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教育厅文件
吉教高字 [2016J 45 号

关于公布 2016年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
优秀教学团队选选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 年度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优

秀教学团队评审工作的通知)) (吉教高字 [2016J35 号)要求，在

各高等学校推荐申报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论证、省教育厅审核，

批准确定"吉林大学神经病学教学团队"等 71 个教学团队，为

2016 年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优秀教学团队，现予公布(名单附

后)。

开展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工作，是提高我省高等学



校教师素质和教学能力，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

举措。希望获选的优秀教学团队继续努力，不断提升团队建设水

平，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快优质教学资源开发，

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我厅将跟踪考核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成

效，推广建设经验，充分发挥优秀教学团队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各高等院校应认真总结近年来国家和省优秀教学团队建设

的经验，把教学团队建设纳入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根据本

校办学实际与人才培养特色，科学规划教学团队建设。要制定优

秀教学团队建设培训计划和绩效考核办法，落实激励政策，积极

探索教学团队建设和运行的新机制、新模式，不断提高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为吉林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教强省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附件: 2016 年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优秀教学团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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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优秀教学团队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带头人

吉林大学 神经病学教学团队 徐忠信
2 吉林大学 物流管理教学团队 樊雪梅
3 吉林大学 世界经济教学团队 李俊江
4 吉林大学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团队 张凤娟
5 吉林大学 创新创业教学团队 费宇鹏
6 吉林大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教学团队 任喜荣
7 吉林大学 电子设计创新实践教学团队 杨罕
8 吉林大学 工程训练教学团队 朱先勇
9 吉林大学 动物医学(卓越农林人才拔尖培养计划)教学团队 柳巨雄
10 吉林大学 石油地质学教学团队 单玄龙
11 吉林大学 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团队 张旭利
12 吉林大学 日语专业教学团队 周异夫
13 东北师范大学 舞蹈编导教学团队 刘炼
14 东北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教学团队 张继权
15 东北师范大学 数学基础课教学团队 张庆成
16 东北师范大学 电类专业实践教学团队 王连明
17 东北师范大学 生物学综合野外实习教学团队 王海涛
18 延边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团队 孙惠欣
19 延边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高斌
20 长春理工大学 法学专业教学团队 刘淑波
21 长春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于源华
22 吉林农业大学 农业生物学与工程技术实验教学团队 李海燕
23 吉林农业大学 电子技术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李士军
24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医儿科学教学团队 孙ßß平
25 东北电力大学 混凝土结构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秦力
26 东北电力大学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系列课教学团队 肖白
27 长春工业大学 高分子专业教学团队 吴广峰
28 长春工业大学 算法与程序设计教学团队 王红梅
29 吉林师范大学 教育学教学团队 纪国和
30 吉林师范大学 普通物理课程教学团队 刘惠莲
31 北华大学 交通运输教学团队 椿亚旭
32 吉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邓健
33 吉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于晓红
34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翻译实践教学团队 张文
35 长春师范大学 英语理论教学团队 马建华
36 长春师范大学 计算机应用课程教学团队 刘光洁
37 吉林艺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教学团队 刘军谊
38 吉林艺术学院 舞蹈表演 范波澜
39 吉林建筑大学 城乡规划专业教学团队 吕静
40 吉林建筑大学 结构工程课程群教学团队 郭靳时
41 吉林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王月华
42 长春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学团队 张晓颖
43 长春大学 电工电子教学中心教学团队 李杰
44 吉林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学团队 戴传波
45 吉林化工学院 电工电子教学与实验中心教学团队 艾学忠
46 长春工程学院 《建筑设计》课程教学团队 王 ßß颖
47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就业与创业》课程教学团队 张存贵
48 通化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团队 张海波
49 通化师范学院 生物科学专业教学团队 何晓燕



序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带头人
50 白城师范学院 物理学主干课程教学团队 辛春雨
51 吉林医药学院 药理学教学团队 1士fι B)产
52 吉林医药学院 预防医学教学团队 王舒然
53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企业会计学教学团队 李红艳
54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张辉
55 吉林工商学院 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 钱畔
56 吉林工商学院 粮食学科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孟宪梅
57 吉林警察学院 痕迹检验课程教学团队 张雪娜
58 吉林警察学院 刑事法律职业技能综合训练课程教学团队 荣晓 ßI'J
59 吉林动四学院 动由学产对接实践教学团队 武立杰
60 吉林动由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团队 徐欣
61 长春建筑学院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教学团队 陈敏杰
62 长春光华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团队 谭庆昌
63 长春科技学院 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 王晓光
64 长春科技学院 基础化学教学团队 刘景华
65 长春财经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戴陶弟
66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会计学专业教学团队 安亚人
67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课程教学团队 杨喜权
68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通信专业教学团队 韩 ßI'J英
69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团队 周 ßI'J新
70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王海山
71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李国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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