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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报道】 

广东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组莅校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2015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组莅临汕头大学开展本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本次进校考察的评估专家由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教授为

组长，成员包括辽宁大学副校长马凤才教授、湖南大学教务处处长王文格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田士永教授、五邑大学党委书记张焜 

教授、原天津医科大学副校长张文清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吴卫光教授、华

南理工大学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李正教授、广州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李建华教

授、香港大学原副校长程介明教授。 

7 日上午，专家组见面会在学术交流中心 3 号会议室举行。专家组组长黄达

人教授代表专家组就本次审核评估工作进行了说明。他表示，本次审核评估工作

的目的是以“建设为主”，“以学校自己的尺子去量学校”，通过审核评估为学

校的本科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汕头大学校长、校党委书记宋垚臻介绍了学

校的本科教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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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天的时间里，专家组通过深度访谈、听课看课、走访考察、试卷和毕业

论文审阅、问题诊断和沟通交流等形式，对学校的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评

估。 

10 日上午，专家评估意见反馈会在学术交流中心 3 号会议室举行。会议由

评估专家组组长黄达人教授主持，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魏中林、广东省教育厅高

教处处长郑文、评估专家组全体成员、汕头大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各学院（书

院）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专家们表示，汕头大学的目标和定位与社会需求 

相适应，学校的人才培养条件得到了有效保障，教学管理机制运行良好，“以学

生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学校的各个层面并已深入人心。学校开展的教育教学改

革具有国际视野并进行了顶层设计，CDIO 工程教育改革已有良好的广度和深

度，学分制的实施较为全面，对学生的素质培养贯穿于实践环节中，学校的国际 

交流程度较高。同时，专家们对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过程的规范管理、新

的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建议。 

魏中林副厅长作了讲话，他指出，汕头大学作为广东省第一所接受本科教学

工作审核评估的高校，具有示范意义，达到了评估目的。 

文 叶楠楠 图 曾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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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动态】 

汕头大学 2015暑期香港交流团活动成功举行 

为贯彻落实汕头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实现“五个一”的目标，在李嘉诚

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 教务处于 2015 年暑期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了本科生赴港

学习交流团活动。本次活动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多境外的交流机会，让学生有机会

了解学习香港文化，体验香港大学学生的学习生活，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应变自立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来自法学院、新闻学院、文学院、艺术学院、工学院、商学院、理学院的

10 个团共 432 名学生和 20 名老师参加了此次交流团活动。每个团的交流时间

持续 4 天，根据各交流团不同的专业特点，安排了不同的交流内容。 

活动期间，师生们参加了香港大学的活动体验，包括听取学术讲座，在香港

学生的带领下，参观香港大学校园和美术博物馆，感受港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乘坐 Big Bus(香港大学-湾仔金紫荆-尖沙咀星光大道)，感受香港城市的现代化和

国际化；工学院二团师生还参加了香港大学举办的 High Table Dinner，与港大

师生共同交流，培养学生的社交礼仪，拓宽学生视野。另外，大家还参观了能体

现香港文化特色的景点，包括香港海事博物馆、展城馆、绿在沙田、元创方

（PMQ）、终审法院、电影资料馆、香港茶具文物馆、铁路博物馆、文化博物

馆等；部分团还到香港中文大学、律师会、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进

行交流。四天活动内容行程饱满，融教育、休闲、交流于其中，内涵丰富。 

活动结束后，我们采用问卷的形式对参加此次交流团师生的意见进行了调

查，并将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师生对交流团时间安排整体的满

意度为 74.3%；对内容安排整体的满意度为 76.3%；对于此次活动符合期望的

程度，学生的均值为 79.7%，老师的均值为 83.8%；96.1%的参加者都愿意把交

流团推荐给其他同学。总体来讲，大家对此次交流团活动反映良好，表示此次交

流活动有助于他们了解香港文化、体验港校生活、增长国际视野，提高了他们的
返回目录 



 

 

4 

 

 

团队合作能力，是一次特别的学习经历。我们还收集了师生撰写的随想感悟及他

们所拍摄的活动照片并制作成精美的分享图册，图册内容图文并茂，是活动内容

和成果的展示和体现。 

香港交流团活动的成功举办，加强了汕港两地大学生的交流，为学生们将来

参加其他境外交流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借此次活动成功举办的东风，2016

寒假香港交流团活动也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我们将避免暑期活动的不足之处

并采纳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将寒假交流团活动办得更好，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体

验香港的文化和生活。 

教务处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计划 2015年交流会 

2015 年 10 月 21 日下午，教务处组织举办了“汕头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计划 2015 年交流会”。参加交流会的有新立项的承担 2015 年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项目的学生、各学院和创业中心负责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管理工

作的教师以及已完成项目的学生代表和指导教师代表。 

教务处常务副处长蔡映辉教授介绍了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计划的

发展历程，说明学校转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管理方式的意义，鼓励广大学

生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做大、做强。 

交流会上，教务处邀请了理学院王江涌教授和商学院谢舜龙副教授为学生们

介绍了完成项目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结合多年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指导经

验，王老师指出，项目研究过程的最核心部分是项目的背景调研；通过查阅大量

文献，清楚项目的研究意义和创新点是完成项目的关键。谢老师指出，项目的关

键在于“训练”，不仅要重视项目的成果，更要重视项目的完成过程；在实施项

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是项目完成“训练”的目标之一，也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交流会还邀请了 6 位项目完成效果优秀的大学生代表分享了他们在项目完

成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并展示了他们的优秀成果。教务处黄博津老师对项目的管

理条例做了具体介绍，引导学生规范地实施项目的研究。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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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计划交流会，使学生们对项目实施与研

究的认识更加充分，目标更为明确，有助于他们规范、高效地完成项目的研究工

作。 

 

教务处首次组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优秀评选工作 

为表彰项目成员及指导教师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积极贡献，

进一步激励学生把项目做大做强，教务处首次组织了 2015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项目”的评选工作。 

