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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桂教高教〔2007〕109号 

 

关于公布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工程追加资助的“十一五”第一批、 

第二批项目和第三批 
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 

按照我厅关于对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以下

简称“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一批、第二批立项项目

进行检查和开展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三批立项申报的

工作部署，在课题组自查（申报），学校检查（推荐）的基础上，

经专家评审，我厅同意确定 80个项目为新世纪教改工程追加资

助的“十一五”第一、第二批立项项目和 166 个项目为新世纪

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三批立项项目。各高校要充分认识新世

纪教改工程实施的重要意义，并把承担我厅的教改项目作为本

校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为保证

项目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资助经费和学校配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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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加资助的第一、第二批立项项目 

我厅将对 22个项目进行重点资助（见附件 1），对 58个项

目进行一般资助（见附件 2），项目资助经费额度将另文下达。 

（二）第三批立项项目 

1．我厅将对 111个项目进行资助（见附件 3），项目资助经

费额度将另文下达。 

2．我厅同意 55个项目启动立项（见附件 4），各高校应按

不低于每项 6000元的标准对项目进行资助，保证项目的完成。 

二、项目的实施、建设实行学校负责制，各项目承担高校

负责组织项目的启动、实施、经费管理及项目进展情况的监督

检查。我厅将不定期组织专家到有关高校对项目进行检查评估。

对建设得好的立项项目给予经费追加或经费资助，建设得不好

的项目予以通报批评，甚至取消立项。 

三、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三批立项项目建设周期

为 2年，此次立项项目应在 2009年 10月前结题验收。 

 

附件：1．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一、第二批立项追

加资助项目名单（重点追加） 

2．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一、第二批立项追

加资助项目名单（一般追加） 

3．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三批立项项目名单

（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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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三批立项项目名单

（启动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二○○七年八月三日 

 

 

 

 

 

 

 

 

 

 

 

 

主题词：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  立项  资助  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07年 9月 18日印发 

校对：唐春生  录入：魏莹莹  排版：黄静  （共印 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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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一、 
第二批立项项目追加资助项目名单 

（重点追加）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1 
厚基础、强能力、重创新，建设大学物理实

验精品课程 
高英俊、邓文、吴伟明、韦文楼、钟水库、卢强

华、张卫平 
广西大学 

2 
深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精品专业实践

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王辑祥、李如琦、梁志坚、杭乃善、贺秋丽、杨

柳林、莫仕勋、陈新苗、王庆华 
广西大学 

3 
地方综合大学“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 

唐纪良、曾冬梅、武波、冯家勋、杭乃善、王双

飞、陈江波、燕柳斌、李勉媛 
广西大学 

4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地方医学院校毕业生

就业问题研究 
李国坚、梁恒进、冷静、闵晓阳、柳亮、 
唐忠、宋大伟 

广西医科大学 

5 
地方医科院校与GMER国际标准对接的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罗国容、冷静、罗佐杰、唐安洲、罗殿中、秦桂

秀、张志勇、廖红、宋大伟 
广西医科大学 

6 
教师职前教育学科培养与教师专业培养分离

的可行性研究 
钟海青、彭宁、王屹、覃壮才、肖全民、 
卢辉炬 

广西师范学院 

7 广西高等教育专业预警系统研制与实践 兰瑞乐、袁旭、唐春生、黄青云、邓青 广西师范学院 

8 壮医药学科构建与人才培养的研究 
黄贵华、邓远美、王乃平、叶勇玲、甘宁峰、莫

雪妮 
广西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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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9 经管理类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王春明、杨伦超、莫光政、张文安、蒋立宏、胡

剑冰 
广西财经学院 

10 文学概论精品课程建设与优质教学资源开发 张利群、莫其逊、廖国伟、王朝元、陈雪军 广西师范大学 

11 
广西优势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中国近代

史纲要”课程建设研究 
唐凌、秦宏毅、李伟中、李闰华、周艺、 
蓝廖国 

广西师范大学 

12 
跨专业、大平台电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

设与实践 
景新幸、张国庆、骆培荫、严俊、陈小毛、黄品

高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3 
西部地方医学院实验教学实施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 
罗伟生、马明霞、蓝秀华、杨丽莎、刘永明、韦

玉先、孙莉 
桂林医学院 

14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地方教学型高校教育质量

标准的研究与实践 
蔡青、吴晓鸣、张壮强、郑锡伟、蔡亮、 
韦巧燕、董健苗、李伟中、王光明、凌玲 

广西工学院 

15 
构建地方高校教学评估运行机制的研究与实

践 

罗秋兰、刘冰、黄秉鍊、唐晓萍、蔡青、 
韦兰用、秦福利、吴晓鸣、韦娇艳、赵戊生、杨

胜、莫勤德 
广西工学院 

16 创建地方院校办学特色的研究与实践 林宁、罗秋兰、梁远海、秦福利、韦巧燕、王宇 广西工学院 
17 高职高专精品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黄春波、荀建忠、周旺、刘勇果、王秀林、陈华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18 广西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研究与实践 
唐春生、袁旭、黄青云、冯英富、陈建新、石令

明、黄建平、张桂宁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柳

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9 广西高等教育专业状态数据系统研究与实践
袁旭、唐春生、黄青云、曾冬梅、黄艳芳、魏莹

