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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 
 

川民教协【2020】1 号 

 

关于公布四川省民办高校 2020 年“教学成果奖”、 

“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教师” 

评奖结果的通知 

 
各省内民办高校： 

根据《四川省民办高校“教育教学内涵建设项目”评审管理办法》，

以及《关于组织开展首届四川省民办高校教学成果奖评选的通知》、《关于

组织开展首届四川省民办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评选的通知》、《关于开展

2020 年四川省民办高校优秀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由四川省民

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研究中心共同牵头

组织的四川省民办高校“教学成果奖”、“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教

师”评选得到了全省民办高校的广泛认可与积极响应，通过各高校内部评

选、择优推荐，共收到申报项目 161 项，152 项符合评选条件；在全省民办

高校遴选专家，按照“分层分类评审、回避式打分、末位淘汰”的原则，

采取专家网络评审加会议评审的方式，并经评审委员会全体委员无记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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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评出优秀教学成果奖 46 项、优秀科研成果奖 35 项、优秀教师 43 名。

公示无异议。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希望获奖高校及教师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民办高校内涵建设切实

发挥好示范和带动作用，促进我省民办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应用型人才培

养质量的提升，助推我省民办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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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民办高校 2020 年“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本  科 
序

号 
项目 项目成员 学校 

获奖

等级 

1 
民办高校“二三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探索与

实践  

夏明忠、雷晓斌、王多平、吴红

霞、肖峰、谢锦、郭欣、安安、

杨智勇 

四川工商学院 一等奖 

2 
适应智媒时代需求的应用型传媒人才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王雪梅、陈锦宣、郝雯婧、许志

强、杨叶森、龙继祥、刘光玲、

安静、龚强、武琦 

四川传媒学院 一等奖 

3 
基于新工科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校企协同网络安

全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应辉、康桂花、宁多彪、秦海

玉、赵荷、付智慧、温荷、罗晓

飞、李楸桐、杨波 

成都东软学院 一等奖 

4 
新商科背景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生态体系创新

与实践 

左仁淑、章成蓉、罗堰、池兆念、

杨泽明、姚东、朱丽萍、钟婉音、

杨治国、黄叙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一等奖 

5 
以“会计+”和“新技术+”为思路构建新财经

人才培养新生态的西财天府实践 
陈真子、刘赟、许静、张之明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一等奖 

6 
民办高校“一心两翼”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与实践 

林秀英、王能军、谭小宏、李鹏、

张自强、周海波、杜娟、于柏杨、

张美艳、陈勇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一等奖 

7 
OBE 理念下 “四平台、三循环”政产学协同实

践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高恩胜、肖芙蓉、王宗楚、李薇

婷、徐绍埔、周铁山、刘方、袁

丽、杨志恒 

四川工商学院 二等奖 

8 
基于“五融合”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通

识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 

康桂花、姚松、程学良、林敏、

杜丽、何畅为、艾珏宇、王堰琦、

张跃、胡晓飞 

成都东软学院 二等奖 

9 
构建应用型外语类专业集群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从理念到实践 

尹大家、涂开益、肖洋、王会、

张伟、乐大艳、黄自伟、刘轩、

陈果、杨柳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二等奖 

10 新时代传媒艺术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祖继、张乐平、吴建、李晓川、

陆薇、吴道天、王煜、李杨、贺

莉娅、王奇 

四川传媒学院 二等奖 

11 基于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赵春、罗福强、赵杉、孙炼、陈

虹君、李恒毅、兰春梅、周红、

胡海霞、李瑶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二等奖 

12 
融媒体时代电视一体化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与

实践                        

周欣、李丹、吴迪、石雨冰、严

辉、姜银娣、王灷、罗共和、赵

小蓉、刘蕴涛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二等奖 

13 环境设计专业“334”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黄苺子、郑晓东、钟家奎、周渝、

余婉 
四川传媒学院 二等奖 

14 全人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张昊、苟婷婷、何俊才、张洁、

林静 
成都文理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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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校企合作协同培养经济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

