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贸促字〔2020〕126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商科教育领域的教育科研工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和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经评审，决定

立项全国商科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课题 73 项（详

见附件）。请课题负责人抓紧落实，并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前向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教育培训部提交课题

研究报告。 

本次立项科研课题所需经费均为自筹。为保证科研课题的顺

利开展，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应给予适当比例经费的支持（建议

不低于 5000 元人民币或课题经费的 50%以上）。课题负责人所在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对课题资助经费实施具体管

理。同时请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按照国家部委所属

司局下达的纵向课题对本次立项课题予以认定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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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国商科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 2020年度课题立项

名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

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2020 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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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001 基于 MO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建构与实践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陈  林、李  慧 

SKJYKT-2002 智慧供应链实训平台建设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  勇 

SKJYKT-2003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高职旅游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安  宁 

SKJYKT-2004 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类专业《酒店市场营销》混合式课堂教学创新研究 贵州商学院 蔡  静 

SKJYKT-2005 新商科教育背景下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知识产权研究 广州工商学院 曾素梅 

SKJYKT-2006 1+X证书制度下《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课程教学改革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陈  海 

SKJYKT-2007 模因理论在高职外贸英语函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陈  君 

SKJYKT-2008 双元制育人目标下的高职商科教学信息化研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俊杰 

SKJYKT-2009 基于翻转课堂的情景教学在旅游英语口语中的应用研究  赣南师范大学 陈  璐  

SKJYKT-2010 高职应用型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方法研究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董  浩 

SKJYKT-2011 TPACK 视角下高校商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杜红云 

SKJYKT-2012 联网互+时代提升高职大学生网络消费安全策略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甘迎春、季迪非 

SKJYKT-2013 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会展专业信息智能推荐平台构建研究 贵州商学院 龚雅莉 

SKJYKT-2014 基于“三教改革”视角下会计职业精神与会计职业能力融合培育模式研究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龚  诤 

SKJYKT-2015 新建本科院校商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重构研究 四川文理学院 顾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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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016 情境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商科课程项目化教学研究——以《市场营销学》为例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郭  梁 

SKJYKT-2017 新时代“工匠精神”融入商科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郭晓舟 

SKJYKT-2018 “四融合”视角下经管类专业双创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郝  晓 

SKJYKT-2019 首都高职院校会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何艳琳 

SKJYKT-2020 “一带一路”战略下大学英语课程商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黄俊婷 

SKJYKT-2021 企业经营管理沙盘实训课程融入高职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探索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康  琼 

SKJYKT-2022 基于 OBE 理念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整合营销传播》课程双语教学效果提升策

略研究 
惠州学院 李  芳 

SKJYKT-2023 产教融合视域下地方本科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创新体系研究与

实践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李  慧 

SKJYKT-2024 粤港澳大湾区驱动下佛山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回流的探究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敏仪 

SKJYKT-2025 现代学徒制在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伯超 

SKJYKT-2026 高校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研究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刘  飞 

SKJYKT-2027 基于分层多级理论的酒店服务质量评价模型研究 昆明学院 刘  红 

SKJYKT-2028 基于 OBE 理念的新商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设计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刘尧飞、陈  林 

SKJYKT-2029 智能制造背景下融资租赁模式在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中的研究 武汉商学院 刘义才 

SKJYKT-2030 后疫情时代海外中资企业管理中的跨文化沟通策略研究 四川文理学院 罗明燕 

SKJYKT-2031 基于专创融合的商务英语专业（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探究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吕枚芹 

SKJYKT-2032 基于双能驱动的“金课”建设与实践——以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为例 四川农业大学 蒲  波 

SKJYKT-2033 信息化背景下会展中高贯通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秦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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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034 基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贵州会展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贵州商学院 沈晓夏 

SKJYKT-2035 基于“金课”导向的混合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以高职会展专业课程

为例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施德群 

SKJYKT-2036 民办高校《管理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孙燕飞 

SKJYKT-2037 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研究——以天津职业大学为例 天津职业大学 汤金虎 

SKJYKT-2038 
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的高等职业院校艺术设计项目化教学研究——以品牌

形象设计课程为例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王  方 

SKJYKT-2039 基于泛雅 SPOC平台的全过程考核模式构建与实践 山东协和学院 王爱鸟 

SKJYKT-2040 “双创教育”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专业化发展路径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王翠梅 

SKJYKT-2041 高职高专工商管理类专业国际化课程建设研究——以《人力资源管理》课程

为例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王东亮 

SKJYKT-2042 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实践探索——以生产性服务专业群为例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王海明 

SKJYKT-2043 高职院校职业核心能力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以《统计学》课程为例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王慧颖 

SKJYKT-2044 基于地方外贸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四川轻化工大学 王鹏雁 

SKJYKT-2045 高职会展专业校企合作模式研究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王琪 

SKJYKT-2046 融媒时代下“抖音”视听语言传播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王晓燕 

SKJYKT-2047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东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偏好研究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王秀兰 

SKJYKT-2048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以跨境电商方向为例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王  颖 

SKJYKT-2049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中课程思政融合路径研究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魏  芳 

SKJYKT-2050 新商科背景下陕西省民办高校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西京学院 文小森 

SKJYKT-2051 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高校商科类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巫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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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052 粤港澳大湾区会展业协同发展研究——以珠澳会展业为例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武  旻 

SKJYKT-2053 会展专业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许  欣 

SKJYKT-2054 创新创业教育与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融合互嵌研究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杨  帆 

SKJYKT-2055 “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市场营销特色专业深度产教融合的研究实践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游骏强 

SKJYKT-2056 1+X证书制度试点下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分银行的建设探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于  斌  

SKJYKT-2057 应用型本科商科专业数据分析能力培养的路径探索——以武汉高校为例 武汉商学院 詹  英 

SKJYKT-2058 新冠疫情背景下高校“云课堂”的建设与应用研究------以超星泛雅平台为

例 
大连财经学院 张  帆 

SKJYKT-2059 基于创客空间的项目式学习共同体构建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张桂霞 

SKJYKT-2060 高职会展专业双创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张  静 

SKJYKT-2061 新冠疫情背景下高等院校线上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嵌入性研究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张  荣 

SKJYKT-2062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商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与实践 山东协和学院 张  蕊 

SKJYKT-2063 新媒体短视频营销途径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张艳华 

SKJYKT-2064 新商科背景下本科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广州工商学院 张  艺 

SKJYKT-2065 “工匠精神”时代背景下高职生幸福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钟小燕 

SKJYKT-2066 高职院校扩招实现路径研究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周慧芝 

SKJYKT-2067 商科教育国贸专业中外合作实践体系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袁清文 

SKJYKT-2068 国际化背景的财经类专业建设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黄  瑶 

SKJYKT-2069 虚拟现实技术在会展设计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  郭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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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070 会展专业核心课程信息化教学改革探索——以《招商招展》为例 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  唐  洁 

SKJYKT-2071 基于产教融合的会展人才培养创新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王春才 

SKJYKT-2072 “双一流”目标驱动下高校课程思政体系构建研究 保定理工学院 周少燕 

SKJYKT-2073 长三角乡村旅游标准化体系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罗泽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