莹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

广西大学、 
广西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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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20 
广西高等教育普通本科专业规划的应用研究

与实践 
唐春生、袁旭、曾冬梅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

广西大学 

21 
广西高职高专教育专业规划的理论创新与实

践研究 
袁旭、唐春生、陈杰、黄艳芳、阙永平、 
吴严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2 
广西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重点建设专业的研

究与实践 

黄青云、冯英富、袁旭、荀建忠、张翔、 
覃洪斌、邹宁、黄伟军、黎红米、杨昌鹏、范柳

先、陈海峰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宁

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柳州职

业技术学院、广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广西水利电力职

业技术学院、广西国际商务

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广西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广西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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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一、 
第二批立项追加资助项目名单 

（一般追加）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1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研究性和实践性教学的

研究与实践 
阳国亮、乌尼日、罗绍康、黎晓岚、赖荣珍、

黄琼珍、粟远辉、莫武兴 
广西大学 

2 
信息技术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实践动手能力

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李陶深、赵进创、秦亮曦、覃玉荣、韦兆文、

覃团发、梁正友 
广西大学 

3 
化工类本科专业实践教育内容及教学模式

的改革与实践 
陈小鹏、王琳琳、祝远姣、韦小杰、周龙昌、

龙云飞、张友全、邱树恒、黎跃 
广西大学 

4 
《家畜寄生虫学》课程实践教学新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 
陈汉忠、黄维义、张为宇、刘福怀、吴文德 广西大学 

5 
地方综合性大学以责任教授制整体推进专

业与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韦化、林小峰、苏一丹、贾历程、潘柳燕 广西大学 

6 
地方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 
魏远安、秦钢年、黄大明、蒋月秀、龚仁喜、

温洁明、梁俊波、李勉媛 
广西大学 

7 
实验生理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研

究与实践 
莫书荣、谢露、黄仁彬、邝晓聪、何惠、 
梁桂宁 

广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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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8 医学高校生创新思维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农晓琳、周诺、何克新、刘蒙壮、蒙宁、 
巫家晓、罗莉、黄华、黎彦、陈洪 

广西医科大学 

9 
西部地方性医学院校七年制临床医学双语

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罗佐杰、崔英、冷静、柳亮、余仙菊、 
李少珍、宋大伟 

广西医科大学 

10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教学名师的培养 
王屹、李福灼、曾茂林、郑小军、李红、 
黄坤 

广西师范学院 

11 
信息技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

实践 
元昌安、郑小军、杨满福、林涛、李文敬、

黄景碧、王汝凉 
广西师范学院 

12 “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研究
彭宁、肖全民、李勇齐、曾冬梅、欧阳常青、

吴靖 
广西师范学院 

13 
利用网络技术手段推进教师教育课程现代

化与优质化的改革探索 
吴娴、陈楠、孟沪生、李正良、赵朝敏、 
黄国华、冼伟铨 

广西师范学院 

14 
新世纪心理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

践 
于瑮、王屹、曾令娟、雷湘竹、杨玲、 
杨明桂、王文蓉 

广西师范学院 

15 民族院校古汉代语立体化教学改革 海柳文、黎曙光、汪业全 广西民族大学 

16 
民族高等院校创建学生思想道德品质“诚、

勤、信、行”品牌的教育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唐耀华、唐鹏、邓艳葵、农克忠、胡良人、

陈铭彬、韦有多、唐荣双、吴辉、阎世平、

杨浩 
广西民族大学 

17 
普通本科专业设置网络管理系统的研制与

实践 
张晓勤、魏莹莹、罗少科、欧阳常青 广西民族大学 

18 
边疆民族高校特色学科群建设的研究与实

践 
袁鼎生、袁旭、黄奇良、李枭鹰 广西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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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19 
档案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体优化的

研究与实践 
黄世喆、吴荣政、何致武、黄夏基、陈勇、

唐小林 
广西民族大学 

20 
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专业基础课试题库共

建的实践与研究 
黄志豪、韦绍知、梁华、王晓宁、李桂生、

李娜、刘新、吕军辉、周国文、王蕾 
广西艺术学院 

21 
《中医诊断学》PBL教学改革与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的研究 

刘燕平、黄岑汉、潘家英、唐亚平、祝美珍、

罗俊 
广西中医学院 

22 
（中）药学英语学习网站的建设及其教与学

的应用研究 
陈毅平、王乃平、潘家英、徐冬英、陈靖红、

glen、辛宁 
广西中医学院 

23 
地方财经院校交叉型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蒙丽珍、廖玉、罗奇红、杨清源、李竹明、

黄茂 
广西财经学院 

24 
多学科渗透交叉的信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石雄飞、赵录贵、李声明、庞大连、李新仕 广西财经学院 

25 
优质理科教师教育实施机制的创新与精品

课程建设 
罗星凯、曾平飞、蒋小平、杨智慧 广西师范大学 

26 
构建“科技创新基地+电子设计竞赛+教学
改革”的互动模式，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

力 
罗晓曙、苏检德、李廷会、李健昌、黄秉鍊 广西师范大学 

27 
成人高等教育学分制管理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 
钟瑞添、黄瓅、王盛业、许莉、李珏 广西师范大学 

