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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举办“红色文物青年说” 

启动仪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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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

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重要指示，引领青年学子深入学习百年党

史、弘扬革命精神、激发爱国热情，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高校新闻传播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会同中宣部《党

建》杂志社制作了“红色文物青年说”微课程，并于2021年6月6日举办启动仪

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情况 

“红色文物青年说”以“红色文物 青春讲述”为主题，邀请全国百余所高

校的百余名大学生共同讲述百余个代表性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旨在引领青年

学子深入学习百年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深刻

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

的志气、骨气、底气，激发青年一代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心。强国之志。 

二、工作安排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宣部《党建》杂志社、高校新闻传播学类教学指导

委员会定于2021年6月6日(周日)9: 30-11:00在京举办“红色文物青年说”启动

仪式。 

(一)主会场。启动仪式主会场设在中国传媒大学明德楼二层4K演播馆。请

参与“红色文物青年说”录制的部分在京高校(名单见附件1)相关负责同志及参

与录制学生到主会场参会。 

(二)分会场。启动仪式全程网上直播(具体安排另行通知)，各地各高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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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分会场，由各省级教育部门、各高校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工作统筹安排。 

三、工作要求 

(一)请各地各高校要组织师生认真学习“红色文物青年说”微课程，与党

史学习教育有机结合，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有机结合，提升学习效果， 

(二)请参与录制高校于启动仪式当天在各自校园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

推送“红色文物青年说”相关信息，形成全国高校共同关注，联合传播的良好

氛围。请各地各高校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持续做好宣传推广工作。 

四、其他事项 

(一)请主会场参会人员往返途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并自觉配合遵守

本次活动的疫情防控措施。 

(二)请主会场参会人员于2021年6月3日前填写会议回执(见附件2),发送至

指定邮箱。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联系人：南东周、朱蓓蓓，电话：010-66097823； 

中国传媒大学联系人：冷爽，电话: 010-65783304,13910975040；邮箱：

jiaozhiwe120180vip.126.com。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1年6月1月 

 

高等教育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十一

次、十二次全会决策部署，推动高校主动对接并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加快

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及“三高四新”战略需要

和我省高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

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才供给侧改革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为主线，坚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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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湖南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着

力发挥高校对“三高四新”战略的服务支撑作用，为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提供强

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二、总体目标 

聚焦“三高四新”战略实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产教融合与协

同育人，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夯实人才成长基础，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着

力解决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引导

高等教育各类要素协同向打造“三个高地”集聚，瞄准先进制造业发展、科技

创新和改革开放关键领域，优化创新平台体系，汇聚高层次创新人才，突破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全面提升高校服务“三高四新”战

略的能力和水平。 

三、主要举措 

（一）推动“双一流”建设加速发展。继续实施“六大计划”，推动“双

一流”建设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显著提升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

力。全面落实部省共建“双一流”建设高校协议，引导共建高校加强内涵建

设，提高支撑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积极营造条件，支持湘潭大学优势特色

学科入选教育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项目。聚焦“三高四新”战略打造优势

特色学科群，从“双一流”建设学科中遴选一批直接服务省内支柱产业、优势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应用学科和国防特色学科，与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科

技创新高地密切相关的基础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与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密切相

关的人文学科，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引导学科群在服务战略需求、支撑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争创一流。全面推进部省共建职业教育高地建设，整省推进职业

教育现代化。 

（二）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引导和支持高校结合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

趋势动态，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强支撑“三高四新”战略紧缺人才的培

养，构建与“三高四新”战略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支持高校重点布局一批

在“三高四新”战略中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培养高水平急需人才的学科专

业，优先设置一批服务战略需求的前沿、新兴、交叉、边缘以及空白的学科专

业，推动基础学科专业与应用学科专业融合发展，加强应用学科专业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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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的对接联动。健全基于人才需求预测预警的学科专业设置预警干预机

