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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师专教务处

教务处 [2021]24 号

关于组织 2021 年信息化教学改革项目结项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持续推进信息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根据《陇

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按照本学期教学安排，

学校决定对已经到期的校级信息化教学改革项目，培育项目进行结项

验收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结项准备材料

1、立项项目制作结项汇报 PPT 演示文稿（不超过 5 分钟）；培育

项目填写陇南师专信息化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申报材料。

2、撰写项目结题报告（突出在日常教学中的运用）并填写《陇南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结项验收表》各打印 2 份，供专家审

阅、存档；

3、填写结项成果汇总表，并提交相应的支撑材料（开题报告书、

相关视频材料及教学视频链接、获奖证书及其它辅助证明材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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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材料不再退回，请项目主持人自己做好备份工作;

4、各学院对本院结项教改项目的成果、相关材料的填写内容及格

式等进行审查。学院审查通过后，填写《陇南师专校级教改项目结项

汇总表》，于 10 月 14 日前和统一收缴的本院结项材料（包括电子版

PDF 格式）交教务处李昊涵老师处。

二、验收程序

1、陈述：教改项目负责人就项目推进的过程、思路、方式方法和

成果等情况予以陈述，时间 3-5 分钟；

2、问询：专家组成员就项目进展、效果或其它某一问题进行询问，

时间 3-5 分钟；

3、查阅：专家组现场查阅相关材料；

4、合议打分：专家组会议讨论、根据教学改革项目验收评分标准

打分，低于 60 分的项目不能通过验收；

5、评审结果报学校会议审定、公示、发文。

三、验收要求

1、本次信息化教学改革项目不接受延期申请，不能按期结项按照

自动放弃对待；

2、项目负责人组织项目组成员按时到会听取汇报；

3、项目负责人要按有关要求认真准备相关材料；

4、专家组成员及记录人要有较详细记录，并负责按时完成对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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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质询验收任务。

四、到期应结项目

截止 2021 年 10 月应结项项目共 11 项，培育项目 10 项，详见附

表。

五、其他

1.通过结项验收的项目，根据相关管理制度凭票报销项目费用。

2.具体验收时间及安排见后续通知。

3.结项项目名单、结项申报书等详见附件或在教学管理群下载。

教务处

二〇二一年十月七日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2021 年 10 月 7 日印发



4

陇南师专 2020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信息化教学专项）结项汇总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负责人 项目成员 所属学院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1 计算机基础 张景川 马娟 叶建龙 姚远 马蓉 数信学院 重点建设项目 JXGG202001-Z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信息

化教学改革
丁汝雄 思政教研室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点建设项目 JXGG202002-Z

3 初等数论 冉银霞 郭存柱 邱晓鹏 刘媛媛 刘红玉 数信学院 重点建设项目 JXGG202003-Z

4 《幼儿园班级管理》 曾碧 郭雄伟 王莉萍 汪娟 刘彤彤 学前教育学院 重点建设项目 JXGG202004-Z

5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代苗 武江丽 牛玲 王漫青 石国强 学前教育学院 重点建设项目 JXGG202005-Z

6 审计实务 许菡 马瑞真 王清蕾 电子商务学院 一般建设项目 JXGG202006-Z

7 《幼儿园环境创设》 杨晓晓 达朝辉 宋扬 杨珂 张永权 学前教育学院 一般建设项目 JXGG202007-Z

8 《社会学概论》信息化教学改革 刘珂 文涛 邓文涛 陈琼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般建设项目 JXGG202008-Z

9 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黄姗 赵静 陈维举 杜柏玲 王国花 初等教育学院 一般建设项目 JXGG202009-Z

10 数学分析（一）（二） 李娟 杜争光 刘红玉 王称其 樊亮 数信学院 一般建设项目 JXGG202010-Z

11 《大学英语》课程信息化建设 雷佳娣 何英 谢晓科 王惠霞 刘惠云 外国语学院 一般建设项目 JXGG20201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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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二） 叶青 张芳芳 折远洋 历史与旅游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01

13 中国现当代史 苏玲 崔峰 张旭辉 王百岁 权新宇 历史与旅游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02

14
《字体设计与编排》在信息化教学

实践中的应用探索
石磊 达洁昀 刘部寅 段瑞龙 袁蕾 美术与设计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03

15 地图学基础 折远洋 张芳芳 杨磊 王凤鹏 叶青 历史与旅游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04

16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设计 李莉环 马骊 周恩成 颉静 郜红晶 初等教育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05

17 中国饮食文化 王文娟 张雪萍 张季 赵玉笛 高春玲 历史与旅游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06

18 《幼儿美术》（二） 达朝辉 杨晓晓 张永权 宋扬 学前教育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07

19

基于中国大学 MOOC 独立 SPOC 与慕

课堂结合的《动物营养技术》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何玉鹏 王昱 苏满春 王华 陈文东 农林技术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08

20 《大学体育与健康》 邵语平 刘代娜 罗刚 李宏 李珍 体育与健康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09

21 网店美工 王丽君 杜理明 邱晓鹏 贺军忠 梁珏菲 电子商务学院 培育项目 PXXM20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