28 
西部地区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及其运行机

制研究 
贺祖斌、李潇、刘翠秀、凌玲、郑开玲、 
李群英 

广西师范大学 

29 
工科院校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模式研究 
卢润德、黄立新、杨怀珍、隋智勇、农毅、

韦秀仙、刘承焕、花均南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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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30 
一般工科院校计算机学科形式化方法教育

的探索与实践 
古天龙、陈光喜、周娅、董荣胜、陈智勇、

蔡国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31 
光机电一体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萧泽新、黄美发、陈宁、莫秋云、罗奕、 
刘慧娟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32 
标准先行，动态调适，全面提高全区教育质

量---广西普通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体系构建
研究与实践 

王青山、凌玲、覃业飞 桂林工学院 

33 
工科基础化学实验中心教学网络化的研究

与实践 
刘峥、李建平、余彩莉、钟福新、陶慧林、

蒋锡福、刘勇平 
桂林工学院 

34 构建网络模拟医院 
仇小强、孙莉、苏学勇、王金明、蓝秀华、

李寿芬、郑楚 
桂林医学院 

35 
医药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刘永明、马明霞、秦丽凤、白玲、霍群、 
彭新青 

桂林医学院 

36 
广西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状况及提高研

究 
卢小珠、唐宁、秦成、梁发强、韦巧灵 广西工学院 

37 
中德合作职教师资培养的“同济模式”在我

区职师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袁华、胡迎春、李启袭、吴汉夫、韦桂美、

朱映红、黄永捷 
广西工学院 

38 
依托竞赛全面加强大学生四种能力培养的

研究与实践 

李德伟、高中庸、赵展辉、黄江生、潘盛辉、

郑燕升、罗玉军、李健、郑立文、李伯胜、

马小强、王可赞、靳龙、苏荣君 
广西工学院 

39 《广西新时期文学作品选读》新课程建设 温存超、谭为宜、李琨、农迎春、陈代云 河池学院 

40 
团体心理咨询理论在班级管理中的运用研

究 
刘桂芳、覃杰、韦志兆、蒋玉莲、李丹、 
郑雪兰、王智、银联飞 

右江民族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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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41 
民族医学院校医德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与实践 
农乐颁、黄理泰、袁其微、黄萼华、黄小维、

王超、魏洁、赵骏耀、廖赞勇 
右江民族医学院 

42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与地方特色教育资

源的开发利用研究 
唐凯兴、吴日岗、简华春、胡耀南、黄羽新、

刘武军 
百色学院 

43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研究 
李晓明、陈洪江、钟维荣、吴继寿、钟建林、

丁祥艳、兰瑞芳、毛芳才、龙启锦、李清瑛
贺州学院 

44 
高师概率统计教学改革与中学概率教改相

结合的研究与实践 
梁好翠、吴志远、黄岳俊、梁常东、檀大耀、 钦州学院 

45 
面向市场，打造品牌，构建与优化体育类高

职高专二年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刘玲、李健、王昌平、时殿辉、彭学增、 
邓唏翎、黄超、樊力平、曾玮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46 
桂林岩溶地貌山水画法教学改革的研究与

实践 
帅立功、陈兵、许华新、李鑫、唐文忠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47 高职高专“双师型”队伍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王枬、周江林、李莉、关慧君、杨莎莎、 
陈贵超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48 
构建广西区域高职高专英语口语教学模式

的改革与实践 
万明莉、张士财、程丽华、莫燕凤、何芳兰、

崔永胜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9 服务“三农”创建广西乡村医生培养新模式
秦小云、熊云新、梁升禄、黄作强、韦成全、

冯丽华、叶琳、周振座、李惠萍 
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0 医学院校人文艺术教育基地的建设与实践 
熊云新、秦小云、冯丽华、覃汉宁、刘莉莉、

韦耀宁 
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1 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韦克俭、覃扬彬、苏波辉、谢宗云、覃学强、

王正朋、兰必近、沈云、吴立鸿、李继宏、

蔡少华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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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52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优质专业认定试点案例

研究 

荀建忠、周旺、唐锡海、莫勇明、黄世明、

易著梁、麦志辉、诸小丽、卢睿、何建明、

杨红、屠瑞旭、刁瑜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53 
高职高专院校基于校园网的信息技术应用

与课程整合的研究与实践 
黄伟军、胡建进、韦弘、龙艳红、陆克芬、

蔡雪梅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4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两年制高职培养方

案的研究与实践 
张尔利、彭朝晖、陈海峰、吴飞、刘存香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 
高职院校校企多元化合作机制的研究与实

践 
金长义、曾冬梅、韩志刚、王娟、何惠欢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6 “沙盘”模式在会计系列课程中建设与实践
叶桂中、支明园、吴明、黄雪雁、陆秀团、

王永丽、黄娟蜀、周百灵、黄智明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课程教学改革及精

品课程建设 
王世辉、黄应勇、黄力、曾林、陈华、 
陈文勇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8 实验/加工一体化数控加工中心的研制 
林若森、梁云、卢明、覃日强、李恒扬、 
吴坤、王大红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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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三批立项项目名单 

（资助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1 广西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建构 黎琳、唐兴、杨新国、韦新玲、方一红 广西大学 

