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总结过去，温故知新是发展与进步的基本程式。2010 年度管理学院教学及教学管理规范

化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及课程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学院招生规模基本

稳定在 700 人左右。2009-2010 年（第二学期），2010-2011 年（第一学期）跨跃两个学期

的总开课门数分别达 209 门，218 门；开课总学时为 9222.5 学时，8928 学时；平均周学时

为 542.5 学时，496 学时；人均周学时为 6.8 学时，5.8 学时；指导学生毕业论文 817 篇（外

院 26 篇），751 篇（外院 68 篇）；接收修读双学位学生 85 人，68 人；双专业学生 12 人，6 人；转专业学生 33 人，31 人。 2010 年管理学院教学工作处于良性有序的运作状态。学院起动工商管理特色专业 “创

业精英”建设项目，“管理策划”课程改革项目等；建设校级精品课程两门；开设实验、实

践、实训课程 26 门，师生参与教学实践活动踊跃（见表），获奖丰硕（见表）。 
学院党政领导对本科教学工作高度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教师、教学管理团队及实验室

团队积极配合，通力协作，使得学院的教学及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工作的运作改革、创新

及发展欣欣向荣，营造了一个和谐、高效的良好氛围，为我院教学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2010 年是辛苦充实的一年。在喜逢 2011 年新春之季，我们采撷过去一年工

作之茂叶成册，旨在与全院师生共勉！ 
后，恭贺大家新年快乐，事业进步，身体健康!           

管理学院教务办公室  
20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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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商务及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2010 年 4 月 11 日，由深圳大学主办、

管理学院和电子商务协会联合承办的“电子

商务的历史使命——电子商务在深圳”专题

论坛在深圳大学科技楼三号报告厅召开。各

方专家及企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就深圳电子

商务示范市究竟示范什么、电子商务人才培

养模式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我院李丽教

授、张灵莹教授和叶斌副教授分别作了精彩

发言。该论坛受到全校师生和深圳市相关业界的高度赞扬。会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深圳

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0 年 11 月 15 日，由深圳大学主办、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承办、管理学院特约协办的

“2010 中国电子商务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隆重开幕。作为“高交会” 

配套举办的“2010 中国电子商务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汇聚全国专家学者就电子商务的内

在功能，发展问题及战略作了精彩的论辩。论坛融专业性、知识性、应用性为一体，具有强

大的感召力与辐射力，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和管理学院院长陈智民教授分别为大会致辞，

相关老师踊跃发言。此次论坛向全校师生展现了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 新动态和未来的战略

定位。 

（管理学院教务室供稿） 

二、工商管理系特色专业建设“创业精英”计划启动 

根据现代深圳产业发展的特点，未来的商业领导者应该具有某专业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复

合型知识结构。为此我们设立了创业精英课程计划项目，该计划已经纳入 2010 年工商管理专

业培养计划目录中。 

项目培养目标：培养新生代创业精英。 

学生来源：深圳大学各专业背景的、有志于未来创业的优秀学生。 

招生组织：学生需提出申请，参加面试，择优录取。申请时间和申请程序要求与普通双

学位的申请程序和要求相同，面试由专业的委员会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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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在原培养计划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创业模块为核心的课程，创业模块的课程为：

创业学、创业主题研讨、风险管理、企业战略管理、新产品开发、创业法律法规、公司治理、

管理策划、创业模拟。所有取得创业精英项目资格的学生必须完成以上模块课程。 

师资团队：由陈智民、李丽、冯建民、李彤、周志民、崔世娟等 20 余名教师。 

项目特色：项目以创新策划为核心，强化学生的实践环节，并实行导师制完成创新策划。

同时，联合企业、深圳大学创业中心的孵化器共同扶持资助优秀项目的启动。 

（教学系主任李彤老师供稿） 

三、管理科学系人才培养计划全面优化调整 

为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国家信息化建设的人才需求，在深度调研本校在读学生和全国

兄弟院校的办学情况的基础上，经管理科学系全体同仁的努力，对人才培养计划进行了全面

优化调整，修改后的培养计划主要有以下五大特点： 

(一) 对接教指委专业规范，构建与国内高校对话的专业培养平台； 

(二) 突出经典，兼顾发展：优化专业必修课程体系，保留经典知识模块，适度考虑学科发展

的前沿问题； 

(三) 由“技术驱动”向“管理驱动”的培养模式转变，突出在管理学科范畴下的专业特色； 

(四) 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迈进，适应深圳市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五) 努力创建适合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教学系主任叶斌老师供稿） 

四、人力资源管理系修订完善 2010 级专业培养方案 

人力资源管理系全体教师在广泛调研国内知名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培养计划的基础

上，对 2010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进行了深入研讨。集思广益后形成的新专业

培养方案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一是增加专业选修课程所占比重。除了将专业必修课

“人力资源管理导论”调整为专业选修课外，还增加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

源管理法律法规”。调整后专业选修课占课程总学分比例从 25％上升到 27％；二是增加课程

中实践环节的学时。在专业必修课中，“工作分析与设计”增加到 4 个课程设计学时，“绩

效管理”增加到 4 个课程设计学时及 2 个其它学时，“薪酬制度与薪酬设计”增加到 6 个课

New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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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学时；三是继续完善课程体系。将原方案中的“劳动法与员工关系”拆分为“人力资

源管理法律法规”、“员工关系管理”，增加“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取消与其它课程交

叉的“国际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前沿研讨（二）”更名为“人力资源管理方案策划”，

侧重指导学生团队综合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分析解决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提出的人力

资源管理课题。 

（教学系主任王忠老师供稿） 

五、市场营销系“好点子大赛”对接企业电子商务战略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好点子大赛”校园策划活动旨在通过征集全校学生的营 策划