经教务处组织校内专家评选，决定授予近五年来指导项目数量较多、项目验

收质量较高、实施效果优秀的五名指导教师“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决定授予

2015年度结题项目中的五个项目“优秀项目”称号。具体名单为： 

“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商学院             梁  强 副教授 

土木工程系         李庚英 教授 

物理学系           王江涌 教授 

机械电子工程系     陈少克 教授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白  净 教授 

 

 

“优秀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成员 指导教师 

201410560001  
C2C 模式下网络经营者不正当竞争

行为研究—以淘宝网商家为例 
贾利佳 

张文朗,叶珊珊,何  

瑶,王亚如 

钟卫红、邓

剑光 

201410560007  
一次性杯自动计数包装机横封装

置 
梁聪 王志颖,王奕翔 陈少克 

201410560014  扁桃斑鸠菊抗癌活性成分的筛选 魏玉婉 魏万千,黄文浩 陈美珍 

201410560018  陶瓷艺术品设计与制作研究 蔡潘 谭洪欢,黄君仪,黄彩萍 吴松 

201410560074  
潮洲金石镇花木市场调研与策划 黄梓峰 

钟华登,钟淑婷,廖兴

浩,刘嘉欢 
曾宪扬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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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启用网上教室预约系统 

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壮大，举办的活动日渐丰富和频繁，教室借用不断增多。

面对活动信息的录入、保存和教室管理等大量劳动，教室借用管理工作难度日渐

加大。针对这一情况，教务处与网络中心联合开发了汕头大学教室预约系统，并

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正式启用。 

系统启用后，全校师生均可凭借本人的校园网账号，登录教室预约系统借用

教室，再由团委审核人和教务处审核人在系统上审核教室用途。截至 2016 年 1

月 6 日，系统已成功处理 320 份教室预约订单，包括教师习题课、小班讨论课

和考试，相关部门批准的招聘会、宣讲会，各类学术讲座，各类旨在丰富学生生

活、繁荣校园文化的学生社团活动，以及学校、学院进行的党、团组织培训等各

类教室借用。 

自启用网上教室借用功能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已有越来越多的教师

和学生接受了这一功能，快捷的信息化管理方式使教室借用工作逐渐规范化、系

统化和程序化。以网上预约的方式实现教室借用，大大节省了老师和同学的时间。

教室借用人只需登录系统，便可查询教室资源，办理教室的借用手续，借到需要

的教室，避免了以往学生需要到团委或教务处办公室申请还有可能得不到批准的

情况。而相关部门审核人只需上网，就能对教室的用途等进行审核，统筹兼顾地

实现教室的合理化管理。 

教室预约系统克服了以往手工操作的繁琐流程，尽可能地避免因信息录入有

误而造成教室借用冲突的情况，实现了教室借用的效率化以及劳动力的解放，使

教务管理活动的进行更加高效规范。今后，学校将根据系统使用情况，对个别功

能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更好地服务于全校师生。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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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信息】 

深度合作促汕大“走向海洋”成香港理工大学学分课程 

2015 年 12 月 23日至 31日，由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和汕头大学的师生

组成的《走向海洋》冬季粤港交流班的课程圆满结束。为期 9天，虽然短暂，但

过程亮点纷呈。 

新发现：原创测绘 APP 助力红树林保护 

12 月 27日和 28日，课程组用了两天的时间分别对苏埃湾和牛田洋的红树

林进行了考察和生态地图的测绘。和以往课程不同的是，这次课程组使用了由香

港理工大学原创的 App软件进行测绘，以测量苏埃湾和牛田洋红树林分布的边界

和估量红树林面积，并通过航拍辅助边界测绘以及皮划艇近距离观察。 

通过这次考察，课程组发现苏埃湾红树林的面积比想象中要大得多，并且保

存天然红树林的某些特征，如根系发达，胎萌等，但同时也发现大面积的红树植

物与海水完全隔绝，植株密度过高，退化严重。红树林对于净化海水，保护海岸

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这两地红树林的保护和生态恢复工

作刻不容缓。通过此次野外考察，课程组的同学也增长了许多红树林方面的知识，

认识了许多红树林的种类，了解到红树林的生长习性以及红树林的重要性，也学

习到了如何去做生态地图测量。 

 新探索：海洋保护如何从娃娃抓起 

“我其实很怕小朋友的。”“我不知道如何和小朋友相处。”“他们会不会

配合我们呢？”……接到去幼儿园宣教的课程安排时，不少同学都十分忐忑。这

是课程组第二次到幼儿园宣教，珠玉在前，也给本次课程组带来了不少压力。 

12 月 29日下午，课程组来到澄海牛津望德幼儿园宣教。课程组通过有趣的

PPT和角色扮演短剧给小朋友讲解企鹅、鲨鱼、海星和海龟 4种海洋动物，并引

导小朋友在空白的海洋动物剪纸上涂上喜欢的颜色，并贴到海洋背景板上，共同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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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幅叫做“缤纷的海洋世界”的画。最后，课程组还给小朋友颁发了证书，