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燕琼、徐鹏、王建洪、王红艳、

田永、王能军、黄河、邹江、何

林、方登科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二等奖 

16 
基于校企生态建设的集成电路急需人才培养模

式 
史勤刚、高大伟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三等奖 

17 
精准定位、专业渗透、赛炼结合--独立学院创

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何志伟、廖晓晓、胡彬、钱臣林、

罗洋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三等奖 

18 
“六共同五优于”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探

索与实践 

胡迎刚、周玮、周永强、徐力、

胡兴平、段恒利、张西、范玲玲 
四川工商学院 三等奖 

19 
 “ 一带一路 ” 倡议 下 “ 一基一体两突

出 ”留学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张小南、郭桂萍、刘翠、苏烈翠、

许敏、邓洪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三等奖 

20 
“四阶三维”——行业需求引领的酒店管理人

才培养模式及实践 

徐君宜、刘彦兵、腾丹、赵静希、

王智力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三等奖 

21 
“三式四师五管六抓六强”民办本科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与实践 
郭桂萍、蔡林、曾尧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三等奖 

22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构建 

徐鸿雁、郭进、李长松、陈小宁、

刘强、陈婷、苟兴才、龚轩涛、

王强、李化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三等奖 

23 
面向新经济的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

践 

陈春发、毛敏、彭光辉、余梅、

陈杉、张雪、徐月皎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三等奖 

24 
经管类跨专业大规模综合仿真实习的系统性研

究与实践 

惠宏伟、戴彦群、李俊霞、夏玉

林、杜玉英、张艳、马洪波、杜

华、刘海燕、张超凤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

院 
三等奖 

25 
构建“会计+技术”“学校+企业”的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复合性应用型会计人才 
冯建、郑亚光、许蓉、侯爱华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三等奖 

26 学前教育专业全程化实践教学体系 

卢伟、张丹、李强、虞小明、朱

海鸣、于丹、梁祖连、阮阳、林

雪、邓滢莹 

成都文理学院 三等奖 

27 
转型改革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陈叶梅、马贵平、王彦、谭乾、

殷俊、黄虹、刘西、张大文、程

岩、潘峰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三等奖 

28 现代服务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实践 
魏昭、席黎丽、秘涛、欧繁荣、

贾荣、叶莉、冯竹、苏薇、李卉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三等奖 

29 
同辈互助，校企协同：民办高校管理咨询类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陈婷、徐鸿雁、袁勋、苟兴才、

罗丹、陈小宁、郭进、陈昌平、

李化、王强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三等奖 

30 
基于 OBE 理论的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融

合 

李三雁、蒋冬清、赵汝和、但长

林、刘福刚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三等奖 

31 新时代影视创作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 

苏亚平、段晓冉、李想、毕园、

徐瑶、张翀鹏、刘维佳、刘丽、

魏毅、林晓东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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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 
序

号 
项目 项目成员 学校 

获奖

等级 

1 
“社团-竞赛-微创”三结合的高职艺术类女大

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胡晓曦、李晨晨、杨睿佳、刘娜、

钟鼎、兰青青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一等奖 

2 
“互联网+”时代高职电商专业群人才  培养应

对策略研究 

杨波、肖红波、陈丽玉、贺雨红、

黄蔚、冉敏、万静、曾程成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一等奖 

3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一线、双师、三段、四平

台”新型工匠人才培育模式实践 
谭静、唐先光、顾丹、罗森侨、

张远亮、杨敏、肖红、廖勇、谭

强、林泽刚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一等奖 

4 
学徒制模式下家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职业领域课

程包“五双五共五融合”教改实践 

韩立、高崔、廖军、黎永建、徐

平、姜佳薇、陈景兰、何黎、朱

韬熹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二等奖 

5 高职院校经典诵读课程的建设与实施 
马经义、秦佳梅、蒲钰萍、黄怡、

许琰洁、李闻娇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二等奖 

6 

基于绵阳科技城需求的数控技术专业 

现代学徒制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即“1234

体系”) 

杨居义、陈行行、熊峰、何岸青、

罗小芳、白军福、吴凤江、刘贵

彬、王建雄、马小凤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

院 
二等奖 

7 高职院校基础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高华昭、彭方弟、王文潇、宋华、

黄家林、何庆高、胡青海、王玲、

杨娟、刘帅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二等奖 

8 民办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赵荣、耿兵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二等奖 

9 
基于四维空间五层能力的商务专业群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与实践 

彭力立、刘兴星、廖世陶、李雪、

许耿、易路博、王伊、陈旭、张

睿、余云鹏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三等奖 

10 
我校八年红色文化“三维”育人体系实践与应

用研究         

姜明军、杨棵瑞、苟洁、张露云、

蒲秀琼、谭洪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1 
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厚人文、重创意、强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郭颖艳、洪波、姜科、周宇、王

