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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京 学 院 文 件
西京校教〔2019〕11 号

关于公布西京学院首批精品、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立项结果及经费拨付的通知

各院系、中心，相关处室:

根据《关于开展 2018 年校级重点课程、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西京校教〔2018〕82 号）文件要求，学校开

展了首批精品、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申报立项工作，参评课程共

70 项，其中精品课程 28 门、重点课程 42 门。经学院、中心初

审，教务处组织专家复审，教指委会第 26 次会议审议等程序，

学校共批准《机械设计》等精品课程 15 门、《数控技术与编程》

等重点课程 24 门立项（见附件）。

根据《西京学院本科课程建设管理办法》（西京校〔2018〕

15 号）文件要求，课程建设经费采取一次性批准项目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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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拨付的方式，项目立项拨付总金额的 70%，结项评审通过拨

付总金额的 30%。本次立项课程建设项目总经费 108 万元，首次

拨付经费 75.6 万元，其中精品课程每门建设经费 4 万元,首次拨

付 2.8 万元；重点课程每门建设经费 2 万元，首次拨付 1.4 万元。

课程所属单位作为课程建设主体，应按照有关文件要求,监

督指导项目组进一步完善建设方案，在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深化

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课程资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等方面高标

准、严要求，加强立项课程建设的组织管理和质量监控，定期检

查、指导建设进展情况，为立项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

教务处将对课程建设进行动态管理，定期开展检查、组织建设经

验交流活动。对于建设进展缓慢、措施不得力的项目，学校将予

以通报批评；对于未能完成建设任务、实现预期目标的项目，学

校将不予结项并处罚。

附件：1.西京学院首批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结果一览表

2.西京学院首批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结果一览表

西京学院

2019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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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京学院首批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结果一览表

项目编号 课程名称 学院（中心）
课程
负责人

项目参与人
项目总经费
（万元）

首次拨付经费
（万元）

JPKC201901 机械设计 机械工程学院 王引卫
刘守法 解欢 黄鹏飞

仝崇楼
4 2.8

JPKC201902 土木工程制图 土木工程学院 张郁
孙国宁 石丽辉 唐继武
田呈林 刘小华 郑军兴
李小伟 路程 岳文萍

4 2.8

JPKC201903 应用统计学 会计学院 令伟锋
赵慧丽 窦红宾 任昊源

沈会
4 2.8

JPKC201904 色彩 设计艺术学院 文立磊
徐黎黎 丁聪伟 潘晓东
贾小琳 何玮 王远

4 2.8

JPKC201905 艺术评论与写作 设计艺术学院 王远 文立磊 何玮 华忠凯 4 2.8

JPKC201906 射频设别原理及应用 信息工程学院 王祖良
王旭启 师韵 马亚红
张善文 朱参世 姜杰

4 2.8

JPKC201907 计算机网络 信息工程学院 吕林涛
迟玉红 张玉成 刘影

黄世奇 王天鑫
4 2.8

JPKC201908 线性代数 A 理学院 惠小健
王震 任水利 章培军
陈瑶 薛妮妮 于蓉蓉

石淼
4 2.8

JPKC201909 C 语言程序设计 理学院 李盛
陈明淑 宋宇 万少松

李红波
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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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程名称 学院（中心）
课程
负责人

项目参与人
项目总经费
（万元）

首次拨付经费
（万元）

JPKC201910 自动控制原理 理学院 赵婧 万少松 陈明淑 尚安利 4 2.8

JPKC201911 网络创新创业教育 商学院 杜永红
梁林蒙 危小波 秦效宏

王丽
4 2.8

JPKC201912 新闻评论 传媒学院 樊水科
侯大为 杨柳 薛亚利

郝周成 卫姚伊
4 2.8

JPKC201913 汉英口译 外国语学院 张小花 董春晖 宁静 晁正 4 2.8

JPKC201914 英语视听说 外国语学院 齐阿曼 董春晖 姜薇 舒瑜 段晶 4 2.8

JPKC201915 校园定向运动 体育教育中心 李勇
周伟 冯爱绒 宋曦锺

王顺勇
4 2.8

合 计 6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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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京学院首批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结果一览表

项目编号 课程名称 学院（中心）
课程
负责人

项目参与人
项目总经费
（万元）

首次拨付经费
（万元）

ZDKC201901 数控技术与编程 机械工程学院 董忍娥 张宏伟 李京泽 罗杰 孙凌逸 2 1.4

ZDKC201902 土木工程材料 土木工程学院 权娟娟 王明玉 孙佳伟 刘方 李萌 2 1.4

ZDKC201903 钢结构设计原理 土木工程学院 董芳菲 杨阳 袁晓洒 刘明明 王明玉 2 1.4

ZDKC201904 材料力学 土木工程学院 刘小华 郑军兴 唐继武 梁亚平 张郁 2 1.4

ZDKC201905 管理会计 会计学院 张媛 薛青梅 张原 冯苒 2 1.4

ZDKC201906 税务会计 会计学院 袁显朋
王少华 蔡雨田 司玉娜

刘少东
2 1.4

ZDKC201907 中级财务会计 会计学院 李丽霞
樊春雅 白钰 田明静 杨惠贤

张晓龙
2 1.4

ZDKC201908 计算机设计基础 设计艺术学院 宋馥利 鞠月 王颖 2 1.4

ZDKC201909 素描 设计艺术学院 张文隆 郭红娟 臧卫军 叶岐生 周清 2 1.4

ZDKC201910 设计符号学 设计艺术学院 杨剑威 张杰 景宇 张弘毅 2 1.4

ZDKC201911 居住空间设计 设计艺术学院 齐达
李晨 严晖 卫夏蒙 杨剑峰

赵郧安 邢伟伟
2 1.4

ZDKC20191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信息工程学院 邓海生 李月军 左银波 刘影 张玉成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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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程名称 学院（中心）
课程
负责人

项目参与人
项目总经费
（万元）

首次拨付经费
（万元）

ZDKC201913 数字信号处理 信息工程学院 陈雅蓉
杨亚东 王祖良 黄世奇
霍文俊 马亚红 姜杰

2 1.4

ZDKC201914 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 理学院 段金英 何景峰 张晓娟 宋宇 2 1.4

ZDKC201915 大学物理 A1 理学院 黄海清 徐强 王永仓 魏燕明 周晓华 2 1.4

ZDKC201916 精细化学品合成及应用 理学院 丁思懿
朱敏 任花萍 马强 赵玉真

田少鹏 王登武
2 1.4

ZDKC201917 高等数学 A1 理学院 章培军
任水利 惠小健 王震 郭怡冰

于蓉蓉 刘小刚 李啸月
卢鸿艳 王娇凤 李小敏

2 1.4

ZDKC201918 大学物理实验 理学院 辛督强 张建祥 王倩 罗积军 林鹏 2 1.4

ZDKC201919 电子商务概论 商学院 王冬霞
靳强 危小波 秦效宏

毛展展 王强
2 1.4

ZDKC201920 WEB 程序设计 商学院 文小森 杜永红 梁林蒙 危小波 靳强 2 1.4

ZDKC201921 导游业务 外国语学院 丁爱芹 马妍 朱仁鹏 李晟 唐树艺 2 1.4

ZDKC201922
大学英语

B级
外国语学院 李威 杨晓 孙艺青 张小花 程航华 2 1.4

ZDKC2019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通识教育中心 贾风珍 郭会宁 周洁琼 池芳春 2 1.4

ZDKC201924 健美操 体育教育中心 郄小英 李岩 尤伟 任绍华 2 1.4

合 计 48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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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学院行政中心 2019 年 4 月 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