证书的后面则是濒危物种“中国鲎”简介，希望小朋友在和爸爸妈妈分享在幼儿

园的活动时，传递一些海洋动物保护的知识。通过营造宽松愉快的教育环境，课

程组对幼儿进行海洋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幼儿欣赏神奇的海洋生物，激发幼儿积

极主动地探索自然界与周围事物的兴趣和求知欲，初步养成善于运用感官和动手

的习惯，初步认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激发热爱海洋、热爱大自然、热爱人类

生存空间的情感。 

课程组的活动得到了幼儿园的大力支持，不仅幼儿园的老师们提前为课程组

的主题曲《爱满美丽海洋》编舞，教给参与活动的小朋友，郑燕和园长还来到汕

大，协助课程组的活动策划，将幼儿的特点和需要注意的方面告诉课程组的同学

们。课程组的努力获得了幼儿园的认可，在 31日晚上课程的分享会上，郑燕和

园长惊喜到来，向同学们表示感谢。 

新形式：从课堂授课到定向越野 

12 月 30日，课程组出发去南澳云澳中学进行宣教。在去到云澳中学之前，

课程组还参观了广东绍河珍珠科技园世界贝类馆和南澎列岛国家自然保护区海

洋生物标本馆，观察到了许多珍稀贝类和海洋生物的标本，同时也了解到了许多

珍珠养殖的知识和保护区的情况。 

31 日，在云澳中学的宣教正式启动。云澳中学全校 300多名学生全员参加

宣教活动；课程组给中学生们介绍了中国海洋国土概况、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濒

临灭绝的海洋生物、海洋生态保护状况、海洋生态保护对策等内容。在课堂上，

有的课程小组教初中生唱“走向海洋”主题曲《爱满美丽海洋》，有的播放法国

导演雅克•贝汉执导的纪录片《海洋》，有的让初中生开展小组讨论，并与他们

深入互动，交流对海洋保护的看法。授课结束后，课程组还为中学生们设计了定

向越野的活动，将授课内容融入关卡之中，既丰富的他们的课外生活，又让他们

在游戏中巩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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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课程组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云澳中学的主题为“走向海洋，心系

蔚蓝，展示风采，喜迎新年”的元旦文艺汇演活动。同学们精心准备了抢答游戏、

舞蹈、双人合唱、小组唱、大合唱等，与中学生们一起欢乐迎新年。同时，在课

程组的带领下，云澳中学师生进行了护海宣誓仪式。 

 

新开始：参与合作共获学分 

12 月 31日晚，从云澳中学回到汕大的课程组师生，在 E座教学楼 406进行

课程分享。“服务学习，我想《走向海洋》的公益课程是有做到的，我们不仅仅

为保护海洋服务，不仅仅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和中学生提供宣教服务，我们更是在

服务中学习，我们学习了海洋知识，也学习了如何将自己的所知教给别人，更学

习了如何团队合作，如何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同学们说得最多的，是幼儿园

宣教带来的全新体验、是中学生们定向越野时出色的表现带来的惊讶、是时间匆

匆准备不够充分的反思、是对课程组师生们的浓浓不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陈

晓君同学说道：“这次的活动加深了我对海洋的认识，在不同的活动中学了很多

东西，例如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沟通技巧，但最重要的是认真与投入，因为只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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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才会令别人感到自己的心意，这些经验十分难得。另外，我还在活动中获得了

可贵的友谊，在筹备过程中虽然辛苦，但一大班人一起却是很快乐！” 

“走向海洋”粤港交流班的开设，已是第三次。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结

合汕大公益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的趋势，两地高校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合作机制也

更加完善。本次交流班不仅引入香港理工大学原创测绘 APP，更被纳入香港理工

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系合作开设的课程中，计 1个学分，与汕大的公益课学

分对等。 

                           文：单美丽 何子阳 温小雷 叶楠楠 孙泽伟 

                               图：蓝海婷 梁靖敏 冯晓桐 何凤怡 孙泽伟  

 

 

我校 40个项目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

通知》（教高司函[2015]13号），我校 “全球化视野下地方传统戏剧的当代传

承与发展——以潮剧为例”等 40个项目（含医学院）确定为 2015年度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如下： 

编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姓名 学号 

1 201510560001 
全球化视野下地方传统戏剧的当代传

承与发展——以潮剧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唐素榕 2013052020 

2 201510560002 
古文物归乡研究——以汕头澄海唐伯

元纪念馆为案例 
创新训练项目 胡舒欣 2014051023 

3 201510560003 创意花卉实验坊 创新训练项目 王中涛 2013701094 

4 201510560004 AIESEC国际公益夏令营 创新训练项目 何广鸿 2013162015 

5 
201510560005 

潮汕青年自媒体“汕头奴仔担吕知”品

牌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张丽萍 2012401138 

6 201510560006 翻转课堂在新闻传播教育中 创新训练项目 陈璞 20134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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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10560007 K歌汕大 创新训练项目 蔡艺逸 2013101001 

8 201510560008 汕大一站通 创新训练项目 陈博 2012101006 

9 201510560009 多种类混合零食包装机械 创新训练项目 李锦涛 2013124032 

10 201510560010 
建筑废渣矿料的再生离子修复技术及

其在沥青混合料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叶柱坚 2013111061 

11 201510560011 
基于STM32的手势控制微型四轴飞行器

开发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赖文海 2013142018 

12 201510560012 
利用 DNase I快速去核及线粒体转移技

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叶君 2013094036 

13 201510560013 
高密度海水养殖区益生菌的培养与优

化 
创新训练项目 王卓 2012094023 

14 201510560014 
基于掺杂氧化铟纳米结构电子源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吴炜韬 2013072037 

15 201510560015 高次谐波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美丽 2012072031 

16 201510560016 
具有优良性能的图像加密算法和图像

水印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叶鸣 2012061046 

17 201510560017 配位化合物笼捕捉小分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冯菡 2013081009 

18 201510560024 钯-硅薄膜中表面偏析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煜 2013072008 

19 201510560025 
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症（LOH）发病率及

其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黎振杰 2012710084 

20 201510560026 
潮汕地区不同等级医院不合理处方的

调查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林韵 2012710002 

21 201510560027 
Ezrin和 Fascin的自身抗体在食管癌

中的诊断价值 
创新训练项目 陈文霞 2013510001 

22 201510560028 家族性甲状腺髓样癌易感突变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谢瑶 2012720001 

23 201510560029 
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与磁共振

功能成像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温宁 201071134 

24 201510560030 
毛囊周期WNT信号通路和毛囊干细胞标

记物表达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泽鑫 2013710022 

25 201510560031 强直性脊柱炎心理症状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林艾迪 2013750012 

26 

201510560032 

异欧前胡素对于体外培养人表皮黑素

细胞转运蛋白和肌动蛋白 mRNA表达的

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詹标 2013710065 

27 201510560033 
基于医患互动视角的医务人员职业素

养展现及其相关因素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谢泽铧 20137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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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510560034 
汕头大学本科生课堂学习状况的调查