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的研究和实践 
甘自恒、黄琼珍、周健、黄满忠、卢琰、 
闫杰花 广西大学 

3 工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研究
郭进、黎光旭、刘奕新、冯禄燕、杨庆怡、

滕维中、蒋卫卿 广西大学 

4 环境工程专业产学研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与

探索 
吴烈善、冼萍、唐艳葵、冯庆革、王孝英、

刘海燕、张寒冰、韦旭 广西大学 

5 地方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黄勇荣、黄国勋、曾冬梅、贺祖斌、宋凤宁、

李勉媛、黄威、韦红桦、秦言省、郑开玲 广西大学 

6 面向中国东盟的会展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模

式与实践 
韦铁、袁兢业、洪军、柯涛、陈海华、 
黄宝中 广西大学 

7 泛北部湾经济开发背景下的广西地方高校人

才培养战略与模式研究 阎世平、田辉鹏、熊小果、胡峰、姚伟民 广西大学 

8 广西高校实验室统计信息的分析及其应用研

究 易亿筹、魏莹莹、梁永全、梁碧超、王宁章 广西大学 

9 “模拟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杨海秀、王前强、蔡建章、秦桂秀、文秋林、

陈飞、王萍 广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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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10 医学院校信息化教学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研究 
崔英、罗国容、程建钢、罗佐杰、唐忠、 
李波、陈珲、农汉红、雷立志 广西医科大学 

11 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药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黄仁彬、焦杨、蓝晓步、梁秋云、林军、 
陈家欢 广西医科大学 

12 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

与实践  
樊晓晖、曾霞、唐深、杨海波、王启辉、 
冷静 广西医科大学 

13 临床型病理学研究生教育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冯震博、王云、马韵、吕自力、韦康来 广西医科大学 

14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搞好创业教育 蒋凤艳、宋大伟、冷静、廖红、罗佐杰、 
闵晓阳 广西医科大学 

15 以高师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

与基地共建研究 
曾本友、王屹、莫运佳、曾茂林、任志楠、

黄意军、张永红 广西师范学院 

16 地方高师院校“课程与教学论”立体化课程

的研究与实践 
黄景碧、彭宁、郑小军、林怀岳、朱汝葵、

陈楠 广西师范学院 

1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网络课程群开发与

建设研究 

黄少琴、于瑮、傅真放、邓军、曾令辉、 
黄锡富、王科、曹春梅、覃雪源、龙妮娜、

屈柳玲、欧启忠 
广西师范学院 

18 结合《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推进

师范生教育技术公共课的教学改革研究 
黄予、莫永华、冼伟铨、周金凤、林雯、 
熊冬春 广西师范学院 

19 广西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的实践研究 
贺祖斌、唐春生、彭宁、杨树喆、吴晓鸣、

黄白 广西师范学院 

20 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论文设计竞赛的研究与

实践 
黄初升、王屹、范建春、邓光辉、林翠梧、

赵书林、刘长久 广西师范学院 

21 广西高等教育教学评估管理平台的研究与实

践 邓青、兰瑞乐、唐春生、冯英富 广西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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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22 区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互动（广西）模式

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颜蔚兰、曾鹏、杨德云 广西师范学院 

23 
地方院校“选”“评”“建”三位一体的教

材建设与管理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广西师
范学院为例 

肖全民、彭宁、刘立明、韦海鸣、魏余芳、

杨美元 广西师范学院 

24 民族传统体育精品课程建设与优质教学资源

开发的研究 
刘德琼、伍广津、王敬浩、莫在美、蒋东升、

黄飞 广西民族大学 

25 大学生生态审美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袁鼎生、李启军、张泽中、黄秉生、申扶民、

蒋美荣 广西民族大学 

26 面向东盟，中外合作，培养特色人才的探索

与实践 郑锡伟、袁鼎生、麻新纯、欧阳常青 广西民族大学 

27 实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的研究与实践 侯道辉、吴远雄、毛茂林、张梅、庞婉芳 广西艺术学院 

28 少数民族地区艺术院校网络教学的研究与实

践 
韦绍知、韦寨英、蔡侃、陈鹏、陈曦、 
金又琳 广西艺术学院 

29 《艺术教育管理》课程“参与式教学”改革

理论与实践研究 钟宏桃、梁启光、黄志豪、胡文芳 广西艺术学院 

30 中医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 蒋秋燕、何梅燕、蒋桂秀、唐乾利、吴林、

王娜 广西中医学院 

31 中西医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与研究
杨仕权、唐农、唐梅文、方卓、臧知明、 
陆锋、祝美珍、杨力强 广西中医学院 

32 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学生提前介入临床的方

法探索 
韦玉兰、李中华、方卓、苏上贵、刘靖、 
兰秀万、钟卫干、肖健、乐宁 广西中医学院 

33 中医药院校实施外语专业化导向教学模式的

研究 
邓曼、柏文婕、吴莲英、梁琦慧、韦健、 
黄敏 广西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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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34 高校《创业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 黄刚、杨海光、王东红、谢沛善、陈志庆、

刘金林、刘耀宁、罗平、李焕林 广西财经学院 

35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保险本科应用性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韦耀莹、梁玉、李星华、叶安照、黄祝华、

