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学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类别

1 吉林大学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陈娟 线上线下混合 

2 吉林大学 病理学 王医术 线上线下混合 

3 吉林大学 生物化学实验 滕利荣 线上线下混合 

4 吉林大学 汽车运用工程 刘宏飞 线上线下混合 

5 吉林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石瑛 线上线下混合 

6 东北师范大学
依托学科基于PPBL教学模式的光学课
程群建设

李金环 线上线下混合 

7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课程融合理论的《艺术体验与表
现》课程建设

尹爱青 线下 

8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经典导读 李新 线上线下混合 

9 延边大学 社区护理学 李春玉 线上线下混合 

10 长春理工大学 国际贸易实务 张肃 线上线下混合 

11 长春理工大学 工程材料 黄根哲 线上线下混合 

12 长春理工大学 微生物学 李景梅 线上线下混合 

13 吉林农业大学
《乳品科学与工艺》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刘景圣 线上线下混合 

14 吉林农业大学
《普通植物病理学》线上线下融合式
“金课”建设

刘淑艳 线上线下混合 

15 吉林农业大学
基于“吉农在线学堂”的高级英语课
程建设与实践

宋银秋 线上线下混合 

16 吉林农业大学
“立德树人”导向下的大学校园足球
金课构建：吉林农业大学足球课程的

张志成 线上线下混合 

17 吉林农业大学 公共关系学 邵喜武 线上线下混合 

18 长春中医药大学 内经选读 苏颖 线上线下混合 

19 长春工业大学 《仪器分析》虚拟仿真平台建设 孙国英 虚拟仿真 

20 长春工业大学 《化工原理实验》仿真实验金课建设 孙德 虚拟仿真 

21 吉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

姜大雨 线上线下混合 

22 吉林师范大学 教师语言 王桂波 线上 

23 北华大学
《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金课的建设
与应用研究

张亚丽 线上线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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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北华大学 《外科护理学》的课程建设 张敏 线上线下混合 

25 北华大学
融合敏捷教学理念的大学计算机课程
建设

王冬梅 线上线下混合 

26 吉林财经大学
“一主体、双融合、六协同”《管理
信息系统》课程建设与实践

王丽敏 线上线下混合 

27 吉林财经大学
“开放互动、多元共生”《中国税制
》金课建设研究

赵惠敏 线下 

28 吉林外国语大学 国际贸易实务 薛雪 线上线下混合 

29 长春师范大学 分析化学 毕淑云 线上线下混合 

30 吉林艺术学院
线上线下贯穿式融合型《国乐室内乐
》课程群的研究与实践

刘畅 线上线下混合 

31 吉林建筑大学
新工科要求下的《土力学》“金课”
建设与实践

王丽霞 线上线下混合 

32 长春大学 移动通信技术与应用虚拟课程建设 张猛 虚拟仿真 

33 通化师范学院 “长白山满族剪纸”金课建设与实践 王纪 线上 

34 白城师范学院 《热学》“金课”建设 杨晓翠 线上线下混合 

35 吉林医药学院 组织学与胚胎学 徐冶 线上线下混合 

36 吉林动画学院 漫画角色设计 董健 线上 

37 长春建筑学院 《路基路面工程》多维度育人课程 李化东 线上线下混合 

38 长春财经学院 统计学 马敏娜 线上线下混合 

39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水泵及水泵站》线上线下混合式“
金课”建设

宋玮华 线上线下混合 

40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基于线上线下建设《创新创业实训》
课程

宫春艳 线上线下混合 



附件2

序号 学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类别

1 吉林大学 动物寄生虫病学 张西臣 线上线下混合 

2 吉林师范大学
基于“MOOC+SPOC+翻转课堂+OJ”的《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谭振江 线上线下混合 

