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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大学教务处

关于北部湾大学 2019 年广西高等教育

自治区级教学成果等次评定

拟推荐成果的公示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

级教学成果等次评定工作的通知》（桂教高教〔2019〕 31 号）

文件精神，经个人申报、学院推荐、校内专家评审、校外专家评

审排序，拟推荐“服务地方和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研究与实践”等 11 项成果参评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

果奖，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12 日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为期 5 天。

如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

方式，于公示期内邮寄或直接送达教务处，邮寄的以邮戳时间为

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时间为准。

群众如实反映情况受法律保护。

联系电话：2807302（教务处）、2808006（监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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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9 年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等次评定

评审结果

教务处

2019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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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等次评定评审结果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成果科类
实践检验

期（年）
综合意见

1
服务地方和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赵君、陈锦山、黄家庆、钟其鹏、陆安山、

冯子芳、尹艳镇、郑秀梅、黄孙庆、马秀

明、任才茂

北部湾大学 其他 6 拟推荐

2

服务需求 错位发展 特色办学——广西高

级海洋人才培养基地创建及其人才培养探

索

韩峻峰、黄鹄、黄家庆、钟其鹏、黄孙庆、

许尤厚、冯志强、林惠嘉、张晨晓、朱芳

阳、戴梓如、吴炳俊、吴燕侠、杨斌、龚

斌、王景敏、吴海萍

北部湾大学 其他 9 拟推荐

3
地方本科高校“产教融合、三维互动”创

新创业人才模式探索与实践

黄孙庆、甘英、裴以明、黄娟、罗孟、吴

炳俊、胡晓熙、李秋萍、陈勇芝、吴燕侠、

葛磊、莫庆娟

北部湾大学 教育学 4.5 拟推荐

4
地方本科院校大学公共体育俱乐部制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

李乃琼、尹继林、王兆锋、马新宇、唐明

欢、黄东教、杨琴、房鹏飞、安彦伟、秦

尉富、丘志康、陈军、潘宇

北部湾大学 体育学 4.5 拟推荐

5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师数学教育类课程改革

“MEP-R”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梁好翠、梁常东、黄岳俊、吴志远、罗 雁、

黄雪燕
北部湾大学 理学 8 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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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成果科类
实践检验

期（年）
综合意见

6
全程实践，协同育人：北部湾大学小学教

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构与实践

何雪玲、陈颖、李燕清、廖倩、陈果、梁

苑霞、黎爱群、邬德利、翁少娟、陈鹏、

刘阳、陆璇璇、朱秀梅、王奕冉、康书豪、

冼秀丽、王素华、李淑波

北部湾大学 教育学 4 拟推荐

7
新工科背景下海洋特色生物制药专业人才

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朱俊华、许尤厚、王玉军、何光耀、廖永

岩、甄文全、陈海峰、邹莹、杨斌、林啟

福、朱鹏、吴海萍、秦雯、高冬东、彭仁

芝

北部湾大学、北

京城市学院
工学 12 拟推荐

8

成果导向，要素为本，地方本科高校“六

位一体”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

实施

梁家海、邱桂华、程宪宝、阳建中、李贤

阳、孙一兰、黄瑜、罗孟、刘志先、赵荣

阳、李丹、李长彬、胡文君、廖远东、姜

愉、肖宝、包敬海、陶卫平

北部湾大学 其他 3 拟推荐

9
服务于临海经济的“双创型”经管类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燕、朱芳阳、朱念、张新美、王柏玲、

乔鹏亮、黄伟新、占金刚、李伊、黄桂媛、

张小媛、韦金洪、石华先、肖敏、关冰

北部湾大学 管理学 5 拟推荐

10
基于能力培养的机械基础平台课程构建研

究与实践

何永玲、张千锋、袁雪鹏、张晓培、张圆

圆、潘宇晨、钟家勤、陆安山、罗孟、陶

卫平、张挺、鲁娟、陶利民、张占安、邓

军林、周玮远、韦建军、颜晓娟、席红霞

北部湾大学机械

与船舶海洋工程

学院

工学 7.5 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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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成果科类
实践检验

期（年）
综合意见

11
“产学研用创”五位一体坭兴陶产品设计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王刚、晨曦、李玮玮、孙继旋、周兴海、

黄南男、李帅、周作好、杨广明、梁鸿展、

杨建军、容州、黄辉

北部湾大学 艺术学 4 拟推荐

12
应对北部湾化工快速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柔性专业方向和课程模块化建设

张海燕，郝媛媛，王晓丽，郑韵英，刘子

杰，黄贵秋，张飞，史忠丰
北部湾大学 工学 4

13
以“赛”促教 多元育人—广西高校播音主

持专业基础技能课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谭力、何江、黄昭艳、黄福艳、徐华、卢

丽萍、张珂、胡禹、古雅峰、黄菲

北部湾大学、广

西民族大学
艺术学 6

14
基于应用型高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才

培养的改革与实践

侯艳、黄宇鸿、杨永明、吴燕侠、苏葆荣、

左凌姣、毛向樱、钟玮、戴冬梅
北部湾大学

中国语言

文学
4

15
应用型高校卓越教师 U-G-S 协同培养的研

究与实践-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黄福艳、黄乃佳、姚锦莲、胡循杰、谭力、

樊凤金、冼彩虹、苏胜娟、孙一兰、容家

宁

北部湾大学 教育学 4

16
应用技术型办学定位下的地方高校应用美

学类课程的开发与建设

周玫、周春媚、何风雨、倪文豪、韦芳、

陈大德、吴坚、宋坚

北部湾大学、广

西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哲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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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成果科类
实践检验

期（年）
综合意见

17
基于涉海理工科专业大学物理改革研究与

实践

吴兹起、谢文彬、谢冰、刘祥树、陈真英、

张爽
北部湾大学 理学 2

18
“金课”打造与工程实践课程建设协同创

新路径探索与实践

韦相贵、傅水根、麦冬玲、张科研、刘科

明、黎泉、石南辉、欧跃发、席红霞、贾

广攀、刘浩宇、蒋庆华、孙继旋、李派霞、

王帅帅、王海霞、赵成龙

北部湾大学 工科 7.5

19
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石油化工类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石海信、梁金禄、王爱荣、尹艳镇、周文

红、郝媛媛、陆来仙、罗祥生
北部湾大学 工学 4

20
服务国家油气能源战略---油气储运工程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与效果

梁金禄、石海信、尹艳镇、方丽萍、喻鹏、

钟莹莹、李岩、周雄、黄贵秋、李玉星、

等人

北部湾大学 工学 4

21 反向刺激型外语教学
党雪妮、吴飞燕、杨永明、颜彦、姚敏、

潘桂艳
北部湾大学 41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