马明明、刘家养、张瑞纲 广西财经学院 

36 地方性高校商务英语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 
刘艳萍、鲁凌、邹忠全、刘健、陈英、 
李劼全、吴夏娜、易立梅、邓李肇 广西财经学院 

37 基于 ERP平台的大学生“四种能力”培育模
式研究 

劳本信、廖玉、刘宁杰、聂良刚、韦启钧、

刘存、柏思萍 广西财经学院 

38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改革与建设研究 
董再平、周英虎、谭彦红、覃双凌、刘玉娟、

黄锦华、高丹、王英、邓文勇、凌荣安、 
李顺明、安仲文 

广西财经学院 

39 广西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网络平台的研究与实

践 
林耀飞、袁旭、魏莹莹、张亚伟、刘红宇、

林源 广西财经学院 

40 国学课程与大学生思想教育 胡大雷、张葆全、孙建元、韩晖 广西师范大学 

41 广西高校计算机系列课程立体化教材建设及

其网络教学支持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朱新华、张兰芳、张显全、元昌安、林士敏 广西师范大学 

42 物理与电子实验教学中心教学管理体制的改

革实践 

王力虎、陈赤、赵子珍、苏检德、李廷会、

胡维平、李丹、刘小兵、覃以威、黄国现、

王志高、李健昌 
广西师范大学 

43 地方本科高校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何茂勋、黄万华、范冬生、杨华、李群英 广西师范大学 

44 
民族地区办学类型定位与学科结构定位不同

的高校携手共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

地研究与实践 

钟瑞添、杨树喆、景新幸、吴晓鸣、孙莉、

赖仿、张坚、李群英、曹霞、秦娟 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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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45 开放式网络资源建设与应用实践 陈光喜、景新幸、周娅、郭庆、尤江姣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46 工科大学生四种能力培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幼平、黄少波、曲宗琴、杨杰、胡国胜、

张智昱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47 自治区级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整体方案与实

践 郭庆、王宇英、赵中华、唐立国、孙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48 一般本科院校系级教学评估体系构建的研究

与实践 
磨玉峰、林小峰、杨树喆、吴晓鸣、郭庆、

凌惜勤、海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49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大学生“四种能

力”培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发爱、韦春、郑陈荣、陆绍荣、黄斌、 
邓卫星 桂林工学院 

50 测绘工程精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

实践 
刘立龙、文鸿雁、唐诗华、任超、谢邵峰、

刘斌 桂林工学院 

51 注重实验教学在培养药学创新人才中的作用

研究与实践 顾生玖、朱开梅、李寿芬、黄耀峰、许有旁 桂林医学院 

52 新形势下成人高等医学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研

究与实践 
蒋就喜、罗伟生、蒋尧传、覃丹娜、王玲、

谢勇志 桂林医学院 

53 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课程体系创新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陈森洲、袁桂峰、骆耐香、黄大林、刘菁、

梁爽 桂林医学院 

54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分层递进式教学模式的研

究 
赵原、蒋钢强、黄海、梁干强、朱波勇、 
李培庆 广西工学院 

55 地方工科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熊维玲、李栋龙、罗秋兰、赵展辉、李乃雄、

韩松、何崇仁、曾喜萍、周红卫、何晓莹、

张明俊、郭艳凤、何青松 
广西工学院 

56 广西高校普通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网站建

设研究与实践 
韦文斌、冯英富、莫勤德、赵戊生、侯超平、

李日初、刘贤庆、陈云玉 广西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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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57 基于校园网的开放式物理实验教学资源的开

发与应用 
朱基珍、黄榜彪、林建强、莫济成、黄刚、

禤汉元、周江、张秀彦 广西工学院 

58 地方性工科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

系整体优化的研究与实践 
韦薇、周柳琴、张树德、汪国学、雷彩、 
郑丽萍、李彤、陈考华 广西工学院 

59 全实践理念下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 
梁钊华、杨超有、张鹏、陈朝新、陈庆文、

黄俊官、唐方华、张鹏（女） 玉林师范学院 

60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创办优质教育的探索与实

践 
刘力、张壮强、李伟中、肖起清、朱宇林、

黄建华 玉林师范学院 

61 基于“四种能力”培养目标上的数学建模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王五生、赵丽棉、林远华、邹永福、沈彩霞 河池学院 

62 本科教学评估辅助系统研究 张森泛、林芳、雷君虎、王苏卫、张延旺 河池学院 

63 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开展“中国历史文化”

汉英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韦秋杰、施铁靖、韦明兴、韦建益、雷炎炎 河池学院 

64 “数字媒体解剖学”构建与应用 凌雁武、李培春、吴荣敏、陈秉朴、周善金、

周庆辉、黄启川、黄健伟、陈立新 右江民族医学院 

65 少数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课程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覃焕昌、覃铭、潘大胜、何红雨、颜锦、 
邓崇亮、覃新颖、农高海 百色学院 

66 新建院校应用性本科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韦宗发、王敦、凌绍明、吴先勇、蒙神 百色学院 

67 后发展高校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的研究 
覃铭、唐凯兴、何红雨、覃焕昌、梁兵、 
陈漓、曾利民、黄红强、宁建光、陆冬妹、

农高海 
百色学院 

68 本科小学教育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研究 谢龙华、王毅、黄承佳、黎祖立、梁萍云、

