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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举办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

（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落实

教育部党组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部署，切实将习

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提高法学专业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现决定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并于 2021 年 5 月下旬正式启动。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以下简称“大讲堂”)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

托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学

教指委”)整合全国优质师资力量，利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平台，面向

全国法学院校开展的师资培训活动，是多渠遣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师资培训的

实际行动，是帮助法学专业教师做到全覆盖学习、开展原创性研究、抓好融入

式教学的重要举措。 

大讲堂共计 13 讲，计划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7 月 6 日每周二、周五开设

网络直播讲座（课程安排见附件 1)。各地、各法学院校要充分认识大讲堂的重

要意义，做好本地、本校法学专业任课教师参训的组织工作。 

二、大讲堂启动仪式工作安排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定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周五）14:00 在京举办习近平

法治思想大讲堂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推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前两讲（议

程见附件 2)。 

文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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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会场：启动仪式主会场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A 座四层学术报告厅（德

外大街 4 号）。参会人员：法学教指委在京委员；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授课

人员代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

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校主要负责同

志，以及上述每校 10 位左右法学专业教师代表。 

2.省级分会场：省级分会场的设置及参会人员，由各省级教育部门根据本

地疫情防控工作统筹安排。 

3.高校分会场：有条件的高校可设分会场，由高校据本地本校疫情防控工

作统筹安排。高校可选派专人与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落实具体事宜。 

三、培训要求 

1.请法学教指委全体委员、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法学院系负责同志、全体

法学专业任课教师参加培训。 

2.设立分会场的高校，请分会场管理员组织本校教师到分会场统一参加网

络直播培训。未设立分会场的高校，任课教师可以使用个人注册账号登录大讲

堂专题网站参加培训。 

3.请各校法学院系组织本校全体法学专业任课教师参加大讲堂课程培训，

培训要求详见网站公告栏，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评合格后

颁发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的电子结业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

师，所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四、其他事项 

1.请各分会场安排专人，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前登录大讲堂专题网站

(https://djt.enetedu.om)完成分会场管理员注册，并与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

训中心对接，做好培训期间的组织与管理及培训结東后的信息统计工作。 

2.请参加培训的全体任课教师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前登录大讲堂专题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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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名注册报名。 

3.2021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00 在大讲堂专题网站进行网络直播测试，请

各分会场管理员及个人注册培训教师参加。 

4.请法学教指委秘书处协助通知并统计主会场参会人员，写参会名单统计

表(见附件 3)，于 2021 年 5月 26日前提交邮件至 gjswkc@moe.edu.cn。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联系人：南东周、朱蓓蓓，电话 010-66097823 

法学教指委联系人：王超奕，电话:13910132677 

网培中心分会场对接联系人：陈炜，电话 15101624636 伍立志，

13911793268 

网培中心直播技术支持联系人：刘向字 010-58581902，13810353397；李

君，010-58582617，13811759613。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1年 5月 21日 

 

关于报送2021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

心地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部署，持续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要求，进一

步深化新发展阶段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引导大学生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和我省“三高四新”战略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强化重点领域创新创业成果的培

育与产出，现就报送2021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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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培育 

各高校应落实新发展理念，秉承“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的原

则，坚持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为载体，建立起具有本校特色的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与实践体系，安排专项经费支持大学生有效开展项目式学习、

科研训练、创新训练与创业实践等活动，持续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不断

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能力。在此基础上，推荐优秀学生团队申报国家级和省 

级项目，并组织符合条件的团队报名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等赛事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申报产学合作创新创业联合基金项目

（项目指南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页上另行发布）。 

二、项目类型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行项目制管理，在类型上分为创新训练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在类别上从2021年起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

支持领域项目两类。 

（一）项目类型 

1.创新训练项目：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

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

作。 

2.创业训练项目：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团队中每个学生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角色，完成商业计划书编制、可行性研究、企业模

拟运行、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 

3.创业实践项目：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采用创新

训练项目或创新性实验等成果，提出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以此

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二）项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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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般项目和重点支持领域项目两类。重点支持领域项目为2021年起新增

项目类别，旨在鼓励引导大学生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我省“三高四新”战

略需求，结合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趋势，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出创新创

业成果。2021年“国创计划”重点支持领域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1。 

三、申报范围 

项目负责人在申报时须为在读本科生，项目参与人在申报时原则上为在读

本科生，团队成员基本稳定，专业、能力结构较为合理，鼓励跨学科、跨院

系、跨专业的学生组成团队。每位学生在同一学年原则上只能参与一个项目。

报送省级项目必须在校级项目中择优推荐。 

四、申报指标 

（一）一般项目：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湘潭大学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或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共建高校，可推荐不

