件、网站和公众号建设 9个，分别是商学院“校园二手货 O2O交易移

动平台”项目完成了《汕大二手 App》；商学院“潮汕特产之电子商务增值服务”项目

完成了《潮汕特产网》（http://www.chaoshantese.com/）；创业学院“以汕头大学为

媒介的在线微视频课程配套平台建设”完成了《展璞计划宣传视频》；长江新闻与传播

学院“翻转课堂在新闻传播教育中”完成了项目网站

（http://media.stu.edu.cn/flipclass/）；工学院“基于语音情感识别的歌曲智能推

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完成了《基于音频分析的智能提醒系统》的软件和 PC客户端；

工学院“Smart Day”完成了《Smart-Day》软件 iOS客户端；另外创业学院“校园‘智

慧社区’ 商业模式设计与运营”完成了《校米网》微信平台的建设；工学院“K 歌汕

大”完成了《K歌汕大》微信公众平台和微网站（www.stuktv.cn）；工学院“社团之

家”完成了《Weclub》微信公众平台等。 

参加并获得各类竞赛奖项 22项，创新项目获得 2015年第五届创新工程设计大赛金

奖、2016广东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广东赛区三等奖、2016年汕头大学第十一届

“挑战杯”科技类一等奖等；创业项目获得“中国创翼”（2015）青年创业大赛全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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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2015 年中国创客大赛“最具市场潜力奖”、广东省珠江天使杯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优秀团队、汕头市“创青春”比赛银奖和第二届汕头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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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6 年 11 月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果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果（2016 年 11 月）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 级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指导教师 

验收

结果 

1 201510560014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基于掺杂氧化铟纳米结构电子源的研究 吴炜韬 池凌飞 良好 

2 201510560024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钯-硅薄膜中表面偏析的研究 陈煜 王江涌 优秀 

3 20151056004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生态文明下潮汕地区水环境功能区划的调查研究 马乃兴 邓剑光 通过 

4 201510560060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潮汕地区美食的探索与溯源——以微信美食公众号运营为例

分析新媒体的创新性与实践 

刘洁蓉 陈莱姬 通过 

5 201510560072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自动导引运输车的设计及实现 卓奎 程西云 通过 

6 20151056007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车架号识别系统 刘义南 闫敬文 通过 

7 20151056007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仿生机械车 陈文钊 范衠 良好 

8 20151056007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海水酸化与营养盐对颗石藻（Emiliania huxleyi）的耦合影响 王婷晔 阮祚禧 优秀 

9 201510560095 创业实践项目 省级 钢筋无机防腐材料的研发及推广 王立豪 李庚英,王英姿 良好 

10 201510560101 创业实践项目 省级 边缘设计平台 陈思烁 林佳丽 良好 

11 201510560106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厦深高铁开通后对汕头市旅游业的影响 韦希文 王宗安,郭泽生 通过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未结题项目（2016 年 11 月）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 级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指导教师 

验收

结果 

1 201510560082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内切性乙酰神经氨糖酸苷酶调控大鼠海马神经元双向塑性

化方向的活体研究 

蔡进 陈致铠 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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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社会实践助力创新创业教育 

社会实践助力创新创业教育（一） 

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千人百村”社会调研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每年暑假组织 1000余名师生，深入 100余个行政村开

展问卷调查和田野观察，了解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管理等方面情况，以此

培育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一、聚焦农村发展现实。先后围绕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生活基础设施、土地

使用流转、公共文化服务、就业服务、妇女权益、养老等主题组织开展专门调研，

让青年师生真正体会到农村社会的“温度”，了解国情。 

  二、调研准备扎实细致。每年 6 月上旬启动“千人百村”社会调研活动培训

辅导工作，涵盖调研方法与技术、安全教育、医疗急救以及项目管理等。学校还

组织往年参与调研活动的同学与新参与的学生团队进行对接，围绕出行、气候、

文化、语言、饮食等方面进行交流，做好调研准备。 

  三、调研方法科学得当。在调研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

究中心、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全程参与，指导学生运用科学方法和工具，力求真

实反映当前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 

  四、引导学生理性认识。举办“千人百村”社会调研分享会、报告会、研讨

会，为赴各地调研的同学搭建分享经验、交流心得、争辩观点、碰撞思想的平台，

引导学生对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更客观、更理性。 

  五、搭建持续调研平台。先后建设“千人百村”工作坊、“千人百村”数据

共享平台、“千人百村”学术社区、“千人百村”实践创新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平

台，为“千人百村”活动的扎实开展和成果转化奠定坚实基础。 

“千人百村”社会调研活动自 2012 年启动以来，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产生

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孵化全国“挑战杯”、首都“挑战杯”和学校“创新杯”获

奖学术作品 50 余项，产生首都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 30 余项，发布了一系列