制，每年开展学科专业和人才需求调查，健全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分

析与发布制度、跟踪调查与反馈制度，定期公布紧缺学科专业名单和就业率低

的学科专业名单，引导高校及时调整或撤销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学科专

业。 

（三）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

引导学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人类未来发展、思想文化创新和基础学科前沿，

增强使命责任，激发学术志趣和内在动力。依托国家科技计划，在国家战略布

局的重点和重大研究领域，鼓励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为学

生攀登学术高峰搭建平台。加强对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双万计划”的引导，

建设一批与“三高四新”战略密切相关的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

一流本科课程。深化产教融合与校地校企合作，建设40所左右湖南省现代产业

学院、30个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和100个左右省级高水平专业群、10个

左右省级校企合作公共实训基地、50个省级产教融合研究生培养基地，每年认

定100个左右湖南省普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和100个左右校企合作创新创业

教育基地，组建一批高校工科联盟。每年立项1500项左右的省级、国家级大学

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单列200项指标用于研究生参与企业科研

攻关。支持高校与相关行业企业共同承办研究生创新论坛、学科专业和职业技

能竞赛、暑期学校、学科院长（系主任）论坛等。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制定学校

学科专业建设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和构建能力评价标准体系，建立紧密对接产

业链、创新链的优势专业和课程体系。持续推进岳麓山大科城高校课程互选、

学分互认。积极引导和支持高校优秀毕业生在湘创业就业。 

（四）汇聚高层次创新人才及团队。推动高校积极参与实施芙蓉人才行动

计划和引才、聚才、铸才、育才、扶才、优才等六项人才工程，培养和汇聚一

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先进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

梯队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引导高校完善科技人才政策，构建与大

平台、大项目和大成果培育、创新人才培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机制，形成

“平台+项目+成果+人才”的聚集效应。充分发挥院士等领军人才的引领作用，

依托基础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研发平台，重点在人工智能、量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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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生命健康、生物育种、计算机科学、深地深海、物联网工程、知识产权等

前沿交叉领域，遴选建设30个左右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并在此基础上

创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团队。支持和鼓励高校对青年科技人才分类给予支持保

障，充分激发其创新活力和潜力，发挥青年科技人才的突击队和生力军作用。 

（五）培育建设一批重大科研创新平台。积极培育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产学研示范基地以及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支持高校围绕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积极探索学科交叉融合、科研协同创新

的新体制，高起点建设一批跨学科的综合性科研平台。支持中南大学、湖南大

学、国防科技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申报建设一批国家基础科学中心、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力争实现国家级科研平台取得新突破；

支持湖南师范大学、南华大学等高校申报建设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支持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湖南科技大学等高校争取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相关高校加强国防科

技重点实验室建设。从全局层面优化整合现有高校科研创新平台，进一步发挥

高校科研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六）组织开展重大科学研究攻关。围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高地，引导高校把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突破作为主攻方向，着

力产出引领性原创性成果。支持高校紧密结合自身实际，聚焦学科、人才优

势，承担一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我省重大专项，促进加快实现前沿领域和关

键核心技术的重点突破，解决一批社会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共性问题，化解一批

区域经济发展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难题。坚持人才、项目和平台一体化

建设和统筹配置，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动力、电子信息、先进材料、

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生物轻纺、智能装备、5G 信息新技术、化工新材料、新一

代半导体、生物医药、农林生态、新能源等领域进行“全链条设计”和布局，

推动高校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问题，催生更多“首台首套首创首批”新装

备、新技术、新材料，助力推动“湖南制造”向“湖南创造”转变；围绕党的

创新理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生态文明等优势特色研究领域进

行深入研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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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深化产学研用一体化。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精准

对接和深度融合，大力推动协同创新。指导高校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新模式，

推动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建立“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立足自身

优势和先进制造业需求，建设一批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和教育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基地；支持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落实与长沙市人民

政府签订的《实施“三高四新”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合作。引导高校主动融入军民融合体系，加强与中国航发、中国兵器、中国核