超过4/5的优秀校级项目申报省级一般项目。其他高校可推荐不超过3/5的优秀

校级项目申报省级一般项目，吉首大学、湖南科技学院、邵阳学院、怀化学

院、湘南学院、湖南医药学院等6所对口支援高校可多推荐10个优秀校级项目申

报省级一般项目。我厅在省级一般项目中，择优推荐不超过1/3的项目申报“国

创计划”一般项目。 

（二）重点支持领域项目：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师

范大学、湘潭大学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或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共建高校，

每校可推荐3个项目申报省级重点支持领域项目，其他各大学可推荐2个项目、

各学院（含独立学院）可推荐1个项目申报省级项目重点支持领域项目，具体项

目类型由学校自定。我厅在省级重点支持领域项目中，按不超过上一年度“国

创计划”立项项目总数2%的数量择优推荐申报“国创计划”重点支持领域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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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申报 

1.系统填报。学校于6月30日前登录“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平台”（http://114.220.75.43:1021/），组织学生在线填报申报信息。学校

应指定专人负责，填写相关信息并指导学生填报（学生登录账号请设置学籍号

为登录账号），同时加入QQ工作群：518821231。应加强项目材料审核把关，凡

是属于国家涉密范围的，均按照相关保密法规执行。 

2.材料公示。学校要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项目遴选和公示制度，推荐

项目的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一周。 

3.项目报送。学校对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进行排序，并于6月30日前将学校

公文、《2021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见附件2）、

本年度校级项目立项文件等纸质版一式一份报送我厅高教处（汇总表须将电子

版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不再受理。 

4.我厅审核与评审。对申报的一般项目组织专家审核，择优立项为省级一

般项目，并以学校为单位，择优推荐不超过1/3的省级项目申报国家级一般项

目。同时，对申报的重点支持领域项目组织专家评审，参照2021年“国创计

划”重点支持领域项目申报指南和我省“三高四新”战略需求择优遴选一批省

级重点支持领域项目并推荐一批国家级重点支持领域项目。 

联系人：楚欣，联系电话：0731-84764849， 

E-mail：hnsgjc2020@126.com。 

 

湖南省教育厅 

2021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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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湖南省第九届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师授课竞赛

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纲

（教体艺〔2019〕1号，以下简称《大纲》）文件精神，进一步提升全省高校军

事课教师业务素质，提高军事课教学质量，决定举办湖南省第九届普通高等学

校军事课教师授课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湖南省教育厅 

二、承办单位 

湖南工程学院 

三、竞赛时间 

2021年11月（具体时间、地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四、参赛对象 

各普通高校在职在编军事课任课教师。本科学校报2名教师、高职专科学校

报1名教师参赛（上届竞赛中获一等奖者不参加本届竞赛）。 

五、竞赛办法 

竞赛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教学视频和教案评审工作于10月进行。参赛教师从《大纲》军事

理论教学内容中任选一项作为授课内容，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对各校报送的参赛

教学视频和教案进行评审，遴选50%的选手参加决赛。 

第二阶段现场决赛于11月进行。参赛教师于赛前一天，从《大纲》军事理

论教学内容中，随机抽选一个专题参赛，竞赛授课时间为20分钟，主办单位选

聘评委现场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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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奖项设置 

按参赛教师总人数80%的比例评奖，其中一等奖20%、二等奖30%、三等奖

30%，并由主办单位颁发获奖证书。一、二等奖根据决赛成绩确定，三等奖根据

教学视频和教案评审结果确定。 

七、竞赛要求 

1.各高校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根据校内竞赛成绩，认真做好参赛人员

推荐选拔工作，要组织相关教师和人员集体评课、磨课，确保参赛课政治方向

正确、内容科学、教学规范。同时，各高校派1名以上军事课教师到现场观摩。 

2.参赛教师要严格以《大纲》为依据，对照评分细则（附件1），精心准

备，通过竞赛展示军事课教师良好形象和教学水平。 

3.参赛教学视频必须完整、能够反映课堂教学的全貌，视频时长规定为20

分钟，使用数字摄像机连续摄制，不得剪辑。图像、语音须清晰（高清MP4，分

辨率不低于1280×720，宽高比16:9），配字幕为佳。视频和教案内容中不得出

现参赛单位、教师姓名等信息。 

4.决赛阶段须使用多媒体课件配合授课。参赛教师自带多媒体教学演示课

件，并做好备份。教案、多媒体课件的主体部分必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严禁

抄袭或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赛资格。 

5.参赛教师统一着基层武装部服装和佩戴标志。 

6.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承办单位要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参赛人员、观摩人员等进入决赛现场前须测量体温和查验健康码、