加祎、毛茅、马嫱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三等奖 

12 
基于“三聚焦三着力”的高职学院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总结报告 

黄继春、李虎、唐益政、郭明钢、

白军福、苟杜梅、郭涛、唐艳红、

宋瑾、习继培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

院 
三等奖 

13 
“课赛融合、赛创联动”模式下的商科实训 ERP

沙盘教学改革与实践 

冯俊学、李红英、周小艺、杨先

平、杨万蓉、薛尚兵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三等奖 

14 ICT 专业群创新创业课程建设 
刘桄序、刘光乾、邱威、刘游双、

陈侠、邱小波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15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理

实一体化整合教学改革的探索 

李研、杨倬东、邓敏、彭金、李

俊、何婧、王玉娇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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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民办高校 2020 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获奖名单 
本  科 

序

号 
项目 类别 项目成员 学校 

获奖

等级 

1 《2018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白皮书》 人文社科 

陈锦宣、许志强、张瑶、

武琦、安静、王阳、储

鹏、毛超、栾涛 

四川传媒学院 一等奖 

2 
基于竹编产业集群与“政产学研用”协调创新

发展                                                                                                                                              
人文社科 

钱云华、谢锦、邹松、

李娜、林奎、刘小波、

高旋、舒丹 

四川工商学院 一等奖 

3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过程的生态

效应模拟与生态风险防范——以四川九寨沟

为例 

人文社科 杨曦、马倩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一等奖 

4 戏剧影视艺术创作研究 人文社科 
韩涛、邵君立、蒲爱民、

刘田、吴登容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一等奖 

5 
基于数字孪生的无人机大气污染实时监测与

预警平台关键技术 
理工 

罗佳、王晓斌、丁晓峰、

何凯霖、杨菊英、陈轲、

王莉、马俊成、刘洋、

冉欢欢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一等奖 

6 眉山市信息安全攻防与应急演练平台 理工 

熊斌、楼佳、肖利群、

刘韧、唐娅梅、闫鹏、

刘松茂、李爱华、樊玲 

四川工商学院 一等奖 

7 
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

展研究——以茂县为例 
人文社科 张莞、罗正琴、闫海莹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二等奖 

8 
《新时代四川非遗文化“点•线•面”整合与 传

承研究》 
人文社科 

郝雯婧、王雪梅、许志

强 
四川传媒学院 二等奖 

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学研究 人文社科 

仪雪、李靖、何慧珍、

蒲爱民、何瑛、黄艳、

彭姝、杨静姝、刘文霞、

邱子卡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二等奖 

10 地方高校助推三苏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研究 人文社科 

何林、高恩胜、熊斌、

刘清泉、王晋川、沈玉

杨、周铁山、刘浩渤、

张钰、李玥 

四川工商学院 二等奖 

11 《网络小说（IP）剧研究丛书》（专著） 人文社科 
王雪梅、郝雯靖、安静、

陈翠云 
四川传媒学院 二等奖 

12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农害诊断云服务系统研

究与应用 
理工 

邹倩颖、帅鲲、王晓斌、

屈鸿、陈文宇、王小芳、

刘萍、颜琪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二等奖 

13 智慧能源及建筑节能技术应用研究 理工 

杜鹃、印红梅、罗冰、

王梓龙、黄紫旭、刘东、

宋鹏程、龙平、余秋军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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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基于产品人机评价体系的老年用品包装设计

探究 
人文社科 

李桃桃、许超、王东晖、

罗兴华、彭秋璐、易欣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三等奖 

15 
非可控场景下行人及面部识别技术在公共安

全中的应用 
理工 

李昕昕、王建、赵春、

严张凌、李林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三等奖 

16 留守儿童心理热点问题系列研究 人文社科 
蔡林、熊定永、胡亮、

杨朋、江晓燕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三等奖 

17 中国古代诗词理论要解 人文社科 董小伟、王兵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三等奖 