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林晓庆 2013720025 

29 201510560035 
“反腐风暴”前后大学生社会生活信任

度的对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倩 2013720001 

30 201510560036 
以医学生为主体对医学英语教学体系

的调查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李泽康 2014710086 

31 201510560037 
医学生对PBL等自主学习模式的认知现

状及接受度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庄索青 2013750002 

32 201510560038 
医学生学习动机与教育效果相关性的

定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连丽吟 2013510096 

33 201510560039 医学生自恋移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马晓楠 2014510024 

34 201510560040 
“服务-学习”模式对医学生利他行为

的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方为民 2012720028 

35 201510560018 智能存取柜应用以及推广 创业实践项目 梁锐堂 2013161037 

36 201510560019 “追蜂人”创业计划 创业实践项目 林国胜 2012163047 

37 201510560020 1981BAR平台式咖啡餐吧 创业实践项目 郑泽锜 2012301138 

38 201510560021 校园”智慧社区“商业模式设计与运营 创业实践项目 连宇安 2014301107 

39 201510560022 节水云-节水设备与 app的整合应用 创业实践项目 马冰瑜 2012301081 

40 201510560023 STM32芯片学习板开发与销售 创业实践项目 李悦城 2012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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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教务处于 2015年 12月对 2014 年度立项的部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组织开展了结题验收工作。本次结题项目共有 46个，另有 14个项目延期结题。

经专家组审阅项目结题材料、听取项目结题答辩，根据项目目标完成情况、创新

点、项目成果、经费使用情况、答辩情况等综合评议，本次共有 45个项目通过

结题验收，1个项目不通过验收，其中 12个项目获评优秀（详见“附表：2015

年 12月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果”）。 

结题项目的发表论文情况：创新训练项目“C2C模式下网络经营者不正当竞

争行为研究—以淘宝网商家为例”的论文《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电子商务

中的适用》发表《探求》（2015年第 6期）；创新训练项目“从台湾布袋戏的

创新探究潮汕铁枝木偶戏的发展出路”的论文《从台湾布袋戏发展见文创之要》

发表在《中国文艺家》（2015第 2 期）；创新训练项目“高性能碳纳米纤维水

泥基材料的配制及性能测试”的论文《Effect of styrene-butadiene rubber on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carbon black/cement mortar》发表在《RSC 

Advances》（指导老师排名第一，负责人排名第五）；创新训练项目“液晶化妆

品制备方法探究”的论文《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component 

Lyotropic Liquid》发表在《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项目负责

人排名第二），还申请了一项专利《一种溶致液晶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结题项目的获奖情况：创业实践项目“火狮易购平台发展计划”获得 2014

年商学院慈善营销大赛“慈善新贵”称号，同时获得 2014 年汕头大学创业计划

书比赛暨“赢在广州”第三届青年学生创业大赛初赛二等奖；创新训练项目“陶

瓷艺术品设计与制作研究”的作品《被包裹的信仰》入选中国当代佛教艺术展和

粤东当代陶艺邀请展；创新训练项目“‘为宅艺术’进家庭计划”的作品《蚂蚁》、

《淋》和《圆》入选汕头大学第三届“公共艺术节”校园个人优秀作品展；还有

2个项目获得十一届汕头大学“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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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5 年 12 月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果 

序

号 
类型 级别 学院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成员 指导老师 

结题

结果 

1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法学院 201410560001 C2C模式下网络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为

研究—以淘宝网商家为例 

贾利佳 张文朗/2012031085,叶珊珊/2012031080,何瑶

/2012031020,王亚如 2012031069 

钟卫红,邓剑光 
优秀 

2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工学院 201410560004 齿口形状对腹板嵌入式压型钢板组合

梁的性能影响试验研究 

林嘉鑫 吴伟文/2012111058,冯炯耀/2012111010,任婧珺

/2012111052,谢颖/2012111066 

周奇,刘金伟 
良好 

3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工学院 201410560005 混凝土性能对腹板嵌入式压型钢板组

合梁抗剪性能影响试验研究 

刘嘉祺 黄孔任/2012111021,何国钰/2012111013,莫承智

/2012111044,黄宇轩/2012111026 

周奇，刘金伟 
良好 

4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工学院 201410560007 一次性杯自动计数包装机横封装置 梁聪 王志颖/2012124080,王奕翔/2012124079 陈少克 优秀 

5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工学院 201410560008 基于微信入口的校园服务平台 李健宇 覃家辉/2012101037,叶群玉/2012101048 于津,吉杰 良好 

6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理学院 201410560009 激光驱动的高次谐波特性研究 阮凌君 刘美丽/2012072031,定聪/2012163016,唐浩

/2012072039 

杨玮枫 
良好 

7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理学院 201410560014 扁桃斑鸠菊抗癌活性成分的筛选 魏玉婉 魏万千/2012094024,黄文浩/2012094013 陈美珍 
优秀 

8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理学院 201410560015 中药知母降血糖活性成分的研究 刘灵峰 陈恒生/2012094003 余杰 良好 

9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艺术学院 201410560017 潮瓷贴花实践与研究 陆晓雯 蔡思哲/2012701002,陈玳加/2012701011,何蔚菁

/2012701040,曾玲毅/2012701005 

吴勇 
优秀 

10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艺术学院 201410560018 陶瓷艺术品设计与制作研究 蔡潘 谭洪欢/2012701120,黄君仪/2012701051,黄彩萍

/2012701044 

吴松 
优秀 

11 创业实践项目 国家级 商学院 201410560020 体验式穷游——Colfans 袁一丹 温诗敏/2012026059,许狄欢/2011101055 郑慕强 通过 

12 创业实践项目 国家级 商学院 201410560021 火狮易购平台发展计划 刘健昌 吕靖/2013072029,黄瑞琪/2013162021,张艳敏

/2013094041 

谢舜龙 
优秀 

13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法学院 201410560041 农村妇女参与环保管理机制研究——