行程码，体温不高于37.3摄氏度、健康码为绿码且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人员方可进入决赛现场。 

八、其他 

1.参赛教师和观摩教师食宿、交通费用回单位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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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各高校于2021年9月24日前，将竞赛报名表（附件2）及报名材料U盘

(参赛视频和教案)报送至湖南工程学院武装部。联系人：刘宸均，联系电话：

0731－58683979，18975225088。电子邮箱：752250888@qq.com。地址：湖南省

湘潭市福星东路88号；邮编：411104。 

 

 

湖南省教育厅 

2021年5月26日 

“ ”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国办发〔2015〕36号）、《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

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号)、《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

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号）和《教育部

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和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创新我省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推动工程实践与学术研究的进步，助推国家北斗产业的发展，经研究，我厅决

定在2017-2020年连续四年成功合作开展“北斗微小课题”的基础上，与长沙北

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北斗开放实验室·长沙分实验室、国家（长沙）北斗

特色产业园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继续开展合作，面向全省高校学生开展“北斗微

小课题”（以下简称“课题”）计划，现将课题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介绍 

mailto:7522508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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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报的课题是从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测控与导航技术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北斗开放实验室·长沙分实验室、湖南省北斗导航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北斗+众创空间集群（湖南）相关单位技术合作中提炼

产生的，具备紧贴国家科研需求、面向北斗+应用、以研究方向为主导、以服务

资源共建为目标等特点和优势。课题研究经费由北斗开放实验室“北斗微小题

资助基金”提供。课题发布单位还将为成功立项的学生提供研究场所、仪器设

备、指导教师及科研团队等科研条件支持。 

二、课题类型 

本次课题分为技能实践类和应用研究类两个类别，要求在课题发布单位完

成，分别面向全省高校在籍全日制本科生大三学生和研究生研一学生（已完成

规定课程）开放申请，具体课题申请指南和课题清单详见附件1、2。鼓励学生

在选题时与学位论文相结合。 

三、申报程序及时间安排 

1.课题申请人对照课题申请指南和课题清单，填写《“北斗微小课题”申

请书》（见附件3），于6月4日前报学校教务处或研究生（处）。 

2.学校教务处、研究生院（处）分别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申请课题进行审

查，符合条件同意推荐申报的签署审查意见并盖章，于6月11日前将申请书签字

盖章扫描件（文件名称“学校+姓名+申请书”）、申报学员在学校已经完成科

目的成绩单电子档（文件名称“学校+姓名+成绩单”）、“北斗微小课题”申

报学员信息汇总表电子档（见附件4）提交指定邮beidoucs@126.com。 

联系人： 

高等教育处楚欣，电话：0731-84764849 

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王晓笛，电话：0731-85524190 

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胡东平，电话：0731-8481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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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开放实验室·长沙分实验室宋倩，电话：17375731970 

3.6月21日前，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北斗开放实验室·长沙分实

验室一起组织专家对申请课题进行评审，择优录取后于6月28日前下达立项通

知。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广泛宣传、积极组织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

程、电气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科学与

技术等相关专业学生参与课题研究，认真做好课题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 

 

          

                                            湖南省教育厅 

                                            2021年5月25日 

 

学校各部门、单位：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比

赛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学校组织开展了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经院级初

赛、校级复赛和决赛，共评选出获奖教师（团队）35名，其中一等奖5个、二等

奖12个、三等奖18个；优秀组织奖单位4个。根据校赛结果和省级竞赛要求，推

荐王燕等9名教师（团队）代表学校参加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比

赛。特此通报。 

附件：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获奖名单 

2.推荐参加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名单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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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 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获奖名单 

理工类 

序号 姓名 课程名称 团队成员 所在学院 奖项 

1 王  燕 城市设计概论 李  桃、周  旭、文亚峰、王  峰 风景园林学院 一等奖 

2 艾  玮 《Python 大数据处理》 钟少宏、孟  涛、何  岸、杜家宜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等奖 

3 曹受金 《花卉学》 周  围、吴琴香、吴丽君、孙敏红 林学院 一等奖 

4 李  琳 《电工与电子技术》 蒋  峰、岳松洁、李  颖、姚  晔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5 张  宇 机械原理 廖  凯，柳建安，赵  青，丁敬平 机电工程学院 二等奖 

6 赵秋媛 林业生物技术 张  琳、刘美兰、李  宁 林学院 二等奖 

7 王明芳 《自动控制原理》 周国雄、晏密英、宁重阳、何明芳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8 徐  康 木材干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等奖 