3 吉林师范大学 有机固废厌氧发酵3D虚拟仿真实训项目 滕洪辉 虚拟仿真 

4 长春师范大学 计算机组成原理 戴金波 线上线下混合 

5 长春师范大学 英语词源探秘 艾懿 线上 

6 长春工业大学 数据结构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 党源源 线上线下混合 

7 东北电力大学
《操作系统》线上线下融合的互联网

超课堂建设
杨杰明 线上线下混合 

8 吉林化工学院 工程制图 关会英 线上线下混合 

9 吉林化工学院 电路理论 于军 线上线下混合 

10 吉林化工学院
MIMO-OFDM技术在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应

用虚拟仿真实验
陈玲玲 虚拟仿真 

11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就业与创业》 张存贵 线上 

12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报刊编辑实务》 姚丽亚 线上 

13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民间手工艺》 孙丹昱 社会实践 

14 白城师范学院 Java程序设计 张强 线上线下混合 

15 白城师范学院 无机化学 赵晓波 线下 

16 吉林农业大学
玉米秸杆利用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金课的建设与实践
陈光 虚拟仿真 

17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医伤科学 赵文海 线上 

18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药化学课程建设 陈新 线上线下混合 

19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药分析学“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建设
贡济宇 线上线下混合 

20 北华大学 《英文电影欣赏》人生篇 于春梅 线上线下混合 

21 长春工程学院 管理学 李丹 线上线下混合 

22 长春工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李冬冬 虚拟仿真 

23 长春财经学院 会计学 邓利梅 线上线下混合 

24 吉林外国语大学 计算机与办公自动化 梁燕 线上线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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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吉林工商学院 财政学 宋学红 线上线下混合 

26 吉林警察学院 公安信息化基础 彭博 线上线下混合 

27 吉林动画学院 动画原理 赵桂静 线上 

28 延边大学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 方光秀 线上线下混合 

29 长春理工大学 单克隆抗体制备之细胞融合 王一东 虚拟仿真 

30 吉林财经大学
基于PDCA循环的管理学线上线下混合

式金课建设
崔宏桥 线上线下混合 

31 吉林建筑大学
面向全国普通本科土木类专业《荷载
与结构设计方法》在线开放课程的建

谢新颖 线上 

32 吉林建筑大学
《环境设计概论》混合教学课程体系

构建研究
齐伟民 线上线下混合 

33 吉林建筑大学 装配式结构智能建造管理 钟春玲 虚拟仿真 

34 吉林医药学院 急危重症护理学 王明弘 线上线下混合 

35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生物化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建设
常桂英 线上线下混合 

36 长春建筑学院
基于工程应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混

凝土结构基本原理》课程
陈敏杰 线下 

37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金课

”建设
刘利 社会实践 

38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

息学院
大学英语（中西文化交互） 孙晓黎 线上线下混合 

39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

息学院
《市场营销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

课”建设
苏航 线上线下混合 

40 吉林体育学院 “慢投垒球”校际联合金课建设 陈小龙 线上线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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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根据我省《关于开展 2019 年吉林省

高校“金课”建设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高校自评

推荐的基础上，经省教育厅组织国内专家组“分赛道”网上评审，

遴选确定吉林大学《普通植物病理学》等 181 门课程为 2019 年

吉林省高校“金课”建设项目，其中 A类、B类项目 80门（A类

项目最终通过现场答辩产生，答辩时间地点另行通知），C 类项

目 101门；已获评的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虚拟仿真

项目将直接认定为吉林省高校省级“金课”。现将“金课”建设

项目名单予以公布。 

希望“金课”建设项目各课程团队，要遵循 “金课”建设

而标准，合理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广度深度，扩大课程的可

选择性，真正把“水课”变成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有挑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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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

真“金课”和社会实践“金课”等五大“金课”。 

希望各高校要进一步落实好“以本为本、四个回归”工作要

求，创新“金课”建设机制、运用机制、管理机制、建设方法和

建设模式；通过分类建设，分层推进，逐步形成“金课”长期孵

化机制，加快推动吉林省“金课”建设；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努

力培育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质量文化，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附件：2019年吉林省高校“金课”建设项目名单 