作品，挑选和评选出优秀的策划方案，进而激发大学生的营 创意，提升大学生的市场营 实

战能力。 

2010 年，市场营 系“好点子大赛”在校园再次掀起营 热潮。结合深圳市发展战略，

系主任傅浙铭老师在几家申报企业中选定了“网上天虹”营 策划项目。项目筛选工作刚刚

落幕，“网上天虹”业务部经理便悉数为同学们介绍了天虹业务及市场概况，并对具体事宜

进行了赛前培训，学院刘雁妮老师也作了相关讲座。大赛策划历时 3 个月，参赛学生达 300

余人、80 多个团队。由企业嘉宾和学院专业教师共同组成大赛评审小组，在众多参赛作品中

评出优秀作品 15 分，作品中的创新性思维和独特性营 点子得到天虹营 经理的一致好评，

并成为“网上天虹”企业电子商务营 战略的重要参考。 

（系主任傅浙铭老师供稿） 

六、公共管理系“管理策划”课程聚焦社会热点 

在人才培养上，公共管理系注重将社会热点问题引入课堂。2010 年，在“管理策划”课

程中，热点主题和思路有： 

第一，以十二五规划作为背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题，紧密结合深圳城市发展定

位，以构建民生幸福城市为契机，引导学生撰写公共文化产品——市民文化中心的策划书，从

立项意义、立项依据、经费预算、可行性、约束性条件等维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第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背景，邀请现任官员宝安区民政局长王挹之先生

现身说法，从公平、正义的视角解读了宝安区社会救济制度出台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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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关注问题的理论视角。 

第三，以学生收获为导向，对相关专家和政府官员的讲座，进行定性评估，并及时将评

估结果向有关专家或官员反馈。在授课的主客体之间建立良好互动关系。 

（教学系主任周林刚老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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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教学 

2010 年学院在实验室团队的积极配合下，教学实践有了长足的进展，全院师生参与教学

实践的热情也日益高涨。 

(一) 项目指导 

2010 年管理学院本科生在研、结题的项目共 32 项（见表 1）： 

1. 广东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在研 3项。其中指导教师所属单位分布情况为：实验中

心 1项、管理科学系 2项、工商管理系 1项。（项目所属单位有重叠） 

2. 深圳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结题 20 项、在研 5 项。其中指导教师所属单位分布情

况为：实验中心 15 项、管理科学系 11 项、工商管理系 3项。 

3. 深圳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在研 4项。其中指导教师所属单位分布情况为：实验

中心 2项、管理科学系 3项、工商管理系 1项。 

表 1  2010 年度教师指导学生项目一览表 

项目 

类型 

序

号 

指导教师／ 

主要完成人 
成果名称 

完成 

情况 

指导教师 

所属部门 

1 王小汀/项志文 
基于创业之星系统下的创

业仿真实训 
在  研 实验中心、工商管理系

2 叶 斌/刘子宏 
ERP 沙盘生产计划辅助系统

开发 
在  研 管理科学系 

广东省大学生创

新实验项目 

3 宋广为/肖艺祥 
校园突发事件的信息管理

系统的开发 
在  研 管理科学系 

4 黄凯珊/白宇晨 
“用人之道”财务因素对人

力资源战略的影响分析 
通过/合格 实验中心 

5 李 丽/段振楠 “创业之星”财务成本分析 通过/优秀 管理科学系 

6 
王小汀/黄凯珊 

黄家泉 
创业之星财务现金流分析 

通过/优秀 

三等奖 
实验中心、工商管理系

7 黄凯珊/黄泽灿 
用友杯“创业者”电子沙盘

之工具体系 

通过/优秀 

二等奖 
实验中心 

8 黄凯珊/李翰洁 
关于cesim系统中战略决策

及流程的研究分析 
通过/合格 实验中心 

9 王小汀/林世达 
金蝶软件“经营之道”财务

和市场关系的探讨 
通过/合格 实验中心、工商管理系

10 黄凯珊/林旭英 
“创业之星”财务管理模型

的探讨及应用 
通过/合格 实验中心 

深圳大学实验室

开放基金项目 

11 
李 丽/黄凯珊 

翁  静 

实验室沙盘比赛选拔方案

设计 
通过/优秀 管理科学系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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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序

