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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函〔2020〕28 号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19 年高等学校省级“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施意见》（川教〔2019〕52 号）和《四

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高等学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认定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9〕436 号）精神，我厅组织

开展了 2019 年高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认定工作。按

照申报范围及认定要求，经形式审查、网络评审、网上公示，认

定四川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225 门课程为省级“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现予公布（详见附表）。 

开展高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认定工作，是全面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举措。各

高校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条件保障，加强建设检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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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示范引领，大力推进“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建设，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促进专业课教学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切实打通“三全育人”最

后一公里，整体提升高校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着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附件：1.四川省高等学校省级思政课示范课程认定名单 

      2.四川省高等学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认定名单 

 

 

四川省教育厅 

2020 年 1月 17日 

 



 — 3 — 

附件 1 

 

四川省高等学校省级思政课示范课程认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负责人 

1 四川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科 冯兵 

2 电子科技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科 商继政 

3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科 谢瑜 

4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科 刘君涵 

5 西南民族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科 段吉福 

6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科 张世良 

7 四川农业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科 孟志宏 

8 成都理工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科 张春和 

9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科 张小飞 

10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科 马飞 

11 西南科技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科 张嘉友 

12 四川师范大学 形势与政策 本科 范锡文 

13 西华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科 曹均学 

14 西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科 王贝 

15 西南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科 王虹 

16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科   叶文明 

17 绵阳师范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科 韩晓娟 

18 成都师范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科 李柳 

19 成都体育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科 何维芳 

20 内江师范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科 徐涛 

21 乐山师范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科 邹大勇 

22 四川警察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科 周长明 

23 四川旅游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科 吴小莉 

24 西昌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科 张炜 

25 成都工业学院 形势与政策 本科 罗英 

26 宜宾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科 黄树彬 

27 攀枝花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科 朱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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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负责人 

28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科 阎钢 

29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形势与政策 本科 丁灵芝 

30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科 江晓燕 

31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专科高职 蒋家胜 

32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专科高职 徐文 

3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专科高职 邓小燕 

34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专科高职 曾小林 

35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专科高职 罗莉 

36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专科高职 邱林 

37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专科高职 刘建文 

38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专科高职 张国蓉 

39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专科高职 李霓 

40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专科高职 赵玉兰 

41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专科高职   钟发霞 

42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专科高职 胡恒丽 

43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专科高职 刘迎春 

44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专科高职 李丹 

45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专科高职 胡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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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高等学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认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负责人 

1 四川大学 光信息处理 本科 曹益平 

2 四川大学 新生研讨课 本科 陈红 

3 四川大学 文学/文化批评 本科 石坚 

4 四川大学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 本科 蒋和胜 

5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导论 本科 周世杰 

6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测量原理 本科 田雨 

7 电子科技大学 航空航天概论 本科 李滚 

8 电子科技大学 漫话数学建模 本科 荆燕飞 

9 西南交通大学 工程力学 本科 沈火明 

10 西南交通大学 土力学 本科 崔凯 

11 西南交通大学 大学物理 本科 孙燕云 

12 西南交通大学 行车组织 本科 彭其渊 

13 西南财经大学 财政学 本科 周克清 

14 西南财经大学 电子支付 本科 帅青红 

15 西南财经大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本科 张桥云 

16 西南财经大学 政治学 本科 廖宏斌 

17 西南民族大学 法理学 本科 田钒平 

18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导论 本科 郭建勋 

19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飞机电子电气系统 本科 朱新宇 

20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飞行中人的因素 本科 孟豫 

2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民航安全管理 本科 贺元骅 

22 四川农业大学 政治经济学 本科 蒋远胜 

23 四川农业大学 管理学原理 本科 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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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负责人 