 

 

                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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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吉林省高校“金课”建设项目名单（A 类、B 类） 

序号 学校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类别 

1 吉林大学 病理学 王医术 常规项目 

2 吉林大学 动物寄生虫病学 张西臣 常规项目 

3 吉林大学 生物化学实验 滕利荣 常规项目 

4 吉林大学 汽车运用工程 刘宏飞 常规项目 

5 吉林大学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陈娟 常规项目 

6 吉林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石瑛 常规项目 

7 东北师范大学 依托学科基于PPBL教学模式的光学课程群建设 李金环 常规项目 

8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课程融合理论的《艺术体验与表现》课程

建设 
尹爱青 常规项目 

9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经典导读 李新 跨校申报 

10 延边大学 社区护理学 李春玉 常规项目 

11 延边大学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 方光秀 常规项目 

12 长春理工大学 微生物学 李景梅 常规项目 

13 长春理工大学 工程材料 黄根哲 常规项目 

14 长春理工大学 国际贸易实务 张肃 常规项目 

15 长春理工大学 单克隆抗体制备之细胞融合 王一东 虚拟仿真 

16 吉林农业大学 
《乳品科学与工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探索与实践 
刘景圣 常规项目 

17 
吉林农业大学 

基于“吉农在线学堂”的高级英语课程建设与

实践 
宋银秋 常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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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吉林农业大学 
《普通植物病理学》线上线下融合式“金课”

建设  
刘淑艳 常规项目 

19 吉林农业大学 
“立德树人”导向下的大学校园足球金课构建：

吉林农业大学足球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张志成 跨校申报 

20 吉林农业大学 公共关系学 邵喜武 跨校申报 

21 吉林农业大学 
玉米秸杆利用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金课的 

建设与实践 
陈光 虚拟仿真 

22 长春中医药大学 内经选读 苏颖 常规项目 

23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医伤科学 赵文海 常规项目 

24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药化学课程建设 陈新 常规项目 

25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药分析学“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 贡济宇 跨校申报 

26 东北电力大学 
《操作系统》线上线下融合的互联网超课堂  

建设 

杨杰明 常规项目 

27 长春工业大学 数据结构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 党源源 常规项目 

28 长春工业大学 《仪器分析》虚拟仿真平台建设 孙国英 虚拟仿真 

29 长春工业大学 《化工原理实验》仿真实验金课建设 孙德 虚拟仿真 

30 吉林师范大学 教师语言 王桂波 常规项目 

31 吉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 
姜大雨 常规项目 

32 吉林师范大学 
基于“MOOC+SPOC+翻转课堂+OJ”的《C语言程

序设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谭振江 跨校申报 

33 吉林师范大学 有机固废厌氧发酵 3D虚拟仿真实训项目 滕洪辉 虚拟仿真 

34 北华大学 《英文电影欣赏》人生篇 于春梅 常规项目 

35 北华大学 融合敏捷教学理念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建设 王冬梅 常规项目 

36 北华大学 
《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金课的建设与应用  

研究 
张亚丽 常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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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北华大学 《外科护理学》的课程建设 张敏 跨校申报 

38 吉林财经大学 
基于 PDCA循环的管理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建设 
崔宏桥 常规项目 

39 吉林财经大学 
“开放互动、多元共生”《中国税制》金课     

建设研究 
赵惠敏 常规项目 

40 吉林财经大学 
“一主体、双融合、六协同”《管理信息系统》

课程建设与实践 
王丽敏 常规项目 

41 吉林外国语大学 计算机与办公自动化 梁燕 常规项目 

42 吉林外国语大学 国际贸易实务 薛雪 常规项目 

43 长春师范大学 计算机组成原理 戴金波 常规项目 

44 长春师范大学 分析化学 毕淑云 常规项目 

45 长春师范大学 英语词源探秘 艾懿 跨校申报 

46 吉林艺术学院 
线上线下贯穿式融合型《国乐室内乐》课程群

的研究与实践 

刘畅 常规项目 

47 吉林建筑大学 
面向全国普通本科土木类专业《荷载与结构  

设计方法》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谢新颖 常规项目 

48 吉林建筑大学 《环境设计概论》混合教学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齐伟民 常规项目 