号 

指导教师／ 

主要完成人 
成果名称 

完成 

情况 

指导教师 

所属部门 

12 黄凯珊/项志文 
用友杯“创业者”电子沙盘

之战略模型制定 

通过/优秀 

一等奖 
实验中心 

13 黄凯珊/郑泽伟 
大赛展示多媒体系统设计

及开发 
通过/合格 实验中心 

14 王小汀/欧慧琴 
创业者电子沙盘指导书撰

写及课件设计 

通过/优秀 

二等奖 
实验中心、工商管理系

15 黄凯珊/张志荣 
手工沙盘引入订单竞标系

统的探讨 
通过/合格 实验中心 

16 潘  锋/夏瑞麟 学生辅助选课系统 
通过/优秀 

三等奖 
管理科学系 

17 潘  锋/梁益燕 
基于 RFID 技术的商品 售

数据挖掘 
通过/优秀 管理科学系 

18 潘  锋/钟迪龙 管理学院复习资源共享系统 
通过/优秀 

三等奖 
管理科学系 

19 宋广为/王云飞 

关 于 云 计 算 （ CLOUD 

COMPUTING）原理及应用的

研究报告 

通过/合格 管理科学系 

20 宋广为/庞 佳 
智能移动终端的计划管理

软件开发研究 
通过/合格 管理科学系 

21 牛 奔/梁容敏 深大网上订场系统 通过/合格 管理科学系 

22 牛 奔/张锦建 校国卡网上圈存系统 通过/合格 管理科学系 

23 叶 斌/郭 振 专业教学事务管理系统 
通过/优秀 

三等奖 
管理科学系 

24 叶 斌/覃志成 
基于安全机制的教学事务

管理系统设计 
在  研 管理科学系 

25 黄凯珊/陈创林 实验室与ERP沙盘的宣传推广 在  研 实验中心 

26 黄凯珊/项志文 商道模拟决策实验 在  研 实验中心 

27 黄凯珊/陈霖鑫 
集团式连 超市沙盘面开

发设计实验 
在  研 实验中心 

28 黄凯珊/黄泽灿 
用友《商战》沙盘营 竟单

系统分析工具的开发应用 
在  研 实验中心 

29 
王小汀/黄凯珊 

项志文 

基于创业沙盘系统构建仿

真制造业创业的实训体系 
在  研 实验中心、工商管理系

30 叶  斌/刘子宏 
ERP 沙盘实训模型原型系统

开发 
在  研 管理科学系 

31 
彭运芳/黄  凯 

李翰洁 

创业之星与 K3 相结合的会

计教学 
在  研 实验中心、管理科学系

深圳大学大学生

创新性实验项目 

32 
李  丽/叶 斌 

洪浩浩 

突发事件下的校园信息传

递网络组织架构设计及系

统开发—以 H1N1 流感为例

在  研 管理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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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验课程 

2010 年管理学院本科专业共开设实验课程 26 门（见表 2）：2009-2010 学年第二学期开

设 11 门，其中管理科学系开设 6门、工商管理系开设 3门、市场营 开设 2门、人力资源开

设 2 门；2010-2011 学年第一学期开设 15 门，其中管理科学系开设 8 门、工商管理系开设 4

门、市场营 开设 3门、人力资源开设 1门。 

表 2  2010 年度管理学院本科实验教学开设情况一览表 

2009--2010 学年第二学期 

序号 
任课 

教师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选课 

人数 

实验 

总课时数 

开课 

系别 

1 潘  锋 2204010101/02 程序设计 117 68 管理科学 

2 王庆鹏 2204992101 数据结构 82 17 管理科学 

3 宋广为 2204992102 数据结构 75 17 管理科学 

4 宋广为 2204993201/02 Web 程序设计 109 68 管理科学 

5 罗汉洋 23040625 电子商务模拟实践 41 34 管理科学 

6 林  梅 2304302101 项目管理 165 32 工商管理 

7 

金元吉 

杨  益 

吴小灵 

23043223 旅游管理综合实验课 34 51 
工商管理 

市场营  

8 丁夏齐 2304800301/02 统计分析与spss应用 131 68 人力资源 

9 柯年满 2204801101/02 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 131 8 人力资源 

10 

王小汀 

李  丽 

叶  斌 

赵  洋 

黄凯珊 

2304990101-05 ERP 理论与实践 200 170 
工商管理 

管理科学 

11 孔  瑞 23049907 客户关系管理 51 34 市场营  

12 彭运芳 23049919 会计电算化 44 34 管理科学 

合  计   1190   

2010--2011 学年第一学期 

序号 
任课 

教师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选课 

人数 

实验 

总课时数 

开课 

系别 

1 宋振晖 22041013 
基于网络的信息系统

设计与实现 
47 36 管理科学 

2 潘  锋 22041016 操作系统 65 36 管理科学 

3 陈智民 2204300701 运筹学 147 2 工商管理 

4 潘燕春 2204300702/03 运筹学 188 4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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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严笑丽 22046010 网络金融学 91 2 管理科学 

6 宋振晖 22046014 
电子商务系统设计开

发 
49 16 管理科学 

7 刘世雄 2204901701/02 营 模拟实验 120 108 市场营  

8 于文生 2204991401/02 企业战略管理 109 32 市场营  

9 林  梅 2204991403 企业战略管理  67 16 工商管理 

10 崔世娟 2204991404/05 企业战略管理  140 32 工商管理 

11 陈  莉 2204991406 企业战略管理  59 16 工商管理 

12 叶  斌 2204992501/02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135 36 管理科学 

13 潘  锋 22049926 高级程序设计  31 36 管理科学 

14 叶  斌 2204994101/02 管理策划  91 40 管理科学 

15 崔世娟 23040049 商业决策模拟实战 48 36 工商管理 

16 包江华 2304301301/02 商品学  165 16 工商管理 

17 丁夏齐 2304312201/02 SPSS 应用  85 72 人力资源 

18 彭运芳 23049919 会计电算化  57 36 管理科学 

19 贺和平 2204900501/02 市场调研  171 4 市场营  

合  计   1865   

 

(三) 实习指导 

2010 年学院本科生专业实习 694 人，占学生总数的 99.3%，其中 324 名学生在实习基地

进行专业实习，占学生总数的 47%，比去年提高 16%。随着实习基地的建设，接收学生人数也

逐年增加。2010 年，学院新建校外实习基地 4 个，目前学院共建设实习基地 21 个，实习基

地使用率为 100%。学院定期维护以保证稳定的实习基地协作关系，及时考核实习基地接收学

生情况，对于没有履行协议的基地，学院及时终止与其的基地合作关系。2010 年暑期，共有

20 名老师参与了专业实习指导工作。（见表 3） 

表 3  2010 年教师指导本科生专业实习信息汇总表 

实习单位名称 指导教师 

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丁  凡 

深圳市和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丁  凡 

深圳市双保良网通科技有限公司 赵  洋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家易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叶  斌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网商网科技有限公司） 赵  洋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百衲九州科技有限公司） 丁  凡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美辰科技有限公司） 赵  洋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戴维尼技术有限公司） 赵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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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单位名称 指导教师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海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赵  洋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酷迅科技有限公司） 赵  洋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美丽同盟科技有限公司） 赵  洋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三十到五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赵  洋 

深圳市深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何发平 

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  梁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郑维东 

深圳市二十一唐人科技有限公司 贺和平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万商联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赵  洋 

