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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桂教高教〔2008〕177号 

 

关于公布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十一五”第四批立项（委托）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按照我厅关于开展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十

一五”立项申报的工作部署，经学校申报、专家评审，我厅同意

确定 33个项目为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以下简称“新

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四批立项（委托）项目。为保证

项目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委托立项项目实行我厅和学校共同负责制，我厅负责

组织项目的启动、实施和结题验收，学校协助项目的研究工作。 

二、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 第四批立项（委托）项目

建设周期为 2年，此次立项项目应在 2010年 12月前结题验收。 
 
附件：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四批立项（委托）项 

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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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 第四批立项（委托）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项目类型 

2008W001 高等学校“对口帮扶”工作机制探讨 
高  枫、唐春生、李  露、童张法、张宁东、
蒋国平、韦立宪、孙  华、王怡庭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广西大

学、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重大项目 

2008W002 
广西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和北部湾经济区开

放开发紧缺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黄  宇、曾冬梅、袁  旭、彭  宁、李向红、
魏莹莹、黄勇荣、张  雨、王  慧、张  锐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广西大

学、广西师范学院 
重大项目 

2008W003 
广西高等学校“质量工程”实施方案的研究

与探讨 

唐春生、贺祖斌、彭  宁、曾冬梅、张宁东、
张  喆翔、蒋国平、杨树 、冷  静、肖全民、
吴  靖、何  聪、卢耀阳、温向莉、王  晖、
蓝  勋 

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广西师

范学院、广西大学、广西师范

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南宁职

业技术学院、柳州职业技术学

院 

重点资助 

2008W004 
基于《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

案》的评估实践与研究 

唐晓萍、李向红、王兴辉、蒋红星、黄  尧、
张瑛瑛、何  伟 

广西教育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05 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教育转型与创新 

陈  洛、丘贵明、唐晓萍、卫荣凡、罗勇歧、
王兴辉、黄  尧、刘华政、张瑛瑛、覃秀松、
邓路遥、赖崇伟、蓝玉龙、卿  臻、陈湘桂、
罗  蔓、谢永祥 

广西教育学院、广西政法管理

干部学院、南宁地区教育学院、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广西

卫生管理干部学院、桂林市职

工大学 

重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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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项目类型 

2008W006 
广西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和发展策略与

政策研究 

廖克威、黄  瓅、卢小珠、覃殿益、唐  宁、
佘国强、蒋就喜、秦  成、许  莉、曹文献、
卢  绍、覃健强、邹晓春、韦兰用、吴卫龙、
潘  艳、胡牧君、陈  琼、徐建平、蒋姚传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

西工学院、广西民族大学、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医科大

学、广西师范学院、桂林医学

院、桂林工学院、 
玉林师范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07 广西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与管理实践探索 
唐锡海、黄青云、莫勇明、蓝  洁、韦莉娜、
黄日成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08 
广西高校精品专业、优质专业建设的实践与

探索 

彭  宁、黄伟军、韦  弘、吴  靖、卢耀阳、
刘  斌、黄晓东、苏  超、孙  萍、杨鸿锋、
廖  威、赵新业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水利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09 
广西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回顾

与展望 

贺祖斌、彭  宁、肖全民、谢攀峰、温向莉、
喆覃海杰、曾冬梅、杨树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大学、广

西师范大学 
重点资助 

2008W010 
广西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工作回顾与展望 

黄  尧、冯英富、王兴辉、蒋红星、张  翔、
陈海峰、范柳先 

广西教育学院、柳州职业技术

学院、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11 
广西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分析

软件的研究与实现 

王兴辉、唐晓萍、蒋红星、黄  尧、张瑛瑛、
王  熠、高越飞 

广西教育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12 
欠发达地区医学院校社区卫生人才培养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 

韦  波、赵劲民、冷  静、樊晓辉、张志勇、
莫雪安、黄仁彬、秦桂秀、佘国强 

广西医科大学 重点资助 

2008W013 
地方医学院校医学课程综合体系的建设与

实践 

罗国容、罗佐杰、廖  红、罗殿中、伍伟锋、
韦小敏、王前强、林  军、程  鹏 

广西医科大学 重点资助 

2008W014 广西继续教育发展现状与改革研究 
胡泽民、杨  雄、黄艳芳、李  兵、陈学建、
陈玉明、韦  江、吴启亮、于  飞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重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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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项目类型 

2008W015 
基于 CALIS 的广西高校图书馆协同共享模
式研究与实践 

陈大广、陈燕霞、黄春燕、庞  蓓、林  葵、
李冠盛 

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重点资助 

2008W016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素质模型及培养实

践 

卞成林、罗志发、李  玲、杨秀富、唐德俊、
廖英丽、李凤玉 

百色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17 
广西高校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培育的研究

与实践 

曾冬梅、宋凤宁、项蓓丽、马少健、王  晖、
张  雨、王  慧 

广西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18 广西本科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吴晓鸣、苏一丹、张  坚、郑锡伟、孙  莉、
王青山、王  俊 

桂林工学院、广西大学、广西

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

林医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19 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周  旺、吴言明、屠瑞旭、程云燕、董绿英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20 中外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分析与对比研究 冷  静、罗国容、柳  亮 广西医科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21 
建设北部湾经济区背景下广西高职高专专

业结构优化的研究 
周龙军、高世超、岑妍梅、宁  琳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22 
地方高校服务型教学管理组织构建的研究

与实践 

欧阳常青、郑锡伟、黄勇荣、肖全民、 
李群英、张群芳、陆海棠、罗少科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大学、广

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23 
与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广西高校成

高专业设置的研究与实践 
李  珏、秦  成、彭定新、黄旭广、李  玲 广西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24 
以电子设计竞赛推动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王宇英、景新幸、郭  庆、磨玉峰、凌惜勤、
高  原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25 以数学建模竞赛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 
吕跃进、杨善朝、林  亮、赵展辉、朱  宁、
覃菊莹 

广西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26 地方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的研究与实践 王宁章、梁碧超、肖祖宁、梁永全、易亿筹 广西大学 一般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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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 申请学校 项目类型 

2008W027 
新环境下高校图书馆行业协会的作用机制

及发展对策研究——以广西高校图工委、广

西高教学会图书馆专业委员会为例 

陈大广、庞  蓓、李冠盛、姚  倩、李向红、
汪  斌 

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

西师范大学、广西医科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28 
把英语第二课堂构筑为校园文件重要组成

部分的探索 

卢保江、黄  江、黄晓云、蓝  岚、邹建萍、
粟  芳 

广西医科大学、广西大学、广

西民族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29 广西高职高专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研究 
谢德荣、熊  甦、黄武兴、胡建强、粟景妆、
杨丽娟、陈  晓、李思阳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职业技术学院、柳州职业技术

学院、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

学院、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南宁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30 
广西高等学校质量工程管理平台的设计开

发 

林耀飞、刘红宇、林  源、韦  巍、朱  璟、
张亚伟、盘紫鹏、陈俊学 

广西财经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31 “高职”专升本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覃洪斌、程云燕、李汝珍、张  妍、吴金春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32 
以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

推进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秦钢年、蒙艳政、汪  涛、薛进军、周  东、
李勉媛、廖庆敏 

广西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33 
地方高校实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的研

究与实践 

苏一丹、郭  庆、陈树莲、王宇英、梁  微、
贾历程、高  原 

广西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