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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学院文件 
校教字〔2015〕9 号 

 

关于公布 2015 年度新乡学院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新乡学院精品课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院教字

〔2009〕5 号）文件精神，通过教学委员会评审, 经第 167

次院长办公会批准，确定《管理学》等 25门课程为 2015年

度新乡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现予以公布。 

请各院（系、部）高度重视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工作，

认真做好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保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网上资源的不断更新，充分发挥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教学工

作中的示范作用，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附件： 2015年度新乡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名单 

                                    2015 年 5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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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5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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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 年度新乡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主要成员 所属院系部 
2015年建设经

费（元） 

XJJPZY2015-01 管理学原理 宋一凡 
郭玉杰 张翊 李蛟 韩楠 王贺强 

冷小杰 
商学院 10000 

XJJPZY2015-02 审计学 赵素琴 姚进才 李婉 马晨晖 王燕 张诚 商学院 10000 

XJJPZY2015-03 中国古代文学 王汇涓 

陈秀玲 夏继先 毛建军 李辉 甘良

勇 纪晓华 刘瑞芳 马建华 王建亮 

樊宇敏 梁琨 

文学院 10000 

XJJPZY2015-04 现代礼仪 韩辉 
左攀峰 王爱民 成怡 郭俊锋  梁

琨 
文学院 10000 

XJJPZY2015-05 语言学概论 袁蕾 刘晓军 李德敏 王向阳 张茜 文学院 10000 

XJJPZY2015-06 古代汉语 左建 
李进立 袁蕾  郭庆林 毛建军 韩

李  黄瑶 
文学院 10000 

XJJPZY2015-07 英语教学法 刘亚娜 
李艳叶 董爱华 鲁静 路艳霞 金莉 

吕倩 王雪玲 
外国语学院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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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主要成员 所属院系 
2015年建设经

费（元） 

XJJPZY2015-08 制剂工程 陈国胜 丰贵鹏 杨玉萍 陈珂君 化学与化工学院 10000 

XJJPZY2015-09 分析化学 郝迷花 林茹 刘冰 魏正妍 王艳博 葛传君 化学与化工学院 10000 

XJJPZY2015-10 仪器分析 刘冰 杨军 郝迷花 魏正妍 林茹 葛传君 化学与化工学院 10000 

XJJPZY2015-11 中学化学课程教学设计 梁宇 苏天鹅 韩虹 郭俊胜 苗超林 化学与化工学院 10000 

XJJPZY2015-12 特殊材料及加工 张国智 
陈曦 侯树森 周宁 张烨 郝艺萌 

贾焕丽 
机电工程学院 10000 

XJJPZY2015-13 电气与可编程控制技术 郭贵中 杜川 牛联波 刘贵敏 机电工程学院 10000 

XJJPZY2015-14 多媒体技术 郭东峰 
朱楠 赵晓莉 刘兴瑞 叶涛 方丽娜 

王芸 李栋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10000 

XJJPZY2015-15 计算机网络 邝涛 李林涛 尚游 李继光 田亮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10000 

XJJPZY2015-16 管理学 孙江超 
王鹤林 王春胜 李光辉 刘洋 王改

英 李庆伟 王曼 韩丹阳 
管理学院 10000 

XJJPZY2015-17 成本会计学 夏萍 
赵楠 李敏 董素玲 李大伟 孙利珍 

刘洋 
管理学院 10000 

XJJPZY2015-18 战略管理 马东俊 
王春胜 刘洋 周斌 王孟琪 朱艳 

刘文静 韩丹阳 
管理学院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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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主要成员 所属院系 
2015年建设经

费（元） 

XJJPZY2015-19 学前教育史 但柳松 
刘春梅 杜宝芳 耿俊霞 张婕 冯静 

臧艳美 
教育科学学院 10000 

XJJPZY2015-20 广播电视节目创作基础 聂绛雯 
田瑞敏 贾音 李娟 王融化 商忠 

马蕊 
新闻传播学院 10000 

XJJPZY2015-21 
学校音乐教学导论与教材

教法 
霍磊 

孙瑶 王风雷 罗雪娇 孙璟娜 王晓

丹 徐娜 
音乐系 10000 

XJJPZY2015-22 热力学统计物理 徐彦 

程素君 姚恺 赵红枝 宋薇 陈泽章 

蒋利娟 王斌 张向丹 付喆 吴花蕊 

梁彦天 赫丙玲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

院 
10000 

XJJPZY2015-23 免疫学 朱艳平 
岳锋 何勇 李慧 李鹏 任敏 朱风

荣 毛雪飞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000 

XJJPZY2015-24 分子生物学 毛雪飞 
孙国鹏  张万方  孙寅玮  李鹏 

张艳芳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000 

XJJPZY2015-2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张云霞 郭金玲 万庆 张强 刘钊 张家菖 社会科学部 10000 

合计 250000 

注：建设期 3 年，建设经费分批逐年划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