学生自主安排实习单位 林  梅 

学生自主安排实习单位 初大智 

学生自主安排实习单位 王小汀 

学生自主安排实习单位 金元吉 

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丁夏齐 

中国 LED 网 刘世雄 

深圳市蒂爵珠宝 贺和平 

学生自主安排实习单位 张转玲 

学生自主安排实习单位 蒋建武 

英华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王  琍 

青和广告有限公司 赵  洋 

深圳市雨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李  彤 

深圳市海岸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郑维东 

深圳市冠牛木业有限公司 刘世雄 

天地网电子有限公司 郑维东 

深圳市科讯数码有限公司 李  彤 

国家统计局培训学院深圳分院（深圳市统计信息培训中心） 郑维东 

学生自主安排实习单位 陈家喜 

学生自主安排实习单位 周林刚 

学生自主安排实习单位 马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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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外讲座 

2010 年管理学院针对本科生共举办 8 场课外讲座（见表 4），赢得了学生的一致欢迎和

好评。 

表 4  2010 年管理学院课外讲座一览表 

序
号 

姓 名 
职称 
职务 

所在单位 题目 时间 地点 

1 李丽 教授 
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 

“新生导学”大讲堂第二讲---泛舟学
海，思筑未来 

10-2-28 
科技楼 

一号报告厅

2 冯念文  处长 
深圳市电商
监管处 

“新生导学”大讲堂第三讲--电子商
务之历史使命 

10-3-26 
科技楼 

一号报告厅

3 邵启华 总经理 
中国五矿集
团五矿证券
理财中心 

股指期货—A股手中的双刃剑 10-4-20 
科技楼 

三号报告厅

4 袁月明 总经理 网商创业园 
新生导学大讲堂系列之“网罗商机” 

讲座 
10-5-6 

科技楼 
三号报告厅

5 蒋加平 董事长 天地龙集团 中国经营大师论坛 10-5-22 
科技楼 

一号报告厅

6 
李  彤 
周志民 
王  忠 

教  授 
教  授 
副教授 

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 

市场营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解读 

10-9-14 
科技楼 

一号报告厅

7 
周林刚 
叶  斌 

教  授 
副教授 

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行
政管理专业解读 

10-9-15 
科技楼 

一号报告厅

8 何梦笔 教  授 
法兰克福 
金融与管理

学院 

管理学院名校名师论坛 
(第 82 期) 

10-12-17 国际会议厅

 

(五) 实践参访 

2010 年管理学院老师共有 6 次带领学生参访企业（见表 5），取得很好的效果，深受学

生欢迎。 

表 5  2010 年教师带领学生参访企业信息一览表 

序

号 

教师 

姓名 
课程名称 学生人数 学生参访单位 

参访 

时间 

1 刘雁妮 促 管理 15 深圳市柴科夫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2010.6 

2 金元吉 酒店管理 60 君悦酒店 2010.6 

3 刘  筱 旅游学概论 12 深圳机场 2010.6 

4 刘  筱 旅游学概论 16 华桥 OCT 创意园 2010.4 

5 刘  筱 旅游学概论 16 华桥 OCT 创意园 2010.6 

6 刘  筱 旅游规划 14 香港尖沙咀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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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质量 

(一) 学生创业 

管理学院一向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在学院老师的指导下，2010 年我院共有 5个学生创业

项目进入校创业园，占全校入园项目的 22.7%（见表 6）。 

表 6  管理学院学生创业项目入园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电话 学院 资助金额 

1 深圳市杜奥科技有限公司 严钦 13424307088 管理学院 10 万+1 年场租 

2 花旦 VTAO 网 阮琪峻 13423956268 管理学院 8 万+1 年场租 

3 
深圳市邦客天下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蔡培钗 13760471930 管理学院 4 万+1 年场租 

4 高校图文及创意服务平台 纪坤铭 13823680901 管理学院 4 万+1 年场租 

5 新型电子商务猎人网 邱晓峰 13760112651 管理学院 4 万+1 年场租 

 

(二) 学生读研 

近年来，管理学院本科生读研深造的人数逐年增加，其中很多同学在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高校留学深造。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管理学院有 20 位本科生

考取英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各地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见表7）。 

表 7 管理学院本科生考取硕士研究生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毕业专业 考入学校 

1 梁苑婷 市场营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商学院 

2 陈志鸿 行政管理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 

3 黄贤武 行政管理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4 周招美 行政管理 东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5 王晓蕾 人力资源管理 香港城市大学商业资讯管理专业 

6 田思颖 人力资源管理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专业 

7 刘  旸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 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商贸专业 

8 方敏琪 人力资源管理 香港城市大学商业资讯管理专业 

9 刘惠亭 市场营  香港岭南大学经济学院 

10 蒋晨吉 工商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11 李泳涛 行政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12 廖旭佳 行政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13 李晓刚 工商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14 涂  谦 行政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15 李夏茹 人力资源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16 刘  珺 工商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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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毕业专业 考入学校 

17 颜婵玲 人力资源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18 刘群玲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19 姚芳敏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20 陈侣勉 电子商务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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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2010 年管理学院老师获得教研立项课题 19 项（见

表 8），内容涵盖学位教育、发展及改革、教学管理、精品课程及双语课程建设等；发表教

研论文 2 篇（见表 9）、编写教材 3 部（见表 10），这些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管理学院教学改

革和学科发展。 

(一)教研项目 

表 8  2010 年度教研项目一览表 

序

号 

教师 

姓名 
项目类型 

课题 

名称 
立项单位 起讫时间 

1 李丽 
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改革研究项目 

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协同发

展研究——以地方高校管理

科学学科为例 

广东省学

位委员会 
2009.12-2011.12

2 潘锋 
深圳大学第二批“三性试

验” 

网络组播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深圳大学 2009.12-2010.12

3 马利军 深圳大学教学科研项目 

教学研究型大学成立研究中

心对本科教学促进作用的实

证研究——以《供应链物流管

理》课程群为例 

深圳大学 2010.09-2011.08

4 马利军 
深圳大学青年教师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ISM模型的高校双语教学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物