钟贞 梧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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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69 大学生科学成才观、实践观、就业观、创业

观的教育教学研究 唐林、张金根、易敬源、李健敏、羊展文 梧州学院 

70 经管类专业课程改革与案例分析竞赛互动模

式与实践研究 
王瑛、陈朝晖、莫世有、张堂云、李明、 
陈玲、詹小颖、黄冰 梧州学院 

71 五保村建设与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实践平台

建构 陈文庆、兰瑞芳、钟来全、唐复柱、张红燕 贺州学院 

72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不同专业模块化分析

化学课程的构建与实践 
罗杨合、解庆林、谢复青、陈振林、赵永福、

黄志强、张志 贺州学院 

73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模式的构

建与创新 
陈洪江、解庆林、林明、林润之、黎琼锋、

麦茂生 贺州学院 

74 北部湾（广西）沿海地区方言与普通话教学

改革 黄昭艳、黄宇鸿、黄小琼、颜丽娟、施日梅、 钦州学院 

75 服务于北部湾经济区的物流管理专业建设和

优化的研究与实践 
黄定嵩、傅远佳、朱芳阳、扬跃辉、李燕、

张建辉、刘秉涛、包琼就 钦州学院 

76 旅游英语高级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陈式侯、饶莉啦、杨丽娟、李芳、牟正溪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77 

高职高专旅游院校大学生“四种能力”培养

模式研究与实践——以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
校国家教育部改革试点专业酒店管理专业为

例 

谢雨萍、林娜、罗清德、李晓川、梁盛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78 酒店管理专业建设国际合作研究与实践 林伯明、罗清德、周江林、蔡平、关慧君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79 高职高专能源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研究与实践
苏庆勇、庄光亮、颜力民、古小敏、凌勋、

毕明华、吴国珊、李响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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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80 广西高校教师教学科研能力考核和职称申报

管理系统研究与实践 

郝德温、李菁、张文、李志远、胡庆辉、 
刘晓刚、柯杰、林颖明、冯诗根、覃科、 
魏星、李云、郜成宏、吴基盛、吴江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81 基于高校后勤资源的质量管理教学实训基地

建设研究 
李明荣、张海涛、唐优泉、罗国湘、詹皖生、

朱勇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82 以就业为导向 培养高素质高职护理人才 
文琼仙、刘正芳、陈廷生、冯丽华、周宇芳、

李真真、蒋双庆刘文球、刘莉莉、黄晓梅、

银松梅、李艳霞、 
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83 高职高专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培养模式研究

——以汉语专业为例 
戴红稳、罗显克、彭展声、陆汉军、苏洁梅、

邱志强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4 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专业调整与人才培养方案

改革研究与实践 
曾凡平、陈利鲜、喻国伟、文春明、甘健辉、

熊向阳、郑盛锦、佘少华、虞继敏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5 
结合广西区情开展高职《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

学的研究与实践 

周超光、黄祐、李一国、林玉琼、李海江、

蓝宏儒、刘光照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86 高职院校“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 
李长明、王秀林、王伟平、李汝珍、蒙丹军、

宾雄意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87 高职艺术类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黎卫、柒丽蓉、黄芳、廖远芳、陈锋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88 构建高职高专“工学结合”实践教学体系新

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梁敏、韦玉芳、林华、丁陈娟、文歧福、 
覃鹏、许康平、蓝涵、诸小丽、邓安娜、 
朱照华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89 高等职业教育国家示范建设课程开发：理论、

工具与案例 

易著梁、王凤岭、周旺、姜大源、甘宇红、

蒋文沛、黄伟、孙湧、束传政、蒋川群、 
陈承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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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90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

践 
蒋文沛、任民、陆霖、魏建新、许兴国、 
梁为民、彭建宁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1 高职管理类学生“四种能力”培育的研究与

实践 
刁爱华、邹宁、刘津平、韦传亮、李秀芳、

韦滨、粟勤生、韦庆忠、谢宗云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2 广西城镇化进程中高职高专建筑工程技术专

业改造的研究与实践 
凌卫宁、孙萍、王虹、杨伟、朱正国、凌洪、

陆克芬、方崇、蓝善勇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93 构建与行业标准相衔接的高职课程体系与教

学内容的案例研究 
杨家鹏、陈炳森、凌卫宁、陈幼斯、兰景华、

黄海滨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94 广西高等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研究与实践 胡华进、黄青云、袁旭、林耀飞、兰瑞乐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95 高职高专院校实训指导教师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黄琼念、张俊青、黄荣钰、冯玮、茅俊、 
陶勇、戴晓云、简华丽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6 工程造价专业分方向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文桂萍、刘志坚、程波、郑斌、张宁、 
曾秋宁、代端明、周孔标、杨辉、秦荷成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97 构建广西农业信息化人才培养基地，服务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 万荣泽、蒋年华、许文林、莫洪武、余思东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98 高职蚕桑技术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周晓舟、朱方容、刘永华、梁萍、梁运波、

覃连红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蚕业技术推广总站、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99 高职高专毕业设计改革与探索 商珍、刘杰英、刘杰明、韦钦、樊永生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100 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人才需求与高职院校专业