18 川剧的动漫化传承与传播研究 人文社科 
刘航宇、刘根蓉、李璟、

魏东 
成都文理学院 三等奖 

19 
译有所为：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城

市外宣门户网站变译研究 
人文社科 

周黎、乐大艳、江杰、

王军、凌巧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三等奖 

20 
基于艺术设计云教育背景下的碎片化学习模

式研究 
人文社科 

谢鑫辉、李文波、李孟

曦、向桦、彭秋璐、房

慧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三等奖 

21 
智能上肢力量训练器对提高大学生引体向上

成绩的研究 
人文社科 

尚永恒、雷耀方、李富

兵、游拢、卢晓方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三等奖 

22 废弃土的土壤修复改良研究与应用 理工 

张玉苹、王梓龙、于平、

张玉林、艾建杰、周海

波、郑宜枫、刘瑶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三等奖 

23 
湖南节水社会建设分区节水模式与评价标准

研究 
理工 

张晓今、赵江涛、陈艳

玮、陈研如、梁川、刘

华平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三等奖 

高职高专 
序

号 
项目 类别 项目成员 学校 

获奖

等级 

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

设耦合协调障碍因子诊断研究 
人文社科 

何成军、高小茹、晏竹、

文绍琼、曾诚、祥寒冰、

尹璐、刘少平、刘亚、

孙中乔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一等奖 

2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应用型人才评估平台的研

究 
理工 

陈天伟、彭凌西、罗茂

元、谢亮、谭静、张翔、

周萍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一等奖 

3 
提升 FDM 型 3D 打印机结构刚性与散热性关键

技术 
理工 

李凌林、张雪平、王汝

光、钱康亮、李钢、廖

四苹、朱振华、严志强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二等奖 

4 
高职建筑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素质评价系统

研究 
理工 

刘芳语、卫芃宇、刘亚

梅、伍川生、刘东燕、

叶卓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二等奖 

5 
国际化背景下的 3D 打印技术产学研合作实践

与探索 
人文社科 

姜科、洪波、唐茂高、

张波、师伟、尹圣炫、

崔粉玉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二等奖 

6 
以川港特色实训中心为平台的实训基地建设

研究 
人文社科 

张鸿翔、李娟、周涛、

刘军、金洪、魏娜、郭

珺、张菲菲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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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撑项目化课程改革的信息化教学平台构建

与应用 
理工 

周平、钱康亮、张雪平、

杨启良、蒲先祥、殷勇、

魏科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三等奖 

8 
信息技术在数控技术专业教学改革发展中的

研究与应用 
理工 

赵波、牟世茂、潘跃才、

王冉、王晓宇、余再新、

安玲芝、何源源、王志

蓉、董钰铖、曹彧、李

鑫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三等奖 

9 
基于游戏化编程教学在高职院校软件技术专

业中的探索与实践 
理工 

李天祥、罗勇、周涛、

刘和平、金洪、段成勇、

陈勇、王俊海、向艳、

罗印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三等奖 

10 
高职电子商务专业群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再

探索 
人文社科 

肖红波、贺雨红、陈丽

玉、刘群芳、陈丽、康

敏、万静、蒋立文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三等奖 

11 “校园贷”风险防范与教育引导机制研究 人文社科 
吕彩霞、刘洪秀、罗红

梅、秦玉桥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2 
网络经济类人文素养教育在电商专业群人才

培养模式中的创新研究 
人文社科 

陈丽玉、刘斌、陈怡桉、

邓敏、陈虹、杨婷婷、

曾成程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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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民办高校 2020 年“优秀教师”名单 
本  科 

序号 姓名 学校 

1 赵  萍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2 黄曼绮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3 朱里红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4 楼  佳 四川工商学院 

5 李  序 四川传媒学院 

6 魏  东 成都文理学院 

7 宋军智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8 邹  松 四川工商学院 

9 李  游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10 程  岩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11 周珞璟 四川工商学院 

12 宋文正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13 刘  轩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14 黄  娟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15 梁  悦 成都文理学院 

16 唐  进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17 罗小娇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18 王家元 四川传媒学院 

19 单  俊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20 周旭东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21 胡世伟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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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吕燕梅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23 曲雅萍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24 蔡山彤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高职高专 
序号 姓名 学校 

1 税明丽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2 李  娟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3 杨凌云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 肖红波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 郭颖艳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6 钱康亮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7 敬素清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8 刘智毅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9 王  勇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10 张柳金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11 陈  丽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12 邓先春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13 刘洪秀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14 解小琴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15 吕  翔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16 罗小芳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17 黄雪花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18 陈  文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19 李  登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