以潮汕地区为例 

李金莲 郑莉莉/2012031086,蔡华东/2012031001,靳先楚

/2012031026,李婉娜/2013301057 

钟卫红 
良好 

14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法学院 201410560042 快递业运作系统研究——保护消费者、

快递员合法权益 

方之漫 甘万丹/2012031017,曾裕东/2012124003，冯可君

/2012031016，黎冠麟/2012031030 

田志荣 不合

格 

1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法学院 201410560043 粤东地区的慈善事业与本土化的社会

工作服务：以潮汕慈善组织为例 

梁丽萍 洪欣欣/2013051009,郭政枭/2013051008 闫志刚,赖钰麟 
良好 

1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工学院 201410560045 高性能碳纳米纤维水泥基材料的配制

及性能测试 

胡然雄 董洋/2012111006,肖俊杰/2012111063，林绵坤

/2012111037 

李庚英 
优秀 

17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工学院 201410560047 环保节能一体化组合保温墙体系的施

工技术研究 

邓权学 关超文/2013111020,冯海祥/2013111018,黄志成

/2013111028,陈镭云/2013111008 

曾丽娟，解新路 
良好 

返回目录 



 

 

15 

 

 

18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工学院 201410560049 具有避障功能自动行迹小车（AGV）制

作 

欧惠忠 王智豪/2012124081,肖小玲/2012124089,侯志聪

/2012124107 

程西云 
良好 

1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工学院 201410560050 五轴联动焊接机器人 陈栋超 华桂海/2012124030,吴柏春/2012124084 陈少克，吴保昭 
优秀 

20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工学院 201410560051 热成型机加热系统设计 高国伟 潘麒元/2012124074,俞瑞华/2012124097,曾荣辉

/2012124002 

陈少克 
优秀 

21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工学院 201410560053 自动休闲梳头机 蔡秋萍 纪灿杰/2012124033,周广/2012124103,洪伟佳

/2012124027,胡宝/2012124028 

包能胜 
良好 

22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工学院 201410560054 基于机械传动的可负重遥控式机械狗 陈展恒 李海涛/2012124042,陆国鹏/2012124065,潘炜健

/2012124075 

牛小东 
通过 

23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工学院 201410560055 智能管家 许乃丹  黄均鸿/2012141020,蔡锐深/2012141002，朱建

基/2012141065 

林艺文,范衠  
良好 

24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理学院 201410560058 可降解二氧化碳共聚物改性 张少敏 招小婷/013081052,王华成/2013081036 陈汉佳 良好 

2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理学院 201410560060 液晶化妆品制备方法探究 关欣然 谢晓娜/2013081040 方奕文 优秀 

2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理学院 201410560062 基于嵌入式的工业仓库监控 周业标 颜豪/2012072044,熊正/2013072041 苏建新 良好 

27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理学院 201410560065 生物膜技术在虾养殖方面应用 黄晓颖 钟欣汝/2013094042,许振平/2013094033,艾家嘉

/2013094001,邓誉/2013094006 

杜虹 
良好 

28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68 农村籍大学生回流和创业期望和现状

分析——以汕头大学为例 

董洁妙 龚祖/2012301015 曾凡奇 
通过 

2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70 探讨电商环境下揭阳玉器行业的新商

业模式 

刘礼校 肖俏/2012301110,林泽帆/2012301126,张振

/2012301066 

宋丽红 
通过 

30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71 健康办公桌的设计与推广 叶晓敏 王佩清/2012301098,杨世浩/2012301118,黄晓旭

/2012301030,王阿林/2012124078 

宋丽红,梁强 
良好 

31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72 潮汕地区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网络与创

新绩效的研究 

马秀玲 王灵灵/2012163076，朱潜文/2012163114，皱凯

欣/2012301136，岑晓明/2012163003 

郑慕强 
通过 

32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74 潮洲金石镇花木市场调研与策划 黄梓峰 钟华登/2012163109,钟淑婷/2012401154，廖兴浩

/2013111036，刘嘉欢/2013161042 

曾宪扬 
优秀 

33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新闻学院 201410560075 广东历史文化—名村前美村的网站建

设 

邱伊扬 顾诗阳/2012401024,许美烁/2012401123,吴洁

/2012401107,司马燕/2012401094 

白净 
良好 

34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新闻学院 201410560076 潮汕古村落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可行性分析 

张家欣 谢婉清/2013011052,黄泽敏/2013401051,姚佳莹

/2013401138,巫颖/2013401121 

白净、赖明明 
良好 

3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新闻学院 201410560077 纪录片《逐梦潮生》 卓杰 林悦曦/2013401082,陈思涵/2012401010，方心恬

/2012401022，杨涵/2013401134, 

杜式敏 
良好 

返回目录 



 

 

16 

 

 

3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新闻学院 201410560079 从台湾布袋戏的创新探究潮汕铁枝木

偶戏的发展出路 

李炜堃 钟嘉欣/2012401153,陈耿鑫/2013401005，佘玩玲

/2013401104，邝颖嘉/2013401056, 

杜式敏 

优秀 

37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艺术学院 201410560080 “为宅艺术”进家庭计划 杨静静 卓琛程/2012701174,周燕玲/2012701170,范慧君

/2012701029,黄晋琪/2012701049 

吴松 
良好 

38 创业实践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82 V-Table（社交平台） 劳委欢 董汉远/2012101016,金万灵/2012101020,秦世杰

/2012101034 

廖海泳 
通过 

39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83 文化融入素食店体验之旅 胡沥丹 罗文超/2013301088,周忠/2013161069,付明珠

/2013401039 

梁强 
良好 

40 创业实践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84 汕大知新家教 郭佳桦 潘振萍/2013161049 林泉 通过 

41 创业实践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85 原巢蜜创业计划 刘浩浩 陈韫凝/2013301018,赖松建/2013161028,黎冬怡

/2013401059,陈舜琪/2013301012 

郑慕强 
良好 

42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86 校园微信人人快递 曾舒敏 邓翼龙/2012301011,莫雁/2012163066 曾凡奇 通过 