设置的研究和实践 
韩志刚、陈丽金、张良军、韦红宁、段莹、

王娟、邓开豪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1 软件专业学生能力能力培养“2+1”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 

李佳娃、丘映莹、谢世龙、王永琦、蒋年华、

卢澔、梁江、黄英琼、黎强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2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102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网络管理系统开发 吴严、蒋国平、黄艳兰、何伟华、黄玉鑫、

覃开贤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03 高职高专《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 
左妮红、阳旭、朱伟才、姜献生、欧阳娟、

蓝星华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04 高职电子信息类专业计算机课程教学改革创

新与实践研究 
黄力、朱伟才、覃纪武、邓奕军、符保龙、

张爱科、邱瑾、曾韬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05 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下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与实践 
杨祖宪、唐述荣、蒋文胜、黄宁、唐冬雷、

林若森、陈德坚、莫翔明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06 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以广西河池市为例 邓福田、潘尚河、卢喜朋、尹建强、祁道林 河池职业学院 

107 电大网上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黎阳、毛汉硕、江祖辉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108 混合理论下基于网络的教学质量实时可视监

控信息反馈体系的构建 
陈洛、唐晓萍、罗勇歧、王兴辉、黄尧、 
何伟 广西教育学院 

109 广西高职高专远程评估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黄尧、王兴辉、张丽玲、唐晓萍、胡慧敏、

蒋红星、黄晓明、邓运明、王熠、周维生、

黄永宜 
广西教育学院 

110 以临床护理应用为宗旨，构建新型高职高专

人体解剖学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阙玉玲、吕子静、蒙小严、李震、陈远华、

龙昌和 广西卫生管理干部学院 

111 广西民办教育管理模式研究 杨伟嘉、莫少林、庞健全、黄玉鑫、陆燕、

唐春生、袁旭、曾冬梅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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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三批立项项目名单 
（启动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1 高校体育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蒋玲、范纯、许明荣、刘惠珍、宋凤宁、 
湛育明、梁风、莫冬丽 广西大学 

2 一般院校法科学生社会实践模式与方法的

研究与实践 
张军、蒋超、龙晟、吴小英、张月明、 
柳福东 广西大学 

3 “形势与政策”课的研究与实践 陈洪涛、李继兵、罗宗火、贺祖祯、黄东桂、

王承就、覃安基、刘希岩、孙睿 广西大学 

4 控制工程训练的研究与实践 周永华、李国进、卢子广、海涛、黄洪全、

彭宇宁 广西大学 

5 园林植物课程群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

践 和太平、王凌晖、黄寿先、朱栗琼、文祥凤 广西大学 

6 基于目标模式的医学生课外教育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研究 
李民胜、李毅昂、蒋一强、李浪、邝晓聪、

黄中阳、林展 广西医科大学 

7 中医对外高等教育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黄李平、黄光武、赵劲民、凌江红、覃松、

吴新贵 广西医科大学 

8 高校公共体育课实施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

研究 
谢东、付克翠、陈菊平、苏祝捷、李英、 
刘明永、赵长军 广西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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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9 面向东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特色精
品课程建设研究 

王新哲、旷乾、廖东声、谢学兴、廖万红、

胡超、陆利香 广西民族大学 

10 民族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创作人才素

质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陆卓宁、王尔勃、马现诚、黄晓娟、郭金世 广西民族大学 

11 构建高校艺术类专业艺用解剖学课程体系

的教学新模式与优化建设研究 李福岩、谢宗波 广西艺术学院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课程整合、教材建设与教

学改革研究 
苏平富、谭培文、李恩来、苏晓云、卢永欣、

罗志发、廖和平 广西师范大学 

13 构建基于问题解决的分析化学课程教学体

系，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卢昕、黄都、赵书林、陈美基、梁少俊、 
田建嬝、叶芳贵 广西师范大学 

14 广西高校大学生创业能力培育模式研究 刘强、王艳、陆奇岸、赖仿、陈传斌 广西师范大学 

15 依托科研成果，构建数字系统测试与诊断实

验平台 颜学龙、雷加、黄新、谈恩民、尚玉玲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6 中外合作“2+2”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陈岳林、甘勇、陈金龙、况泉、孙亮波、 
金涛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7 工商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群的建设与改革实

践 
蔡翔、卢润德、宋瑞敏、磨玉峰、史烽、 
蒋志斌、张于贤、刘枚莲、刘炼、张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8 工科本科校外毕业设计质量监控体系的研

究与实践 
张烈平、吴晓鸣、刘电霆、李德明、谢丽蝉、

冯兵、李建平 桂林工学院 

19 地理信息系统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与实践 韦波、李景文、文鸿雁、靖娟利 桂林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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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20 广西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

系研究与实践 
周力青、陈大广、姚倩、李冠胜、唐良宝、

章昌平 

桂林工学院、广西大学、广西

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1 高校大学生情意教育创新研究与实践 肖祥、陶柱标、赵君、黄伟年、杨艳萍、 
钱娟 桂林工学院、中南大学 

