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桂教高教〔2009〕82号 
 

关于公布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十一五”第五批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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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个项目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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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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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立项（委托）项目

建设周期为 2年，此次立项项目应在 2011年 12月前结题验收。 
 
附件：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五批立项（委托）项 

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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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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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 第五批立项（委托）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项目承担 项目类型 

2008W001
地方高师院校转型与教师教育改革模式的

选择 
贺祖斌、梁  梅、肖全民、欧启忠、吴  靖、
孟  瑞 

广西师范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02
以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的艺术类大学

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建设 

潘  晔、　  思、秦记洪、陈务健、唐家丽、
黄超成、白  瑾、汤晓山、莫小真、韦绍知、
梁  华、金又琳 

广西艺术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03 高等职业院校新评估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唐晓萍、李向红、冯英富、王兴辉、蒋红星、

黄  尧、王  熠、张瑛瑛 
广西教育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04
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长效机制

研究与实践 
彭  宁、李向红、魏莹莹、冷  静、王  俊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医科大

学、桂林理工大学 
重点资助 

2008W005
高职院校财经类和旅游类示范性实训基地

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陆耀新、黄青云、周龙军、海  艳、岑妍梅、
黄必超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06 广西高校教材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钟瑞添、吴晓鸣、景新幸、刘  莹、李  燕、
邬  卫、叶子裕、黄在猛、张  坚、苏一丹、
崔  英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

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

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职

业技术学院、广西大学、广

西医科大学 

重点资助 



 

 4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项目承担 项目类型 

2008W007
国内部分省区高校质量工程项目实施进展

对比研究 
曾冬梅、李勉媛、黄  威、黄勇荣、叶  靖、
罗玉琴、张  雨 

广西大学 重点资助 

2008W008
广西本科高校质量工程项目评审专家队伍

的建设研究 
罗国容、曾冬梅、杨树　、冷  静、孙  莉

广西医科大学、广西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医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09
基于评估新方案的广西高职院校评估专家

队伍的建设研究 
石令明、荀建忠、刘建昌、陈海峰、熊伟建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南宁职

业技术学院 
重点资助 

2008W010
广西地方性综合大学本科《西方经济学》

（宏、微观）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甘宜沅、梁运文、曹  平、劳可夫、刘雪巍、
李敬湘、黄文源 

广西大学 重点资助 

2008W011 高职院校的人文教育研究 
林  娜、周其厚、曾荣发、谢国荣、瞿  亘、
李  强、朱乐朋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重点资助 

2008W012
广西高等学校质量监控及其保障体系建设

的研究与实践 
杨树　、唐春生、吴晓鸣、景新幸、欧阳常青、

蒋凤艳、何茂勋、郑开玲、黄永勇、魏莹莹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

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

西民族大学、广西医科大学

重点资助 

2008W013
广西高职院校质量监控及其保障体系建设

的研究与实践 
唐春生、张  翔、鞠红霞、张宁东、唐锡海、
莫勇明、黄国良、周其厚、瞿  亘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南宁职

业技术学院、桂林旅游高等

专科学校 
重点资助 

2008W014
高师院校艺术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品牌工程

建设研究与实践 
义祥辉、蒋家安、柴伦党、尹  萍、陈毅刚、
杨大恩、陈立红、段春雷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重点资助 

2008W015 广西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队伍建设与实践 唐锡海、莫勇明、蓝  洁、韦莉娜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16
基于评估新方案的广西民办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工作评估实践与研究 
王兴辉、唐晓萍、李向红、冯英富、黄  尧、
张淑云 

广西教育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17
广西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政策

研究 
冷  静，何并文，李超乾，何建宇，贾  冰，
马壮丽 

广西医科大学 一般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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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项目承担 项目类型 

2008W018 高等学校艺术教育中的广西民歌教材建设
徐寒梅、刘述贵、徐红波、裘  伟、包莉娜、
郑清元、韦佳佳、卢  艳、何清新 

广西艺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19
基于网络与多媒体的高校文献信息检索课

程立体化教学体系的构建、研究与实践 
陈大广、 庞  蓓、林  葵、胡昌文 广西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20
多出精品、创出特色、推进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秦钢年、王双飞、周  东、罗建举、廖庆敏、
潘海鸿 

广西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21
基于认知理论的高校英语信息化教学及其

改革 
唐  洪、张  平、黄  悟、韦  汉、任晓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22 高职公共英语职业化教学改革研究 
粟景妆、黎红米、商  珍、夏  锋、黄忠电、
汤小叶、文  静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23
广西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发展战略研

究 
李陶深、黄  冰、林士敏、唐培和、熊伟键、
王凤岭 

广西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工

学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24
以就业为导向科研为支撑的程序设计课程

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元昌安、张超英、陈超泉、李文敬、陆建波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

学、桂林理工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25 广西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现状、特征与规划
黄世　、郑锡伟、杨树　、曾冬梅、罗秋兰、

欧阳常青、罗少科、潘 学、陶日然、王艳清、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

学、广西大学、广西工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26
广西高校高职高专专业现状分析及专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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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W027
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网

络申报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梁  梅、彭  宁、寇冬泉、刘  斌 广西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28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与广西创新性应

用型广告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汤晓山、黄志豪、柒万里、黄江鸣、周景秋、

申雪凤、闭炳岸、丁  洁 
广西艺术学院 一般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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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项目承担 项目类型 

2008W029 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的构建与实施 郭  庆、苏一丹、景新幸、磨玉峰、高  原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大

学 
一般资助 

2008W030
依托电子设计竞赛开展电子信息科技文化

活动的研究与实践 
高  原、郭  庆、景新幸、梁  勇、磨玉峰、
王宇英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31
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研究与

实践 
王  屹、刘幽燕、梁福沛、邓光辉、韦  春、
范建春 

广西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32
组织数学建模竞赛，构筑数学应用创新型人

才培养新平台 
吕跃进、席鸿建、张丽玲、徐尚进、覃菊莹

广西大学、广西财经学院、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33
现代教育技术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的研究

与实践 
胡华进、陈前军、苗志锋、黄健伟、邱永权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百色

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34
广西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发展

政策研究 
莫勇明、唐锡海、蓝  洁、韦莉娜、黄日成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35
构建“人性化”资助模式：增强高校贫困生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探索 
梁远海、全  斌、杨建超、史凌芳、林天翔、
何月华 

广西工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36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引入有偿使用机制的实

践与研究 
王宁章、易亿筹、梁碧超、肖祖宁 广西大学 一般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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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项目承担 项目类型 

2008W037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

践 
陈名松、姜  兴、何志毅、何  宁、陈  明、
李天松、敖发良、廖  欣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 

2008W038 广西金融业集群培育与网络竞争力评价 
邓杨丰、张丽玲、王春雷、唐菁菁、黄  瑛、
陈晓莉、李宗怡 

广西大学、广西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 
一般资助 

2008W039
借鉴新加坡模式的信息类多元化人才培养

机制研究 

张振荣、卢丹华、李  捷、杨林峰、杨  锋、
尹梦晓、黄毅然 

广西大学 启动立项 

2008W040 增强广西高职学生身体素质研究 

王治平、罗世明、蓝树茂、黄永标、李国新、

翟伟忠、玉聚成、雷  源、朱冬宁、俸洪斌、
陈  功、莫美华、彭丹梅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启动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