流管理》为例 

深圳大学 2010.12-2012.11

5 赵  洋 
深圳大学青年教师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开放式自主学习的实践

教学方法研究 
深圳大学 2010.12-2012.11

6 王庆鹏 
深圳大学青年教师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 

信管专业创新型实验实践教

学研究 
深圳大学 2010.1-2012.11

7 初大智 
深圳大学青年教师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深圳大

学管理类课程学业评价模式

研究 

深圳大学 2010.1-2012.11

8 王小汀 
深圳大学校级 

精品课程建设 
ERP 理论与实践 深圳大学 2010-2011 

9 谭功荣 
深圳大学校级 

精品课程建设 
公务员制度 深圳大学 2010-2011 

10 黄凯珊 
深圳大学设备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 

ERP 电子沙盘实训课程的设计

与实施 
深圳大学 2010.10-2011.10

11 罗汉洋 
深圳大学设备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 

实验教学中信息素质提升与

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 
深圳大学 2010.10-2011.10

12 马利军 
深圳大学设备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 

《供应链物流管理》课程群实

验教学创新模式研究 
深圳大学 2010.1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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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师 

姓名 
项目类型 

课题 

名称 
立项单位 起讫时间 

13 刘  军 
深圳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聚徒教学项目 
人才学与城市人才发展 深圳大学 2010—2012 

14 周林刚 
深圳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聚徒教学项目 
弱势群体社会参与研究 深圳大学 2010—2012 

15 高  梁 

深圳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优秀公共选修课程

建设项目 

非政府组织研究 深圳大学 2010—2012 

16 王小汀 

深圳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教学成果奖培育项

目 

基于“情境”环境的管理类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创建与实施 
深圳大学 2010—2012 

17 刘雁妮 

深圳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教学成果奖培育项

目 

市场营 专业校企合作实践

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深圳大学 2010—2012 

18 张万坤 
深圳大学双语教学扶持

课程 
国际事务管理 深圳大学 2010—2012 

19 马利军 
深圳大学双语教学扶持

课程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 深圳大学 2010—2012 

  

（二）教研论文 

表 9   2010 年发表的教研论文一览表 

序号 
教师 

姓名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或论文集) 发表时间 

1 崔世娟 
高等院校办学特色与核心能力研

究综述 
教育与现代化 2010 年第 4期 

2 
黄凯珊 

王小汀 

企业模拟实训教学模式的探讨和

评价 

深圳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研究基金成果汇编 
2010 年 11 月 

 

（三）教材编写 

表 10   2010 年出版的教材一览表 

序号 教师姓名 本人角色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年月 

1 

张多中 

侯莉颖 

杨龙芳 

主编、副主编 《管理学原理》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10 

2 郑维东 副主编 《政治学概论》 西南大学出版社 2010.08 

3 黄卫平 参编 《政治学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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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教学成果获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0 年管理学院教师在精品课程、课堂教学、教学实践、教学团队、

实习指导、教学管理等方面共获得教学成果奖项 24 项，其中厅级教学成果奖项 1 项、校级

18 项、院级 5项。（见表 11） 

表 11  2010 年教师教学成果奖一览表 

序号 
教师 

姓名 

奖项 

名称 
颁奖单位 

成果名称 

（获奖名次） 

颁奖 

时间 

1 周志民 广东省青年岗位能手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十大杰出青年岗位能手 2010.01 

2 程斌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一等奖 2010.07 

3 陈莉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一等奖 2010.07 

4 宋广为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一等奖 2010.07 

5 高梁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一等奖 2010.07 

6 丁凡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二等奖 2010.07 

7 杨云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二等奖 2010.07 

8 张涛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二等奖 2010.07 

9 林梅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二等奖 2010.07 

10 牟金洲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二等奖 2010.07 

11 吴艺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二等奖 2010.07 

12 周志民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二等奖 2010.07 

13 刘军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二等奖 2010.07 

14 马欣川 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 深圳大学 二等奖 2010.07 

15 张维燕 第三届优秀本科教学管理奖 深圳大学 教学管理先进个人 2010.07 

16 金元吉 2010 本科实习指导工作 深圳大学 优秀实习指导老师 2010.12 

17 赵洋 2010 本科实习指导工作 深圳大学 优秀实习指导老师 2010.12 

18 何发平 2010 本科实习指导工作 深圳大学 优秀实习指导老师 2010.12 

19 丁凡 2010 本科实习指导工作 深圳大学 优秀实习指导老师 2010.12 

20 崔世娟 2010 管理学院教学奖 管理学院 教学实践创新奖 2010.12 

21 黄凯珊 2010 管理学院教学奖 管理学院 教学实践贡献奖 2010.12 

22 陈思佳 2010 管理学院教学奖 管理学院 教学实践贡献奖 2010.12 

23 刘军 2010 管理学院教学奖 管理学院 优秀教学团队奖 2010.12 

24 王小汀 2010 管理学院教学奖 管理学院 优秀教学团队奖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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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指导学生获奖 

2010 年管理学院老师在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比赛中获奖 24 项，其中获得国家级奖项 7项、

省部级奖项 4项、校级奖项 8项、院级奖项 5项（见表 12、13）。各类大赛充分展现了管理

学院学子的风采。 

表 12  2010 年教师指导学生获奖一览表（校外比赛） 

序号 教师姓名 参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获奖级别 获奖时间 

1 崔世娟 
“尖峰时刻”商业

模拟比赛 

中国发展中管理与创

业教育联盟、芬兰

CESIM 

全国 

亚军 
2010.4 

2 周志民 
全国高校市场营

大赛 

中国市场学会、教育

部考试中心、中小企

业国际协会 

三等奖 2010.10 

3 
王小汀 

黄凯珊 

2010 全国大学生管理

决策模拟大赛全国总

决赛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合会

全国二等奖、优

秀组织奖、优秀

指导教师奖 

2010.07 

4 

王小汀 

黄凯珊 

李丽 

“用友杯”第六届全

国大学生创业设计暨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全

国总决赛 

国家精品课程资源中

心、中国大学生在线、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

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全国创业论文一

等奖、沙盘对抗

二等奖 

2010.08 

5 
崔世娟 

黄凯珊 

第二届“尖峰时刻”