9 成洁筠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覃银辉、陈伯望、马远荣 土木工程学院 二等奖 

10 龚桂良 机械制造工艺学  机电工程学院 二等奖 

11 高自成 液压与气压传动 陈  辉 机电工程学院 三等奖 

12 潘  俊 运筹学  理学院 三等奖 

13 卢丹青 有机化学  理学院 三等奖 

14 王晓玲 微生物学 马江山、刘勇男、刘高强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三等奖 

15 尹  鹏 路基路面工程 易  文、邹静蓉、谢昭彬、陈舒阳 土木工程学院 三等奖 

16 陆  俊 森林食品概论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17 袁利萍 材料制备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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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  娟 物流工程概论  物流与交通学院 三等奖 

19 何功秀 土壤侵蚀原理 卢  胜、曹  丹、贾剑波、杨丽丽 林学院 三等奖 

20 张  林 工程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文科类 

序号 姓名 课程名称 团队成员 所在学院 奖项 

1 王尧尧 商务会计 张  敬、赵冬燕、孙  颖 国际学院 一等奖 

2 李  琴 经济法  经济学院 一等奖 

3 罗  匡 创新创业基础 祝海波、陈洪华、王  贲 创新创业学院 二等奖 

4 谭  琼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上）  经济学院 二等奖 

5 潘双利 物流学  物流与交通学院 二等奖 

6 吴凤姣 统计学方法  经济学院 二等奖 

7 汤  炎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 田津津、张  静 国际学院 二等奖 

8 杨  芳 旅游礼仪 熊丽娟、张  娓 旅游学院 三等奖 

9 阳娅琦 大学英语精读 1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1 刘晋静 综合英语Ⅱ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2 武止戈 商业分析学 侯茂章、吴凤姣、张  翀 班戈学院 三等奖 

13 袁宝龙 企业战略管理  商学院 三等奖 

14 曹  芳 公共政策学  政法学院 三等奖 

15 李青松 管理运筹学  物流与交通学院 三等奖 

优秀组织奖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风景园林学院        国际学院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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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推荐参加 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名单 

序号 参赛类别 姓名 课程名称 团队成员 

1 理工类 王  燕 城市设计概论 李  桃、周  旭、文亚峰、王  峰 

2 理工类 艾  玮 《Python 大数据处理》 钟少宏、孟  涛、何  岸、杜家宜 

3 理工类 曹受金 《花卉学》 周  围、吴琴香、吴丽君、孙敏红 

1 文科类 王尧尧 商务会计 张  敬、赵冬燕、孙  颖 

2 文科类 李  琴 经济法  

3 文科类 罗  匡 创新创业基础 祝海波、陈洪华、王  贲 

1 外语类 阳娅琦 大学英语精读 1  

2 外语类 刘晋静 综合英语Ⅱ  

3 外语类 雷  蕾 Approaching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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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一流专业建设，学校决定增加应届校级本

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数量，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篇数总量：从今年起按毕业生规模的5%

计算。 

从今年起总量调整为300篇左右。奖励方面：从明年起，不再为指导教师奖

励教学工作量，只为指导教师和学生颁发荣誉证书。今年作为过渡办法，仍给

予其中100篇论文指导教师教学工作量奖励。 

2.按专业和毕业生人数遴选约100篇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给予

指导教师每篇10学时教学工作量奖励，并为指导教师和学生颁发荣誉证书。 

指标分配办法：专业毕业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下的，每个专业1篇；100—

139人的专业，每个专业2篇；140—229人的专业，每个专业3篇；230（含）人

以上的专业，每个专业4篇。 

3.另外200篇指标分配办法：（1）每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额外分配2

篇，每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分配1篇；每个成建制的特色实验班分配1篇。

（2）其余指标根据专业学生规模，每30个学生可分配1篇指标。这200篇可为指

导教师和学生颁发荣誉证书。 

各学院根据以上最新规则和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精心组

织，认真遴选，并在6月10日（含）前，将本学院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汇总表（含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纸质文档须学院领导签字和加盖学院行

政公章）交教务处实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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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23日，由教育部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与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鼎阳杯”全国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案例

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江西南昌大学举行。学校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任嘉老

师通过5月初的中南赛区选拔，进入全国总决赛并喜获一等奖。 

本次比赛分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初赛收到来自全国22个省份，包括清华

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94所高校在内的633项作品，分为华北、北

部、西部、华东和中南5个赛区进行。通过案例评审及现场竞赛，任嘉老师获得

中南赛区一等奖，蒋峰、张守首2位老师获得二等奖。任嘉老师作为湖南省唯一

的一等奖代表进入全国总决赛，并夺得一等奖。 

 