49 吉林建筑大学 
新工科要求下的《土力学》“金课”建设与     

实践 
王丽霞 常规项目 

50 吉林建筑大学 装配式结构智能建造管理 钟春玲 虚拟仿真 

51 吉林体育学院 “慢投垒球”校际联合金课建设 陈小龙 跨校申报 

52 长春大学 移动通信技术与应用虚拟课程建设 张猛 虚拟仿真 

53 吉林化工学院 工程制图 关会英 常规项目 

54 吉林化工学院 
MIMO-OFDM技术在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应用虚拟

仿真实验 
陈玲玲 

跨校（虚

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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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吉林化工学院 电路理论 于军 跨校申报 

56 长春工程学院 管理学 李丹 常规项目 

57 长春工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李冬冬 虚拟仿真 

58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就业与创业 张存贵 常规项目 

59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报刊编辑实务 姚丽亚 常规项目 

60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民间手工艺 孙丹昱 社会实践 

61 通化师范学院 “长白山满族剪纸”金课建设与实践 王纪 常规项目 

62 白城师范学院 《热学》“金课”建设 杨晓翠 常规项目 

63 白城师范学院 Java程序设计 张强 常规项目 

64 白城师范学院 无机化学 赵晓波 常规项目 

65 吉林医药学院 组织学与胚胎学 徐冶 常规项目 

66 吉林医药学院 急危重症护理学 王明弘 跨校申报 

67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生物化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 常桂英 常规项目 

68 吉林工商学院 财政学 宋学红 常规项目 

69 吉林警察学院 公安信息化基础 彭博 常规项目 

70 吉林动画学院 动画原理 赵桂静 常规项目 

71 吉林动画学院 漫画角色设计 董健 常规项目 

72 长春建筑学院 《路基路面工程》多维度育人课程 李化东 常规项目 

73 长春建筑学院 
基于工程应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混凝土结构

基本原理》课程 
陈敏杰 常规项目 

74 长春财经学院 统计学 马敏娜 常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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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长春财经学院 会计学 邓利梅 常规项目 

76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水泵及水泵站》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建设 
宋玮华 常规项目 

77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金课”建设 刘利 社会实践 

78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 
基于线上线下建设《创新创业实训》课程 宫春艳 常规项目 

79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

信息学院 
大学英语（中西文化交互） 孙晓黎 常规项目 

80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

信息学院 
《市场营销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 苏航 常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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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吉林省高校“金课”建设项目名单（C 类） 

序号 学校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类别 

1 吉林大学 机械原理 冯增铭 常规项目 

2 吉林大学 半导体器件物理 陈占国 常规项目 

3 吉林大学 普通植物病理学 潘洪玉 常规项目 

4 吉林大学 数据结构 杨博 常规项目 

5 吉林大学 工程制图 张云辉 常规项目 

6 吉林大学 汽车设计 王建华 常规项目 

7 吉林大学 钻探设备 赵大军 常规项目 

8 吉林大学 无机化学原理 张丽荣 常规项目 

9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教师教育特色的生物化学“金课”建设 周义发 常规项目 

10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戏剧与教师发展》课程建设 史册 常规项目 

11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融合、追求协同”的应用实践（中学地

理教育）课程建设 
王向东 社会实践 

12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传播学 郑燕林 常规项目 

13 延边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俞爱宗 常规项目 

14 延边大学 “地方红色文化与大学生学习筑梦”社会实践 彭怀彬 社会实践 

15 延边大学 急重症护理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崔香淑 虚拟仿真 

16 长春理工大学 “信号、信号处理及 DSP技术”课程群 李洋 常规项目 

17 长春理工大学 民间文学 尹晓琳 常规项目 

18 长春理工大学 LTE系统组网虚拟仿真实验 郎百和 虚拟仿真 

19 长春理工大学 网络协议与网络病毒虚拟仿真实验 底晓强 虚拟仿真 

20 吉林农业大学 以线下为主结合线上“基础生物化学”金课   宋慧 常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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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实践 