全球商业决策模拟

挑战赛复赛 

中国发展中管理与创

业教育联盟、芬兰

CESIM 

六支队伍分别以

小组第一、二晋级
2010.3 

6 
崔世娟 

黄凯珊 

第二届“尖峰时刻”

全球商业决策模拟

挑战赛中国区总决

赛 

中国发展中管理与创

业教育联盟、芬兰

CESIM 公司 

本科、MBA 组分别

获亚军、季军、

两个 佳团队合

作、 佳指导教

师、 佳组织奖 

2010.04 

7 

崔世娟 

黄凯珊 

张江乐 

刘雁妮 

潘燕春 

第三届“尖峰时刻”

全球商业决策模拟

挑战赛初赛 

中国发展中管理与创

业教育联盟、芬兰

CESIM 

17 支队伍第一名、

5 支队伍第二名、1

支队伍第三名 

2010.12 

8 刘雁妮 

第三届建行“e 路

通”杯全国大学生

网络商务创新应用

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团

中央指导，中国互联

网协会等主协办 

两广分赛区一等

奖，全国总决赛

二等奖 

2010.5 

9 
王小汀 

黄凯珊 

第四届广东省大学

生科技学术节之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
广东省三等奖 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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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师姓名 参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获奖级别 获奖时间 

李丽 “用友杯”ERP 沙盘

模拟大赛 

科学技术厅、广东省学

生联合会 

10 
王小汀 

黄凯珊 

2010 全国大学生管

理决策模拟大赛南

部大赛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合会
南方区二等奖 2010.06 

11 周林刚 青苹果计划大赛 共青团中央、搜狐网 优秀报告三等奖 2010.11 

 

表 13  2010 年教师指导学生获奖一览表（校内比赛） 

序号 指导老师 比赛名称 获奖类别 作品名称 获奖时间

1 潘锋 
深圳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

项目 
三等奖 

学生辅助选课系统（实验室

开放基金项目） 
2010.12 

2 潘锋 
深圳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

项目 
三等奖 

管理学院复习资源共享系

统（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2010.12 

3 潘峰 
第七届“创新杯”课外管

理作品大赛决赛 

管理创意类

一等奖 

学生学分管理与毕业测试

系统 
2010.4 

4 柯年满 
第七届“创新杯”课外管

理作品大赛决赛 

管理创意类

二等奖 

高校社团管理研究——以

深圳大学为例 
2010.4 

5 李  丽 
第七届“创新杯”课外管

理作品大赛决赛 

管理创意类

三等奖 

智能座位管理系统的设计

与实施—以深圳大学图书

馆为例 

2010.4 

6 贺和平 
第七届“创新杯”课外管

理作品大赛决赛 

创业企划类

二等奖 
动漫星探发展有限公司 2010.4 

7 刘世雄 
第七届“创新杯”课外管

理作品大赛决赛 

创业企划类

三等奖 
租租馨家具租赁有限公司 2010.4 

8 刘  军 
第七届“创新杯”课外管

理作品大赛决赛 

调研报告类

二等奖 
生态文明在深（2009-2010） 2010.4 

9 周林刚 
2009-2010年管理学院“挑

战杯”院内选拔赛决赛 

社科调研类

第一名 

社会资本与居民社区参与

--基于深圳 3 个村改居社

区的实证分析 

2010.11 

10 曾锡环 
2009-2010年管理学院“挑

战杯”院内选拔赛决赛 

社科调研类

第二名 

城市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与

政府支持机制研究 
2010.11 

11 马欣川 
2009-2010年管理学院“挑

战杯”院内选拔赛决赛 

社科调研类

第三名 

环保袋成功普及因素研究

（以深圳为例） 
2010.11 

12 张定淮 
2009-2010年管理学院“挑

战杯”院内选拔赛决赛 

社科调研类

第四名 

香港特区功能界别选举制

度存废的理性探究—以法

理学和政治学为透析视角 

2010.11 

13 刘  军 
2009-2010年管理学院“挑

战杯”院内选拔赛决赛 

社科调研类

第五名 

欠薪成因及治理路径的劳

动力产权视角讨论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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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建设（2010 年增补） 

2010 年是管理学院教学工作及教学管理规范化向精致化转化的一年。自 2006 年评估以

来，学院一直将教学与教学管理规范化作为工作的重点，2009 年基本完成主流教学管理制度

建设。其中，制定了《管理学院教师工作指引》等七套管理手册，并实施管理学院“10 项教

学奖励制度”。经实践检验，2010 年教学管理又修订和增补“管理学院监考分配细则”等 4

项管理条例，并建立教学管理制度动态完善机制，以此来保证管理精致化水平的逐步提高。 

(一) 管理学院本科专业实习细则要点 

1. 带队实习是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实习指导任务应由在岗教师轮流担

任，每位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不应少于 20 人。 

2. 专业实习形式采用学院统一组织在实习基地实习和学生自行联系单位实习两种方式。

一般安排在大三暑假进行，时间为 3周（15 个工作日）。 

3. 各系选派教师带队指导学生实习，指导教师在实习期间不少于两次跟访指导。 

4. 成立各系实习协调小组，由各系分管教学工作的系主任负责。 

5. 实习结束后，指导教师对实习质量进行评估，批阅实习报告与鉴定表，并发放实习补

助费。 

(二) 期末监考分配细则及职责要点 

监考工作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了每学期安排

监考工作细则。 

1. 全学年监考种类：开学初缓考、新生入学能力测试、成人学士学位外语考试、四六级

考试、公务员考试、期末自行安排考试、期末考试等。 

2. 按教务处要求，我院每学期监考总次数约为 1000 余次，人均约 10 次左右。 

3. 安排监考原则：人均监考次数=（期末监考总次数+平时监考次数）÷监考教师人数 

（分配细则见《管理学院教师工作指引》）。 

4. 平时本科教学的各种监考均可抵消期末总监考次数。 

5. 监考通知下发后，监考教师若因特殊情况不能完成监考任务，需自行联系学校在编在

岗教师替代。监考时间、地点等信息由监考教师本人负责告知，并填写《监考教师变

更申请表》后，报学院教务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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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请管理学院辅修、双专业、双学位暂行规定要点 