22 西部地区医学院校教学管理信息化的构建 孙莉、马明霞、唐琦、李欣蔚、汤彦君、 
马春涛、李寿芬、杨冬业、欧胜华、黄轶旻 桂林医学院 

23 关于医学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齐俊斌、孙莉、曹桂林 桂林医学院 

24 开放实验室的综合管理与实验教学导师制

的研究 
乔伟、王跃峰、李康智、梁昭全、唐建庭、

冯乐平 桂林医学院 

25 实习、设计（论文）与就业相互促进 培养
大学生“四种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李利军、刘昭明、王维熙、黄殿芳、谭立平、

黄位健、郑燕升、莫玲娜、翁铸、张倩 广西工学院 

26 广西高校教学评估效应调查研究 秦福利、陈有禄、欧阳常青、唐述荣、 
韦桂美、韦娇艳、杨胜、郑立文、徐瑞 

广西工学院、广西民族大学、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2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新课程教学方法的研

究与实践 谢铭、韦明兴、闭雄壮、牙远波、林海 河池学院 

28 民族地区医学院校民族医学课程体系改革

的研究与实践 
马卓飞、覃兴乐、覃道光、周祖伟、窦锡彬、

林艳明 右江民族医学院 

29 新办本科院校双语教学实践与提高研究 沈燕琼、蒋丽萍、熊惠、苏峻、梁燕红 玉林师范学院 

30 
广西地方本科院校毕业论文环节教学改革

与实践——以钦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
例 

钟其鹏、黄宇鸿、何波、黄福艳、韦丽华 钦州学院 



 26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31 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模式的

构建 傅治夷、陈俊伟、班光语、姚敏、吴飞燕 钦州学院 

32 主动接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社会发展的历

史教学与科研体系的建构 吴小玲、赖每、唐湘雨、王利、李阳春 钦州学院 

33 《学校体育学》课程中应用范例教学模式的

研究 黄仲强、陆勇军、覃少菊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34 运用营销策划理念创新高校形势政策教育

“百场报告会”教育模式的研究 
罗展鸿、旷永青、潘献奎、施爱民、苗青、

蒋峰华、宋海宁、于宏、吴世先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35 高专《临床基本技能教程》的构建与实践 

吴文其、冯丽华、郭伟、林兵、吴佩玲、 
周宇芳、梁菁、黄英兰、文玉萍、袁俊、 
余育森、聂友源、唐燕妮、罗兵、谢伟林、

王继昌、周武汉、冯敬华、孙英、莫江萍、

覃杏幸、王健、班剑、石福兴、宫丽娅 

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6 高职英语目标适应性课堂教学模式及测量

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陈红旗、黄先敏、吴兰霞、阳艳萍、刘美良、

颜钰、植丹丹、李罡 柳州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37 学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新模式的研究 梁宁娜、麦满芳、杨美芳 邕江大学 

38 高职蚕丝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刘永华、陈海红、周晓舟、苏仕凤、劳有德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39 高职 CAD/CAM课程创新教育研究与实践 周运金、张桂宁、刘波、黄诚、卢小波、 
伍咏晖、朱向丽、李华川、黄海松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0 构建高职高专电力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新

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蓝蔚、龙艳红、吴汉生、李波、陈光会、 
罗昕、黄骏、严欣婷、李晓东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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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汽车运用技术（保险与理赔）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周燕、温宗胤、蒋运劲、李燕、吴丹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2 高职高专实训基地建设与效益评价标准 陈海峰、彭朝晖、张俊青、冯玮、茅俊、 
佟施、莫高兴、莫品疆、黄靖瑜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3 课堂和实习地点一体化：酒店管理专业半工

半学模式探索研究 
郑晓风、韦智强、吴斌、林琳、文安华、 
吴琼燕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44 服务农村现代流通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樊正强、谢世龙、黄彪虎、程波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5 高压输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技能型紧缺

人才培养、培训的研究 李盛林、刘积标、何翠、潘光贵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 高职生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的研究与探索 伍耿清、陆春桃、何斯远、谭永平、周荣芳、

刘邦俊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7 高职高专职业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 李庆原、张翔、董绿英、谭界忠、许明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8 森林经理模块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苏杰南、应启围、唐芸、黄寿昌、胡卫东、

秦秀华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职应用语言类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罗小芳、陈耘、刘彦臻、马丽斌、及歆哲、

欧松华、李国颖、刘奕、陆显琛、傅文庆、

刘洪波、李谦、吴东炽、周华、王钱、黄桂

芳、韦静、蒋丽丽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50 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能力培育模式研究与实

践 

钟一明、梁和兴、陈容开、韦德华、梁锐全、

刘畅、杨志平、李丽锋、覃霞玲、齐立坚、

黄卓士、覃勇、袁爱兰、黄艳燕、杨梅生、

黄宗伟 

贵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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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主体性教学法实

践与研究 卿臻、潘俊英、黄伟先、甘毛文、辛燕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52 形成性评价与高职高专学生英语自主学习

能力及效果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文燕、谢元才、欧玉蓉、朱光冰、陈婷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53 独立学院大学英语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应用

研究 
沈斌、黄文敏、蒋玲利、肖立章、覃浩、 
赖小葭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54 广西独立学院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改革与实

践研究 
黄晓玲、黄宇元、马霞、任晓红、梁正宇、

彭晓娟、陈维维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

学院 

55 独立学院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韦茜、林宁、刘湘桂、韦剑锋、梁书杰、 
潘旭阳 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