24 成都理工大学 构造地质实习 本科 赵建军 

25 成都理工大学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本科 许文来 

26 成都中医药大学 医学伦理学 本科 刘毅 

27 成都中医药大学 无机化学 本科 倪燕 

28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药提取工艺学 本科 李小芳 

29 成都中医药大学 妇产科学 本科 罗晓红 

30 西南石油大学 采油工程 本科 李年银 

31 西南石油大学 通用英语Ⅰ-1 本科 吕旭英 

32 四川师范大学 网络安全技术 本科 李敏 

33 四川师范大学 宪法学 本科 陈驰 

34 西华大学 模拟电子技术 本科 吴昌东 

35 西华大学 中国法律史 本科 唐丹 

36 西华大学 大学物理 B 本科 吉驭嫔 

37 西华大学 食品安全学 本科 陈祥贵 

38 西南科技大学 测量学 本科 王卫红 

39 西南科技大学 光电子技术 本科 周自刚 

40 西南科技大学 民法学总论 本科 徐文 

4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流体力学 本科 王伟 

4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工程导论 本科 魏维 

43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社会政策概论 本科 徐翀 

44 西华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导论 本科 任兆刚 

45 西华师范大学 油画创作基础 本科 文鹏 

46 西华师范大学 环境生态学 本科 任丽平 

47 西华师范大学 计算机动画制作 本科 曹  蕾 

48 西南医科大学 传染病学 本科 吴刚 

49 西南医科大学 组织学与胚胎学 本科 赵宏贤 

50 西南医科大学 医古文 本科 王全 

51 西南医科大学 医学仪器原理 本科 要小鹏 

52 四川轻化工大学  金属腐蚀理论与腐蚀控制 本科    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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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负责人 

53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科    王余 

54 成都大学 新媒体概论 本科 刘彤 

55 成都大学 教育学 A 本科 万正维 

56 成都师范学院 中国石窟艺术 本科 马涛 

57 成都师范学院 口述史实践 本科 伯先 

58 成都体育学院 郑氏伤科理论与临床 本科 丁海丽 

59 成都体育学院 排球主修理论与实践 本科 王世伟 

60 成都体育学院 郑怀贤武学精粹 本科 刘涛 

61 成都体育学院 中国体育史 本科 宋秀平 

62 川北医学院 医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本科 李禄峰 

63 川北医学院 儿童少年卫生学 本科 周政华 

64 川北医学院 生理学 本科 敬华娥 

65 川北医学院 医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本科 肖凤玲 

66 绵阳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本科 杨祖恩 

67 绵阳师范学院 数据结构 本科 汤琳 

68 绵阳师范学院 合唱排练与指挥 本科 王小明 

69 绵阳师范学院 计算机导论 本科 李敏 

70 内江师范学院 数学文化 本科 王新民 

71 内江师范学院 范长江新闻思想研究 本科 张蕾 

72 内江师范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 本科 刘云生 

73 内江师范学院 小学班队工作原理与实践 本科 季晓华 

74 西昌学院 植物学 本科 袁颖 

75 西昌学院 环境科学概论 本科 杨红 

76 西昌学院 土地管理学 本科 
胡金朝 

李立娜 

77 西昌学院 导游学 本科 陆铭宁 

78 宜宾学院 教育学 本科 刘伟 

79 宜宾学院 英语基础写作 本科 樊军 

80 宜宾学院 大学语文 本科 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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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负责人 

81 四川音乐学院 MIDI 音序技术 本科 杨万钧 

82 四川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史 本科 包德述 

83 四川旅游学院 红色四川 本科 刘国华 

84 四川旅游学院 管理学原理 本科 李三山 

85 四川旅游学院 中国工艺美术史 本科 秦安建 

86 四川旅游学院 中国饮食文化 本科 杜莉 

87 乐山师范学院 融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本科 李秀 

88 乐山师范学院 宏观经济学 本科 于恩锋 

89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文学 本科 曾宪文 

90 四川文理学院 大学英语 本科 李雪梅 

91 攀枝花学院 大学英语 本科 廖红 

92 攀枝花学院 钢结构设计原理 本科 孙金坤 

93 攀枝花学院 审计学 本科 陈容 

94 攀枝花学院 冶金原理 本科 周兰花 

95 成都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本科 王建东 

96 成都医学院 医学统计学 本科 陈卫中 

97 成都工业学院 大学英语 本科 常淑丽 

98 成都工业学院 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本科 李刚俊 

99 成都工业学院 大学物理 本科 刘俊伯 

100 成都工业学院 材料力学 本科 郑向华 

101 四川传媒学院 原创戏剧孵化 本科 王家元 

102 四川传媒学院 纪录片创作 本科 李晓川 

103 四川传媒学院 新闻学概论 本科 冉光泽 

104 四川传媒学院 广告策划与创意 本科 肖建春 

105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管理学原理 本科 李燕 

106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建筑职业道德教育 本科 伍朝晖 

107 四川工商学院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本科 李娜 

108 四川工商学院 平面广告设计 本科 王黎黎 

109 四川工商学院 数字电子技术 本科 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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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负责人 