1. 申请学生应在大学入学后第四学期的第 9 周至 10 周内向管理学院（文科楼 2423E）

提出申请。（细则见《管理学院修读指南》） 

2. 经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同意后，于第四学期第 14 周左右在学院网页上公布

录取学生名单。 

3. 按照学校的规定，辅修课程至少修满 20 个学分，双专业课程至少修满 50 个学分;双

学位课程至少修满 50 个学分和毕业论文 10 个学分，一共应修满 60 个学分，才可获

得相应的证书或学位。 

(四) 分专业细则要点 

管理学院采取宽口径招生模式，学院在新生入学后第三学期的第 3-8 周开展分专业工作。

细则如下： 

1. 分专业工作流程 

 开学第三周（具体时间将发布在校园公文通里），各专业召开专业介绍会，主要介绍

各专业特色以及就业趋势、为学生选报专业答疑等。 

 预选阶段：学生于第六周熟悉系统并按照系统要求预填报志愿。 

 正式填报志愿阶段：学生于第七周正式填报志愿。 

 系统根据学生志愿和前两学期成绩绩点择优录取，录满专业限额为止。 

 分专业名单将于院内网页公示 2个工作日后确定。 

2. 第二次微调原则 

分专业结束后，未满足前三个志愿的学生，在目标专业人数未满的前提下，可申请第二

次微调专业，申请资格为： 

 第二学年平均绩点在 2.8 以上（必须含目前所在专业必修课）； 

 第四学期选修两门目标专业必修课，成绩均在 B以上。（详见管理学院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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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0 年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摘要 

(一)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03-22） 

布置 2010 级培养方案修改制定工作，主要做出五个方面的调整： 

 各专业毕业课程总学分要求调整为 162 学分； 

 综合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学分比例由原来的 3：4：3调整为 3：3：4； 

 专业限选学分由原来的 28 分下调至 20 分左右； 

 课程的文理科性质应固定，不得随意更改； 

 第七学期适当减少专业必修课。 

(二)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03-29）  

培养计划整改和校级教研项目申报： 

 已完成培养计划整改调研，软件学院的《计算机基础》由原来的 8 学分改为 5 学分，

减少的 3学分调整到其它必修课程中； 

 期中教学检查：严禁教师考前划重点，保证考核的公平和公正； 

 通告上学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管理科学系的毕业课程总学分由原来的 167 学分调整为 162 学分，减少的学分可考虑

以公选课的形式开设学科前沿课程； 

 落实聚徒讲学模式研究及教研项目申报工作。 

(三)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04-19） 

2010 级本科培养方案和毕业论文答辩工作的落实： 

 对计算机基础课程进行调整，学生可根据兴趣自由选读； 

 确定毕业论文答辩日程，各系落实专业实习指导教师名单。 

(四)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04-26） 

布置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评选工作和校级教研项目立项工作： 

 根据网上测评结果，筛选管理学院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候选人； 

 通报 2010 年度校级教研项目立项工作情况：聚徒讲学项目、优秀公共选修课程建设项

目、教学成果奖培育等项目； 

 审核学院 2010 级各专业培养方案初稿修订情况。 

(五)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05-10） 

评选第三届优秀本科课堂教学奖和布置校级教研项目申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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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专业名额分配以及学校评选要求和学院教学奖励评选办法，评出“管理学院第三

届本科课堂教学奖”19 名获奖教师； 

 布置“深圳大学本科校级教研项目”的申报工作； 

 布置本科优秀毕业论文和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工作。 

(六)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06-09） 

校级教研项目申报材料审核和 2007 级本科生专业实习安排： 

 审核校级教研项目申报材料； 

 布置 2007 级学生专业实习工作； 

 目前，我院已建 27 个实习基地，会议根据专业实习协议要求筛选出符合资格的实习基

地 22 个。2007 级实习学生 701 人，实习基地接受实习人数 450 人，剩余学生自主安

排专业实习； 

 会议讨论并解决了学生实习期间买保险问题； 

 讨论修定了申请我院双学位、双专业和辅修的暂行规定。 

(七)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06-21） 

落实 2007 级本科生专业实习工作和实习基地建设与维护： 

 落实 2007 级本科生专业实习工作； 

 实习基地建设与维护工作，根据近两年实习安排经验，会议听取并采纳了王忠老师建

议，决定今后实习基地的建设与维护工作将分配到相应专业，落实到人； 

 确定任课教师教学任务确认签名制。 

(八)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09-06） 

讨论并确定 2009 级分专业细则，组织各专业开展分专业介绍会： 

 讨论并确定了 2009 级分专业细则（见规章制度）和各专业接收学生人数限额； 

 组织各专业开展分专业介绍会，主要形式包括“铿锵三人行”、企业知名人士解读； 

 会议讨论并确定 2011 年本科生推免研究生基本条件和相关程序。 

(九)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10-18） 

落实 2010 级新生导师配置工作： 

 传达学校关于新生配置导师文件精神和分配方法； 

 各专业确认教师的 Office Hour； 

 落实我院教学奖项评选工作，由老师先行申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教师申报材

料推选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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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近年来市场需求，拟建设以下专业和方向：由市场营 专业和信息系统与信息管

