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贸促字〔2020〕125号 

 

各有关单位： 

第十二届全国商科教育实践教学大赛评审工作已经完成。根

据各商科院校和教育软件开发企业的推荐，经大赛组委会初评，

专业评审组专家评审，评审委员会审定通过，共评出专业建设整

体实践教学方案 17 项、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方案 45项、配套实践

教学方案 5 项、多媒体教学课件 15 项和教学软件 2 项。现予公

布。 

 

附件：1. 专业建设整体实践教学方案 

2. 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方案 

3. 配套实践教学方案 

4. 多媒体教学课件 

5. 教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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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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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10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西安培华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实

践教学方案创新设计与实践 
西安培华学院 樊晓军 

2 会展经济与管理 贵州商学院 

龚雅莉、唐明贵、沈晓夏、

肖璐、陈娴、何雪、何纪翔、

袁婷婷 

3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组织学习

型整体实践教学方案设计 
三江学院 何萍、王丽 

4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深化校企

协同育人探索与实践——以西

京学院京东校园实训中心为例 

西京学院 
何媛、葛伟、李云飞、赵郁

园 

5 
高职网络营销专业实践教学方

案设计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刘春艳、刘建超、魏湛冰、

于美英 

6 
市场营销（现代学徒制）专业

实践方案设计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凤林 

7 

“双引领、双促进、一体两翼”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群实践教

学方案设计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

院 
薛山、江雪、杜梦、刘真明 

8 

基于学生、学校、社区、社会

共创的旅游管理专业生产性实

习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重庆理工大学 
杨光明、刘军跃、李军锋、

张帆、陈也、罗垚 

9 
基于岗位能力需求的智慧物流

人才培养一体化建设方案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于斌 、陈勇、王晓明、任慧

玲、孔令建、魏子翔 

10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的整体实践

教学方案 
大庆职业学院 佟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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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以混合教学为核心的互动实训

智慧教室解决方案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勇、于斌、王晓明、孔令

建、任慧玲 

2 
对接岗位的高职旅游管理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兰、王宁、罗志慧 

3 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方案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胡颖森 

4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思政”项

目化教学改革整体实践方案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姜锐 

5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川轻化工大学 
王鹏雁、王淇莹、陈卓、陈

诗音、田茂玲、廖智诚 

6 

“循序递进、分层轮岗”的连

锁经营管理专业实践课程体系

建设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王瑞军 

7 高等职业学校投资与理财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玺 

 

 

 

 

 



 

5 
 

附件 2.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19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企管沙盘实践教学方案设计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康琼、杨阳 

2 
《市场营销》实践教学设计方

案 
西安培华学院  冯居君 

3 仓储管理实务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巩向玮 

4 双创项目实训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李敏、郭隆健、郑孟昊 

5 会计信息化实践教学方案设计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西蒙 

6 连锁物流仿真实训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伯超、朱洪春、倪慧 

7 
基于“任务驱动”的休闲项目

创新设计实训课程建设方案 
昆明学院 

刘红、杨韫、罗伊玲、李颖、、

李睿 

8 会展人力资源管理 四川农业大学 蒲波、杜飞、张璐 

9 
基于生产过程会展设计模块化

教学方案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钱小轮、张俊磊、华尹、凌

颖杰、严钻巨、钱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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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0 
基于 TAFE 模式的《旅行社经营

管理》课程实践教学方案设计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宁、陈兰、杨琳曦 

11 国际贸易实务 四川轻化工大学 
王鹏雁、廖智诚、李芋锡、

王耀、莫滨滨、王淇莹 

12 

提升商务谈判能力 培育新时

代职业精神——《国际商务谈

判》课程实践教学方案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魏芳、王颖、贾钰、吕枚芹 

13 电子商务系统分析与设计 西京学院 
文小森、 秦效宏、 梁林蒙、 

贾超龙 

14 《证券投资分析》实验指导书 保定理工学院 

于 诺、周少燕、安存红、李

洪伟、李焦、王秀、郭薇、

郭鑫颖、李雪、薄晓营、李

璇 

15 物流企业经营模拟沙盘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玺 

16 
基于“三元五驱动”的会计综

合实训课程建设方案 
保定理工学院 

周少燕、安存红、李洪伟、

李焦、王秀、郭薇、郭鑫颖、

李雪、薄晓营、李璇 

17 

基于校内企业真实项目运作的

轮岗式《电子商务综合实训》

教学方案创新与实施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庄明星 

18 ERP 沙盘实训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仇立 

19 财务报表分析说课 东营职业学院 熊辉 

 