110 四川警察学院 公安管理学 本科 钟云华 

111 四川民族学院 刑法分论 本科 胡选洪 

112 阿坝师范学院 《中国地理》 本科 侯雨乐 

113 阿坝师范学院 《艺术概论》 本科 马小勇 

114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俄语口译 本科 朱加宁 

115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包装设计 本科 谢鑫辉 

116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财务报表分析 本科 张琴 

117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景观规划设计原理 本科 罗小娇 

118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高等数学 本科 文华艳 

119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本科 蔡林 

120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管理类） 本科 程其勇 

12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管理学原理 本科 李黎媚 

12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新闻学概论 本科 毛丽娟 

123 成都文理学院 大学生职业素养与人生规划 本科 高华锦 

124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工程素质教育 本科 幸晋渝 

125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机器人技术基础及应用 本科 郑才国 

126 成都东软学院 网络安全 本科 宁多彪 

127 成都东软学院 沟通与演讲 本科 曹洁 

128 成都东软学院 角色设计 本科 王运栋 

129 成都东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导论 本科 胡秋菊 

130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专科高职 刘红 

131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英语 专科高职 王朝晖 

132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工艺实训 专科高职 阳川 

133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综合运营 专科高职 王容平 

134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植物组织培养 专科高职 唐敏 

135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纺织品艺术设计-扎染》 职业本科 杨艳 

136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数据分析 专科高职 张卫林 

137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国学 专科高职 杨扬 

138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旅行社产品设计 专科高职 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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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负责人 

139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学 专科高职 汪蓉 

140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幼儿活动设计 专科高职 周燕 

141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光伏电站安装与运维综合实训 专科高职 王丽 

142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专科高职 付先全 

143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果树生产技术 专科高职 马建英 

144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英语 专科高职 陈昌学 

145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 专科高职 陈国元 

146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 专科高职 贾朝莉 

147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陈设设计 专科高职 沈澈 

148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会计文化 专科高职 盛强 

149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英语 专科高职 李薇 

150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营养与卫生安全 专科高职 尚英 

151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禽生产与禽病防治 专科高职 张娟 

152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专科高职 杨勇 

153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高等数学 专科高职 任晓容 

154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专科高职 冉铖 

155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文化与综合素质 专科高职 赵尧麟 

156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UI 设计 专科高职 王月颖 

157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家具表面装饰技术 专科高职 郭颖艳 

158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宴会设计 专科高职 宣雯娟 

159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结构 专科高职 张爱莲 

160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结构设计原理 专科高职 杨转运 

161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Java 编码技术 专科高职 周春容 

162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实务 专科高职 杨陈慧 

163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 专科高职 王钰 

164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急救护理学 专科高职 敖以玲 

165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测绘基础 专科高职 汪仁银 

166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设计基础 专科高职 阳馨 

167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企业管理 专科高职 官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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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负责人 

168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大学英语 2》 专科高职 刘大利 

169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形体 专科高职 毛晓荣 

170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专科高职 黄宁 

17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技术概述 专科高职 孙雅妮 

172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大学语文 专科高职 陈亚平 

17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运动技术专修（团操） 专科高职 陈雪倩 

174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精神科护理 专科高职 吴学华 

175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儿科护理 专科高职 林梅 

176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 专科高职 吴静蓉 

177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基本护理技术 专科高职 王静 

178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英语 专科高职 
罗国旗 

刘林林 

179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装饰设计原理（中外建筑美学） 专科高职 郭莉梅 

18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专科高职 
唐永艳 

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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