21 吉林农业大学 动物繁殖学“金课”课程体系建设实践与探索 吕文发 常规项目 

22 吉林农业大学 
基于“两性一度”的《模拟电子技术》“金课”

建设 
李士军 常规项目 

23 吉林农业大学 
“创新、融合、拓展式”花卉学课程建设与    

实践 
陈丽飞 跨校申报 

24 吉林农业大学 《作物栽培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规划 邵玺文 跨校申报 

25 吉林农业大学 
曾子《大学》之道及经典文化传承线下“金课”

建设 
崔永军 跨校申报 

26 吉林农业大学 
红花遗传转化与分子检测综合实训虚拟仿真金

课的建设与实践 
李海燕 虚拟仿真 

27 长春中医药大学 基于三个融合的方剂学金课建设项目 张文风 常规项目 

28 长春中医药大学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β冻干粉剂发酵生产 3D

仿真实训 
朱凯 虚拟仿真 

29 长春中医药大学 长白山道地药材认知虚拟仿真实训平台 翁丽丽 虚拟仿真 

30 长春中医药大学 前庭系统解剖及生理病理学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汤勇 虚拟仿真 

31 东北电力大学 
面向工程突出实践的《电力系统分析》金课    

建设 

穆钢 常规项目 

32 东北电力大学 高等数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建设 曲如 常规项目 

33 东北电力大学 《运筹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建设 张杰 常规项目 

34 东北电力大学 
基于虚拟现实仿真技术的能源化工实习实践  

课程建设 
杨春华 虚拟仿真 

35 长春工业大学 《食品化学》线下金课建设 王志兵 常规项目 

36 长春工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下金课建设 董小刚 常规项目 

37 长春工业大学 数字信号处理虚拟仿真金课建设 王宏志 虚拟仿真 

38 吉林师范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 夏宇旭 常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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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北华大学 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线下金课建设—高等代数 杨月婷 常规项目 

40 北华大学 
基于“MOOC+SPOCs+翻转课堂+协同育人”的高

校协同共建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魅力数学 
桑海风 跨校申报 

41 北华大学 油画风景写生 林增伟 社会实践 

42 吉林财经大学 《货币银行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 王丽颖 常规项目 

43 吉林财经大学 经济管理类专业《统计学》金课建设 马秀颖 常规项目 

44 吉林财经大学 《会计专业导论》跨校联合金课建设 卢相君 跨校申报 

45 吉林外国语大学 大学英语 李英涛 常规项目 

46 吉林外国语大学 综合日语 尹胜男 常规项目 

47 长春师范大学 旅游经济学 刘海洋 常规项目 

48 长春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学概论 马建华 常规项目 

49 吉林艺术学院 风景写生 刘兆武 常规项目 

50 吉林艺术学院 
“互联网+”时代《西方音乐史》教学内容重构

与手段创新 

郑艺 常规项目 

51 吉林艺术学院 
跨校联合多位一体思维模式下的《声乐室内乐

小合唱》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研究 
孙冬冬 跨校申报 

52 吉林艺术学院 管弦室内乐（中低音铜管）课 沙柏廷 社会实践 

53 吉林建筑大学 
智慧课堂环境下《水分析化学》课程“金课”