二等奖：18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旅行社经营管理 赣南师范大学 蔡慧 

2 
训赛创一体化模式下高职《餐

饮管理》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陈金、王洋、袁建男、安宁、

郭力嘉、王莎莎 



 

7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3 
《经济学综合实习》课程建设

实践教学方案设计 
保定理工学院 

高飞、王倩、于诺、刘广永、

高祥晓、陈南、王韶华、王思

思、辛婧婧 

4 
《公共关系》课程思政建设实

践方案设计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姜锐 

5 网店运营与管理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兰岚 

6 
基于项目驱动的《WEB 前端设

计》 
西京学院 梁林蒙、杜永红 

7 

外贸新时代下商知、商技、商

德人才培养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外贸函电》为例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吕枚芹、贾钰、王颖、魏芳 

8 会计信息化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沈爱荣 

9 

高等职业院校《品牌形象设计》

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研究与实

践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王 方 

10 SEO 搜索引擎优化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超、赵冉、张惠 

11 
《市场营销综合实习》方案设

计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凤林 

12 VBSE 会计综合实验 山西工商学院 王宏、武娜娜、杨轶、伊秀明 

13 
《跨境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

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方案设计 
保定理工学院 

薛芳、苑浩畅、李冬雪、张志

斋、石琦、刘丹、王曼 

14 营销策划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帆 

15 

基于“课赛岗证”融合的《导

游业务》课程实践教学方案设

计--以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为例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琳曦、王宁 

16 商务智能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周登峰 

17 

基于虚拟仿真的《仓储与配送

管理》课程教学做一体化实践

教学方案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朱孟高 

18 纳税实务 东营职业学院 熊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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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8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仓储与配送管理实务》课程

实训教学方案设计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琴 

2 《社会化媒体营销》实训方案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娟 

3 成本会计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潘意青、焦子怡、秦鹏 

4 商务礼仪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宋世琳 

5 
《外贸单证实务》课程实训教

学设计方案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王琳 

6 连锁企业门店营运管理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暖 

7 
金融工程专业建设整体实践教

学方案设计 
保定理工学院 辛婧婧 

8 税法教学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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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3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生态研学服务设计实验室：AI

智造旅游 IP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何焱 

2 商务礼仪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弥、谢萌、薛蕾 

3 网店商品拍摄与图片处理 西京学院 赵郁园 

 

 

二等奖：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网络软文写作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谢萌、薛蕾 

2 国际物流与货运代理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曹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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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8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社会调查导论 西安培华学院 谷萍 

2 管理学——领导理论 四川文理学院 顾玉林 

3 营销软文标题写作技巧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韩明睿、王小逢 

4 
统计学应用型教学简介——

面向市场营销专业本科 
西安培华学院 秦芳 

5 城市经济学 西京学院 孙亚娟 

6 创新基础知识-商业模式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许欣 

7 市场营销综合实训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帆 

8 应用统计学 西京学院 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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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连锁门店促销管理促销活动

策划实训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琴 

2 抖音营销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娟 

3 
商务英语阅读教程——全球

经济中国际组织的作用 
四川文理学院 罗明燕 

4 项目管理 西京学院 欧立奇 

5 《商品摄影》实训指导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薛蕾、谢萌 

6 Excel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冉、张惠、杜媛媛 

7 
基于岗位能力导向的《外贸网

络营销》课程设计与实施 
西安培华学院 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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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教学软件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焦子怡，秦鹏，杜媛媛，王春鸣，潘意青 

2 物流运筹学考试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周登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