43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87 广东省高校二手交易市场调研与分析 王烁 翁喜波/2012301105,蔡京芹/2012301002,黄嘉慧

/2012163031,龙永娴/2012301073 

梁强,宋丽红 
良好 

44 创业实践项目 省级 商学院 201410560089 潮汕文化旅游工艺品开发和推广 梁展鹏 潘松/2012163068,黄翔/2013162022,王超荣

/2013011041,江海敏/2012301033 

梁强 
良好 

45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工学院 2014002 商品砍价 App 的开发 邓富豪 方向尧/2013101014,李双双/2013101024,熊兴民

/2013101046,程荣标/2013101012 

张杰 
通过 

46 创新训练 国家级 商学院 201210560008 大宗商品铜期货投资分析研究 王灵灵 马秀玲/2012163063，岑晓明/2012163003 杜沔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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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组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工作 

教务处于 2015年 11月、12月组织各单位对 2015年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进行中期检查。参加中期检查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共涉及 7个单位的 92个项目，其中创

新训练项目 71个，创业实践与创业训练项目 21个。中期检查主要审核项目的研究进展情

况、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下阶段工作计划和经费使用情况

等内容。本次检查共 84个项目通过中期检查，8个项目限期整改（详见《2015年度立项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结果汇总表》）。 

检查发现，各项目基本上都认真填写了《中期检查表》和《进展日志》等材料，总结

了前一段的研究工作，分析项目实施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和下一步的工

作设想，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部分项目已经撰写了论文和报告的初稿；部分项目

则制备出了实验样品，积累了实验数据；部分项目完成了初步的实物、软件设计、文稿撰

写、视频拍摄等。 

检查还发现部分项目虽然通过检查，但是进展缓慢。受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不清、调

研受阻等问题导致缺乏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和动力，建议多与指导老师沟通交流，确保项目

顺利进行；部分项目因已有一定的实验、调查或创业的基础，提交的较多为已有的成果，

建议多思考，确保项目有创新点或者新的进展。 

此次中期检查主要针对首批院校二级管理的项目，教务处组织各单位通过提交材料或

答辩的形式进行中期检查，公布各项目的中期检查结果及追踪需要“整改”项目的整改进

展。教务处还利用教学项目管理平台和 FTP 等平台收集各项目的电子版材料，方便各级管

理老师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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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结果汇总表 
2015 年度立项项目中期检查结果为“通过”项目 

序

号 

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项目类型 检查

结果 

1 201510560001  法学院 全球化视野下地方传统戏剧的当代传承与发展——以

潮剧为例 

唐素榕 王秋艳、苏丹芸 陈健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2 201510560002  法学院 古文物归乡研究——以汕头澄海唐伯元纪念馆为案例 胡舒欣 程晓婷、谭小炫 赖钰麟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 201510560003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创意花卉实验坊 王中涛 刘亚洲、李峰 张宇，潘蔼庭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 201510560004  商学院 AIESEC 国际公益夏令营 何广鸿 肖海欣、李幸、许智帅 陈斯燕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 201510560005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潮汕青年自媒体“汕头奴仔担吕知”品牌建设 张丽萍 邱晓桐、奚丹芸、张铭 赖明明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 201510560006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翻转课堂在新闻传播教育中 陈璞 胡晓菁、李倩彤、马琪昌 白净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7 201510560007  工学院 K 歌汕大 蔡艺逸 郑贤生、曾家辉、吴晓玉、陈嘉俊 蔡玲如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8 201510560008  工学院 汕大一站通 陈博   于津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9 201510560009  工学院 多种类混合零食包装机械 李锦涛 张计成、李嘉威、谢晓扬、李筠锐 陈少克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10 201510560010  工学院 建筑废渣矿料的再生离子修复技术及其在沥青混合料

中的应用 

叶柱坚 钱佩柔、冯海祥、黄泽鑫 赵晓华，李庚英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11 201510560011  工学院 基于 STM32 的手势控制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发平台 赖文海 方朝晖、袁舒翊、许进权、谭俊贤 蔡泽民，林艺文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12 201510560012  理学院生物系 利用 DNase I 快速去核及线粒体转移技术研究 叶君   魏炽炬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13 201510560013  理学院生物系 高密度海水养殖区益生菌的培养与优化 黎照熙 陈子豪、龙建华 李升康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14 201510560014  理学院物理系 基于掺杂氧化铟纳米结构电子源的研究 吴炜韬 黄飞宇、郭舒婷、陈慧 池凌飞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15 201510560015  理学院物理系 高次谐波特性研究 刘美丽 阮凌君、金刚、定聪、陈颖妍 杨玮枫，宋晓红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16 201510560016  理学院数学系 具有优良性能的图像加密算法和图像水印算法研究 叶鸣 叶文豪、史晓芸、李雅芳 叶瑞松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17 201510560017  理学院化学系 配位化合物笼捕捉小分子研究 冯菡 周洋、李煜 周小平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18 201510560018  商学院    智能存取柜应用以及推广 梁锐堂 余玉爱、朱妍童 梁强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19 201510560019  商学院    “追蜂人”创业计划  林国胜  梁展鹏、刘浩浩、赖松建 郑幕强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20 201510560020  商学院 1981 BAR 平台式咖啡餐吧 郑泽锜 李阳、孟亚洁   梁强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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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510560021  商学院   校园“智慧社区”商业模式设计与运营 连宇安  于慧文、黄启佳、张伟强  梁强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22 201510560022  商学院  节水云-节水可视化设备与 app 的应用  黄艳婷 马冰瑜、陈韵莹、关婉莹、陈文钊     李昊宇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23 201510560024  理学院物理系 钯-硅薄膜中表面偏析的研究 陈煜 邹永恒、杨士栋、黄立豪 王江涌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24 201510560041  商学院 校园拼车商业模式设计与运营 徐伟恩 黄启佳、杨荣彬、陈韵然、张楚梦 周奇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25 201510560042  商学院 关于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