理专业合作办学开设的“资讯营 ”双专业；行政管理专业拟开设“高级文秘方向”； 

 根据学校关于本科课程主讲与助讲任课制文件精神，将我院《计算机基础》、《ERP

理论与实践》和《商业决策模拟实战》课程作为试点课程。 

(十)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11-01） 

布置 2007 级本科生毕业论文撰写工作、本科教学工作总结报告： 

 安排 2007 级本科生毕业论文撰写工作； 

 听取民主生活会意见，打破专业界限，对 2007 级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进行优化； 

 会议初步确定了 2007 级毕业论文答辩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7 日； 

 李丽副院长做本科教学工作总结报告：2006 年至今的教学工作和成果总结，未来四年

规划---主要围绕整顿教风和学风等方面开展工作； 

 推进制度建设，学院教务室根据实习指导大纲编撰“实习指导教师工作流程图”； 

 学院计划于 2011 年 9 月份出版《本科教研论文集（4）》； 

 总结 2007 级本科生专业实习工作。 

(十一)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11-29） 

评审 2010 年度管理学院教学各项奖项： 

 管理学院教学奖项评审； 

 教学实践贡献奖评审； 

 评选出 8 个学生竞赛奖后奖，其中 7 个团体获“国家级奖后奖”，1 个团体获“省级

奖后奖”。 

(十二)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12-20） 

第四届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和教研论文集征稿： 

 确定第四届本科教学工作会议时间和地点，布置相关工作任务： 

第一部分：工作总结和未来四年本科教学计划 

第二部分：专题报告 

第三部分：对本年度获得我院十大教学奖励的优秀教师颁奖 

 《教研论文集（4）》征稿通知。 

(十三) 【会议摘要】本科教学教务工作例会（2010-12-27） 

布置和落实第四届本科教学工作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 

 落实会议的议程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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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本科教学年报》栏目分工，具体栏目： 

 实践教学：本年度实验、实训课程、学生实践项目； 

 教学成果：本年度各级教研项目、专著、论文等成果； 

 学生竞赛：本年度专业实习成果和相关活动简介； 

 学院改革：学生创业项目、特色项目和创业精英班教学计划； 

 课堂教学：新生导学大讲堂、分专业咨询会和各种讲座、参访； 

 教学奖励：制作教学奖励成果表格、获奖教师信息采集； 

 制度建设：更新学院制定的部分教学工作规定和程序。 

 本年度教学工作总结和未来四年工作规划； 

 《教师工作指引》第三版修订和印刷工作。 

三、问题与今后工作思路 

(一) 存在问题 

教学与教学管理是教学单位 基本的核心工作，需要常抓不懈。2010 年尽管我们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也需看到存在的问题： 

 管理学院学生众多，教学层次交错，特别是随着学科建设发展，师资资源压力也随之

突出，因此，如何通过精致管理提高效率是我们近期面临的问题之一。 

 管理是综合性学科，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如何调整培养方案，因才施教，保证人才培

养质量也是一项亟待探讨的问题。 

 管理学院学科跨度大，学生入学后第三个学期才分专业，专业目标模糊使很多学生丧

失学习积极性，如何帮助他们认知自己、了解专业、改善学风已迫在眉睫。 

(二) 今后工作思路 

1. 以管理制度创新为重点，建设规范化、程序化服务流程。 

 完善管理制度体系，推进精致管理，构建开放灵活的教学管理运行机制； 

 提供规范化、程序化教学管理与服务，改善学风、教风。 

2. 提升教学管理效率水平，全面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 

 倡导使用 webcc，跟进课程管理，加强教学管理信息发布系统建设； 

 建立 Q群邮箱系统及学院管理公共硬盘，提高教学及管理资源共享水平。 

3. 从课堂教学入手，以教学过程监控为重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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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学业考核方式，试行实施“七三开”的学业考核方式及“助

教”等教学改革方案，营造全程紧张的教学过程； 

 加强精品课程、双语教学课程建设； 

 继续探索创业型、研究型、学科交叉型、校企联合培养型等人才培养模式； 

 鼓励师生开展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和“三性”实验项目，增强实习基地建设力度，加

强对学生实习、实验、实训的规范化管理，力争达到实践环节有效控制。 

管理学院教师不仅是管理知识的传授者，更应是管理理念及方法的实践者、开发者。管

理的学问博大精深，人才培养的重任路漫漫兮修远矣，但可以相信只要我们有心、不懈的上

下求索，我们的愿景一定会逐渐显现！ 

四、管理学院教研论文集征稿通知 

为进一步推进我院创新创业教学工作，展示我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所取得的成果，我院

决定开展以“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为主题的征稿活动，具体事项说明如下： 

(一) 征稿对象： 

面向管理学院全体师生征稿。 

(二) 征稿主题：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 

(三) 主要栏目： 

1.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2. 教学实践与课程改革研究； 

3. 专业建设与国际化研究； 

4. 大学生实践与创业项目研究； 

5. 其他相关教研文章。 

(四) 来稿须知： 

1. 每篇来稿需注明“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 、“系别”、“项目资助情

况”以及“参考文献”，正文中所引文献需按学报类刊物的规范注明出处； 

2. 论文格式：标题用黑体二号字，副标题、单位、姓名三号仿宋，正文用五号宋体字，

小标题用黑体小四号字（word 格式）； 

3. 交稿方式：以 word 形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ssm1107@sina.com，请注明“论文征稿”，

文档名称为“专业+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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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稿件字数不少于 3千字，内容真实，不得抄袭； 

5. 本刊有权对所刊登稿件作适当加工、删改； 

6. 截稿时间：2011 年 5 月 8 日。 

(五) 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少敏    电话：26536121    E－mail：ssm110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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