专题调研报告，出版了《中国农村民生状况调查》《千人百村调研手记》等著作，

成为大学生自主学术研究成果的高产区。 

（信息来源：教育部综改司  2016年 12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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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助力创新创业教育（二） 

中南大学创新创业从点滴做起 

中南大学连续 10年组织学生开展“创新创业从点滴做起”主题实践教育活

动，借助寒假时间引导学生走进社会，感受时代变迁，提升实践能力，培养创新

精神和创业意识。 

  一、倡导研究性阅读。学校提供书目指南，倡导学生在寒假期间阅读创新创

业相关书籍，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寻找新方法。《细节

决定成败》《创意商机》《方法总比问题多》《自动自发》《创业的艺术》等成

为学生选择阅读的热门书籍。累计收到读后感 2.8万篇。 

  二、推进学用结合。鼓励学生利用寒假走进社会，了解国情、民情。近年来，

涌现出关于农民返乡创业、城市社会救助管理方式、政府负债、农村五保户养老

问题等一批向政府建言献策的优秀调研报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三、促进项目申请。将寒假实践活动与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实施紧密结

合。要求拟申报国家级、省级或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学生团队，充分利用

寒假时间开展调研和实践，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学校每年投入 600多万，

支持学生各类创新创业项目 1200个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寒假实践中进行了

初步酝酿。 

  四、完善考核机制。将寒假实践活动纳入学分认定，返校后学生可凭借相关

实践记录和证明材料，到学校创新与创业教育办公室认定“创业实践学分”，优

秀的学生还有机会参加学校创新创业年会展示与交流。将寒假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纳入二级学院教学年度评估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评优指标，对活动组织效果好的

单位给予奖励。 

  五、营造良好氛围。学校组织实践调研报告和读后感征文比赛，组织专家对

寒假征文作品进行评审，择优展示成果并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在每年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年会上设立专门论坛，遴选寒假实践活动中的优秀实践调研团队和项目

进行交流和展示。已汇编 10本优秀作品集，收录调研报告 304篇、读后感 354篇，

共计 340万字。 

（信息来源：教育部综改司  2016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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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助力创新创业教育（三） 

武汉理工大学完善暑期社会实践育人机制 

武汉理工大学积极发挥暑期社会实践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建立了“项目化、基地化、课程化、协同化、规范化”的实践育人模式，取得良

好成效。 

  一、依托项目实施。采取校、院分层立项方式，近三年共设立暑期社会实践

项目 521项，其中校级项目 140项、院级项目 381项，共资助经费 124万余元。

依托这些项目，培育了一批大学生创新创业种子，孵化了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二、搭建基地平台。积极搭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平台，先后建

立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等 28个跨学院、跨学

科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建成 6000 平方米的创业园，目前在驻大学生创业企业

80家、创业人数 1000余人。 

  三、构建课程体系。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包括社会调查与实践、团

队建设与团队精神、创新创业管理学、大学生创业模拟实训等 20余门课程。通过

加强创新创业理论教育，提高暑期实践育人水平。 

  四、促进协同运行。成立暑期社会实践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组。学校党委每

年部署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明确活动主题、总体思路、重点团队和活动要

求，各部门协同配合，确保有序推进。 

  五、健全规章制度。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实践育人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健

全项目策划、培训辅导、过程管理、成果分享、评价奖励等规章制度，加强大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组织、考核和评价。 

（信息来源：教育部综改司  2016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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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教学通讯》作为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交流平台，主要内容包括：反映学校本

科教学的最新动态和教学成果，交流教学经验，总结教学信息，反馈教学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介绍国内外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希望得到全校教职员工的支

持，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教学通讯》设置的栏目主要有：教学会议、教学研究、教学信息、教学计划、

教学交流、教育动态等 

 

投稿信箱：o_jwc@stu.edu.cn  联系电话：82902406、865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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