的研究 

杨辉明 李彦周、张碧玉、黄春华、杨懿 谢舜龙，欧阳峰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26 201510560043  工学院 基于 51 单片机的超智能小灯 傅钎栓 许健、叶炳旭、彭杰华 崔岩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27 201510560044  理学院数学系 交通流模型及应用——以汕头市大学路西港路口为例 戴钟保 李雅芳、林海欣 李健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28 201510560045  法学院 家暴认定在司法实践和地方立法间的“灰色地带”--

以东、中、西部 3 省离婚诉讼案件为例 

王文凯 高婵君、蒋维一、文肖、高玉娣 穆红琴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29 201510560046  法学院 由邻避效应到迎臂效应——广州市垃圾处理厂选址纠

纷化解 

徐超 吴美莹、胥萍萍、马孝安、朱晓斌 李家才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0 201510560047  法学院 法律电商的可行性分析与实践探索 蔡华东 黄斌、张竞博、蒋蓓芸、陈立石 熊金才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1 201510560049  法学院 生态文明下潮汕地区水环境功能区划的调查研究 马乃兴 黄佳明、罗诗琳、陈婉娇 邓剑光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2 201510560050  法学院 关于在校大学生性权利的调查——以汕头大学为例 罗金辉 陈柳欣、刘钰、宋雪艳、佘峰峰 徐兰兰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3 201510560051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民居艺廊 余学谦 麦海欣 张宇，潘蔼庭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4 201510560052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基于材料特性和材料加工工艺的产品造型研究 陈培文 梁忠铭、袁圣文、邵建钧 张跃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5 201510560053  商学院 关于 3D 立体拼图中国地区市场调查 黄文良 陈韫凝、梁佩琳、黄珮 YING、袁军 李进明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6 201510560054  商学院 校园二手货 O2O 交易移动平台 谢婷婷 欧秋红 郭翠，宋丽红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7 201510560055  商学院 潮汕特产之电子商务增值服务 林瑞媚 佘春波、陈婉娇、蒋蓓芸、袁旺胜 陈斯燕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8 201510560056  商学院 基于组织变迁视角的“淘宝村”形成发展研究 章家烨 李志明、郭慧敏、王壮达 林佳丽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39 201510560057  商学院 Wipao 智能无屏影院提升计划 刘苏锋 曾志东 欧阳峰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0 201510560058  商学院 大学生网上创业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马伟锋 陈燕芬 欧阳峰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1 201510560059  商学院 淘宝村规模化有利于整合资源、降低成本并提高网店

知名度 

刘苏锋 万琛、袁小苡、张泳 王祎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2 201510560060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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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舒婷、罗嘉雯、王颖洁、龙毅 陈莱姬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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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510560062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打工换宿旅游现状调查——以厦门为例 邢华芳 张丽沙、周意、陈一帆 赖明明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4 201510560063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汕头大学 2015 毕业季毕业生公益摄影 郑少萍 熊健、刘鸿杰、贾玥、张曼琪 凌学敏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5 201510560065  文学院 《一八七二》长篇小说创作 赵小燕 邝焜瑶、何文哲、付一星、葛晓 张艳艳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6 201510560066  工学院 社团之家 魏浩霖 林子伦、王伟强、刘远深 陈银冬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7 201510560067  工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商品推荐系统 曾玉林 谭佩华、邱科奕、庄健春、曾思伟 熊智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8 20151056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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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仁腾 程俊森、郑泳、李秀敏、李佳慧 姜大志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49 201510560069  工学院 Smart Day 莫浙濠 肖鑫、陈欣、曾志东 方若宇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0 201510560070  工学院 基于音频分析的智能提醒系统研发 张国豪 邓子健、梁钦灿 蔡伟鸿，姜大志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1 201510560071  工学院 基于快递行业分拣功能四轴机械臂 李伯贵 郑永宣、黄辉龙、李润丰、陈贤碧 包能胜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2 201510560072  工学院 自动导引运输车的设计及实现 卓奎 宋争闯、廖永泰、金席林、李妍妮 程西云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3 201510560073  工学院 高性能水泥基保温材料的研究 许达彬 骆福东、段雅雯、蔡福坤、王鑫 李庚英，吴鸣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4 201510560074  工学院 云存储兼远程监控识别系统 郑重鹏 周梓彬、吴捷、陈颖怡、冯靖安 闫敬文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5 201510560075  工学院 车架号识别系统 刘义南 何淑烨、陈裕国、王耿辉、郑仲涛 闫敬文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6 201510560076  工学院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仿生机械车 陈文钊 潘胜星 范衠,余泽峰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7 201510560078  工学院 智能 LED 灯系统 蒋子健 陆威豪、谢俊鹏 庄哲民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8 20151056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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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婷晔 黄凤英 阮祚禧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59 201510560080  理学院生物系 一株海洋细菌及其代谢物对赤潮甲藻的抑制特性研究 李庆 张薇、吴培枫 谢丽玲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0 201510560081  理学院生物系 小麦苗抗氧化作用研究及其健康饮料研制 蔡泽林 邓绍鸿、李翠琴、张学文 陈洁辉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1 201510560082  理学院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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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2 201510560083  理学院物理系 火焰下光纤外应力释放及其在折射率光纤传感中的应

用研究 

罗艳 邓秋蓉 孙国勇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3 201510560084  理学院物理系 基于单模光纤微加工的折射率光纤传感检测 林坤意 谢皓 吕秀品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4 201510560085  理学院物理系 基于光纤定点烧锥的马赫-曾德干涉仪的物理量传感

研究 

吴曦琳 陈仁芳、戚李娟 孙国勇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5 201510560086  理学院物理系 GDOES 深度剖析谱定量分析 温睦前 劳珏斌、林炜轩、刘启明、吕靖 王江涌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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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1510560087  理学院数学系 仿生机器人步态设计 佘雪儿 李浩文、张华楠 谷敏强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7 201510560088  理学院数学系 股市数据统计与分析 陈石松 廖子康、李绪钊、王浩宇 陈晓鹏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8 201510560089  理学院数学系 汕头市空气质量分析 郭少薇 崔彩梅、陈添乐、陈壮伟 李健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69 201510560090  理学院数学系 基于能力源工程套件的创新模型搭建 李晓纯 胡旭霞、罗玉洁、叶容芳 谷敏强，张丽婷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70 201510560091  理学院化学系 贵金属抗癌药物与药物载体的合成和结构分析 钟选梦 袁禀钊 辛伟贤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71 201510560092  理学院化学系 二元发光吡唑配合物的合成和发光性质研究 黄嘉欣 黄焕欣、钟敏燕、张珍卿 詹顺泽 创新训练项目 通过 