▲任嘉老师在全国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竞赛中喜获一等奖 

据悉，该比赛已纳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

据”，作为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的评价依据之一。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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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下午，学校在崇德楼四楼3会议室召开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认证相

关公共课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工作协调会。教务处、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等相关学院及部门的负责人及骨干教师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教务副处长、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主任王文磊主持。 

王文磊从提高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的高度强调了进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并强调学校、教务处会从各方面全力支持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工程教育认证工作。接着他简要介绍了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参与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的总体工作安排。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周文化介绍了课程达

成度的内涵和定量计算方法，并采用举例方式为大家详细地分析和讲解了课程

大纲、培养目标、授课计划、过程考核、试卷要求等工作的具体要求以及需要

注意的事项。 

此次协调会，针对性强、分析问题透彻，为学校相关专业参与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提供了重要参考。 

 

 

 

 

 

 

 

 

 

▲学校召开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认证相关工作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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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23日，首届“哲寻杯”大学生公共管理方案设计与决策对抗大赛

（华中赛区）在湖北武汉落下帷幕。由学校政法学院组成的“树木树人队”从

来自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河南省的45支高校代表队中脱颖而出，喜获特

等奖和“最佳公共管理方案奖”，并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大赛自5月初启动以来，政法学院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由行政管理专业

副教授黎敏、讲师匡娉婷带队指导，行政管理专业2018级卢鑫海、孙庆和2019

级钱思慧同学组成“树木树人队”。 

 

▲学校喜获大学生公共管理方案设计与决策对抗大赛（华中赛区）特等奖 

代表队紧紧围绕模拟案例中林茂生态城市发展的主题，从案例城市城管局

发展现状入手，引出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问题，并依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

策。答辩内容贴切主题、细致全面，答辩过程配合默契，展示了我校学生扎实

的专业知识功底与丰富的社会实践知识，得到了在场评委嘉宾的一致好评。  

竞赛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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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29日结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中部区域赛决

赛中，学校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负责组织的参赛团队13支队伍进入决赛答

辩，3支队获一等奖，10支队获二等奖，一等奖团队将代表中部赛区参与全国总

决赛。(本次区域赛得到了中部地区高校的大力支持，学生参与热情高涨，共有

来自229所高校的2388支团队报名参赛。其中A类赛题中部区域赛共35项一等

奖，学校斩获3项。) 

序号 赛题 团队编号 团队名称 学校 

4 
【A01】小微企业跨组织

人才管理系统【今目标】 
2003557 YLHB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0 
【A04】航空旅客付费选

座意识识别【东软】 
2003534 五毛钱的程序员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7 
【A17】金融领域的事件

因果关系抽取【同花顺】 
2002752 DeepGo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由教务处主办，商学院承办的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跨境赛道

校级选拔赛于近日落下帷幕。此次竞赛吸引了商学院、经济学院等学院共计37

支队伍报名参赛。 

经比赛组委会评审，评选出一等奖4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0项，现予以

公示。公示期为2021年5月24日-5月27日。对所示结果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

向商学院或教务处反映，联系电话：0731-85623162,8562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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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跨境赛道校级选拔赛获奖名单 

获奖名次 团队名称 团队成员 

一等奖 

小火箭 曾紫萱、张涵玥、戴谷雨 

对不队 叶学可、祁子雯、叶劲华 

CBA十一冠王队 方  栩、史青宇、严柳婷 

三只松鼠 蓝雯绮、党天雯、李洁红 

二等奖 

脆女wang 袁颖婷、雍美玲、吴昕桐 

浪里淘金队 陈  燕、陈秋明、文慧玲 

FYA 安枳润、余  盼、方  敏 

爱豆收割队 雷  婷、刘云珂、许力宏 

彩虹5号 郭曦宇、黄思傲、易博安 

夺笋队 夏一嘉、许  珂、肖玉婷 

 

 

三等奖 

 

 

红色娘子军 刘  畅、李星彩、郭  蓉 

SHE 秦柯琴、钟小丹、许书瑜 

少年先疯队 卢  珊、凌婕虞、郑嘉琦 

阿巴阿巴阿巴队 屠双飞、贾宁宇、胡智超 

我们仨 邬  颖、田  颖、杨者仪 

睡务局 达  娜、李扬扬、边竟男 

hayaa 王紫樱、杨  硕、刘  琦 

中南林国家队 李启龙、肖  冰、谭湘蓉 

一站到底 谢  婧、侯子依、魏  灿 

三颗瓜子 顾卫琳、陈顺意、卢友爱 

 

教务处   

商学院   

2021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