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郭研 常规项目 

54 吉林建筑大学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视域下课程思政与“中国近

代史纲要”课程耦合建设研究 

邱丹丹 社会实践 

55 吉林建筑大学 形势与政策课社会实践金课建设与开展研究 逯原 社会实践 

56 吉林建筑大学 空间建构设计与实训 常悦 社会实践 

57 吉林体育学院 篮球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的研究 刘佳 常规项目 

58 长春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金课”建设研究与    林海燕 常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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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59 长春大学 《高等数学》“金课”建设研究与实践 李映红 常规项目 

60 长春大学 
《大学物理》课程线上线下与虚拟仿真立体化

教学建设 
毕冬梅 常规项目 

61 长春大学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操作系统》混合式   

“金课”的建设与实践 
唐伎玲 常规项目 

62 长春大学 企业经营管理模拟实训 宋兰旗 虚拟仿真 

63 吉林化工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韩丽姝 常规项目 

64 吉林化工学院 汽车发动机性能虚拟仿真实验 李永力 

跨校（虚

拟仿真） 

65 吉林化工学院 “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实践 王英华 社会实践 

66 吉林化工学院 
抗癌药物稀有人参皂苷 Rg3的制备虚拟仿真  

实验 
张跃伟 虚拟仿真 

67 长春工程学院 高等数学 付向南 常规项目 

68 长春工程学院 信号与系统 倪虹霞 常规项目 

69 长春工程学院 电工电子技术 姜志宏 跨校申报 

70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职业生涯规划 董鹏中 常规项目 

71 通化师范学院 幼儿园教育见习与实习 李春琴 常规项目 

72 通化师范学院 走进神奇的长白山植物世界 周繇 常规项目 

73 通化师范学院 “数学分析”混合式金课建设 彭维玲 常规项目 

74 通化师范学院 “映山红”乡村振兴实践行 张秋菊 社会实践 

75 通化师范学院 
长白山道地药材人参栽培、加工及质量检测  

综合实验虚拟仿真教学软件 
刘雪莲 虚拟仿真 

76 白城师范学院 基于“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     崔红艳 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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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创业》金课建设 

77 吉林医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线下金课 

姜淑兰 常规项目 

78 吉林医药学院 系统解剖学 陈禹 常规项目 

79 吉林医药学院 药理学 王艳春 常规项目 

80 吉林医药学院 病理学 赵东海 常规项目 

81 吉林医药学院 外科学临床思维虚拟仿真综合训练 金连海 虚拟仿真 

82 吉林工商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董本云 常规项目 

83 吉林动画学院 广告创意 于洋 常规项目 

84 吉林动画学院 新媒体视听产品策划、制作与推广实践 温丽君 常规项目 

85 长春建筑学院 《室内设计》情境教学课程   于哲 常规项目 

86 长春光华学院 民办高校英语专业基础英语“金课”构建研究 高天枢 常规项目 

87 长春光华学院 
构建基于目标培养，以过程为导向的机械制图

教学新模式 
张学忱 跨校申报 

88 长春科技学院 
《畜产品加工学》线上线下混合“金课”建设

方案与实践 

胡铁军 常规项目 

89 长春财经学院 金融学 张梁雨 常规项目 

90 长春财经学院 管理学 曲丽 常规项目 

91 长春财经学院 大学英语 吴丽丽 跨校申报 

92 长春财经学院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刘成立 社会实践 

93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力学 1》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建设 
梁丽杰 常规项目 

94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给水排水管网系统》线下“金课”建设 陈淑芳 常规项目 



 

 - 11 - 

95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桥梁工程》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 李丹丹 跨校申报 

96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 
《基于虚拟仿真的新能源汽车实验》课程建设 张丽英 虚拟仿真 

97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

信息学院 
“应用光学”金课建设 刘赟 常规项目 

98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

学院 
VBA程序设计开发与应用 陈卓然 常规项目 

99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

学院 

民办高校《食品营养学》“金课”建设计划      

项目 
赵卓 跨校申报 

100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旅游学概论 蔡维英 常规项目 

101 
吉林省电子商务  

学会 
线上线下混合式《电子商务》“金课”建设 王昆 跨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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