72 201510560094  商学院  以汕头大学为媒介的在线微视频课程配套平台建设 孔智云   王瑛珂、李少玉   徐宗玲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73 201510560096   法学院  汕大玛丽亚の手工烘焙房 杨依萍    李绮怡、万来春  李广辉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74 201510560097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潮灵毓秀项目 刘泽霖 郑子沁、黄崇贤、叶敏仪 郑慕强，林婉娜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75 201510560098  商学院 大柑全息投影广告机   陈少

冬 

方志伟、王壮达、郑庆魁 欧阳锋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76 201510560099   法学院  创协创业平台 王天宇 林袁逸 梁强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77 201510560100  工学院 校园主题纪念品 汪锦生 司徒静雯、何宇航、苏晴、曾百祥 宋丽红，梁强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78 201510560101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边缘设计平台 陈思烁 欧阳泽娜、庄深龙、张凯莉  林佳丽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79 201510560102  法学院、文学院 汕头市玩具电子商务运营  丁垒  林锦丹、刘小燕  王宋涛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80 201510560103  工学院 校园 E 出行 白亮亮 陈家宾、金万灵 蔡伟鸿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81 201510560104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基于互动广告的自媒体平台   石志鹏   苏玉兰、林东云  李芬兰 创业训练项目 通过 

82 201510560105  新闻学院 农产品零售业的网络化——以城郊菜农为例,探索供

销新模式 

马琪昌 应世杰、林佳蓉、 周启秀 林泉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83 201510560106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深厦”高铁对汕头旅游业的影响 韦希文 李嘉雯、单丽霖、陈桂鑫 王宗安，郭泽生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84 201510560108  法学院 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实体化 李璐琛 林雪萍 熊金才 创业实践项目 通过 

 

2015 年度立项项目中期检查结果为“整改”项目 

序

号 

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项目类型 检查

结果 

1 201510560023  工学院  STM32 芯片学习板开发与销售  李悦城 陈映鹏 蔡泽民 创业实践项目 整改 

2 201510560048  法学院 大学生创业法律风险控制 潘烁 郭含笑、冒乙静、彭程、苏昊烨 吴正茂 创新训练项目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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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10560061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老无所依——关注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 钟宇平 王为、周晓敏、吕艳阳 黄义忠,陈岳芬 创新训练项目 整改 

4 201510560064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瑶望 胡静丽 钟慧露 张增丽 创新训练项目 整改 

5 201510560077  工学院 兼职助手安卓版软件开发 古晋光 陈丹伟、苏恩丽 袁野,李乾宝 创新训练项目 整改 

6 201510560093  法学院 “创益”慈善超市 李强 张国华、沈姣姣 姚溱 创新训练项目 整改 

7 201510560095  工学院   钢筋无机防腐材料的研发及推广   王立豪  陈浩伟 张裕苹 何鸿辉 吴秋敏  李庚英  创业实践项目 整改 

8 201510560107  法学院   一一洗鞋店 朱雁兵   邓剑光  创业训练项目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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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修订后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体现教育公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订后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 体现教育公平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2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教育法、高等

教育法的决定。新修订的两部法律将于 2016年 6月 1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教育法明确，国家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国家

制定学前教育标准，加快普及学前教育，构建覆盖城乡，特别是农村的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 

修订后的教育法还明确，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有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

的；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材、资料的；抄袭他人答案的；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

考试的；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考试成绩的作弊行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由组织

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终止其继续参加

考试；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可以取消其相关考试资格或者考试成绩；情节严重

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此外，修订后的教育法规定，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

生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学生，退还所收费用；

对学校、其他教育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止相关招生资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直至撤销招生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修订后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履行审议学科建设、专

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调查、处理学术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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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按照章程审议、决定有关学术发展、学术评价、学

术规范的其他事项。 

修订后的高等教育法还明确，高等学校应当建立本学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

评价制度，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家或者委

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效益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

当向社会公开。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31 日  作者：刘奕湛） 

 

 

 

 

2016年一批新政实施，看看对你有什么影响？ 

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学位证书由各学位授予单位自行设计印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决定

从 2016年 1月 1 日起，颁发给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证书由各学位授

予单位自行设计印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制的学位证书不再使用。 

2016 年起所有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各地各高校要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

人才培养定位和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

对有创业意愿的学生，开设创业指导及实训类课程。对已经开展创业实践的学生，

开展企业经营管理类培训。要广泛举办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支持高校学生成立创新

创业协会、创业俱乐部等社团，举办创新创业讲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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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自 2016 年起全

国实施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

调整办法》决定，自 2016年起将调整工作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办法对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学科的撤销，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调整等内容做出了规定。办法规定，

对于属同一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不得单独撤销硕士学位

授权学科保留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省（区、市）学位委员会对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调

整，只能在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内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之间进行。此外，省级学位委

员会组织开展增列学位授权点工作的，需聘请不少于 1/2本省（区、市）以外的同

行专家评审，通过后，公示时间不少于 15个工作日，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2016 年起教育部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2016 年起，教育部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以

下简称“大学生士兵计划”），专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攻读硕士研究生。“大学

生士兵计划”专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攻读硕士研究生。2016 年全国共安排“大学

生士兵计划”5000 人，由清华大学等 398所普通高校承担。该计划专项专用，不得

挪用。凡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的已退出现役的大学生士兵均可报考。 

（信息来源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2015 年 12 月 31 日  作者：任梦璐 杨文怿） 

 

返回目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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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