工业等军工企业的合作，推进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提升对地方经济社

会和国防建设的贡献度。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联合企业、科研院所建设技术集成

的中试基地，支持技术先进、产业化前景清晰的项目开展技术熟化，努力破除

高校源头创新到产业化过程中的障碍。推动高校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体系与高

校科技创新体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实现有机融合，着力提升高校专利质

量和专利运营能力，促进高质量科技成果高效率转移转化。  

（八）服务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主动对接融入我省区域战略布

局，积极参与“两区两山三中心”建设。支持高校联合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

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郴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和国家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等平台，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数字创意和科

技服务等领域，布局培育一批重大创新平台。联合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和马

栏山视频文创园管委会滚动编制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年度协同攻关清单，引

导高校确定科技攻关重点领域、优先主题，联合构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促进标志性科研成果在湖南转化为生产力。 

（九）加强专业特色智库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服务

国家和湖南战略需求的高校专业特色智库。支持中南大学“三高四新”战略研

究院、湖南大学湖南发展研究院、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湘潭大

学中国区域发展与治理研究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绿色发展研究院、楚怡

职业教育智库等智库和研究机构建设，着力深化重大问题研究，提升资政建言

水平。引导高校智库围绕“一带一路”、中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粤港澳

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对接构建以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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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全面开放的长株潭核心区、洞庭湖前沿区、湘南西承接区和湘欧班列融通

线“三区一线”新布局，积极推进重大政策问题和重要理论研究，为推动内陆

地区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积极建言献策。 

（十）扩大教育开放与合作交流。加快和扩大我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着

力提升国际人才培养和联合科研合作水平。大力推进我省高校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支持高校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拓与世界一流大

学和学术机构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联合科研方面的合作；探索开展学分互认、

学位互授联授。优化“海外名师”项目，纳入省级人才计划组织实施，支持高

校围绕“三高四新”战略实施重点领域引进海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湘讲学、科

研。指导高校开展高水平高质量合作办学，争取在我省新增1-2个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指导省属院校申报创新人才国际联合培养项目，争取设立湖南省地方合

作项目创新人才子项目。健全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探索建立一批海外国际学生

招生基地。创新和丰富人文交流形式，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品牌建设，支持国别

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加快培养国际产能合作急需人才，加强职业院校与境外

中资企业合作，服务“湘企出海”，助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矿

产有色等优势产能以及我省优势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不断深化同粤港澳大

湾区教育合作交流。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由厅党组统一指

挥，相关处室（部门）统筹联动，对标对表，落实责任。加强与省直相关部门

的沟通协调，集合各方力量，优化资源，形成合力。督促指导各高校聚焦重

点，明晰任务，细化举措。强化跟踪问效，确保任务落实。 

（二）完善发展环境。结合“三高四新”战略，优化高校“双一流”专项

资金支出结构，加大分类建设支持力度，引导高校建立多元筹资机制，增强高

校资金统筹权。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减负增效。推进省级科研经

费管理、成果转化等一系列创新激励政策的落实，营造良好的创新政策环境，

搭建和优化服务平台。  

（三）改革评价机制。深化高校分类管理评价改革，强化分类评价结果运

用，建立完善与建设成效、发展水平、服务效能等相关联的项目动态调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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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优化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评价机制，积极破除“四唯”顽瘴痼疾，激发

高校服务“三高四新”战略的动力与活力。 

  

  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年6月3日 

 

关于做好 2021 年秋季学期在籍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1号令）、《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学生普通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细则》（中南林发〔2017〕106号）、《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普通本专科生转学、转专业实施细则》（中南林发

〔2017〕143号）的相关规定，现将2021年秋季学期在籍本科学生转专业的相关

工作安排如下：  

一、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允许申请转专业  

1.文化课程总平均成绩属于本专业排名前10%的，可以根据有关规定，自主

选择专业。  

2.经学校认可，学生确有某种兴趣和专长，转专业更能促进其学习者；  

3.学生（不包括不符合招生体检条件的新生和休学期间的学生）入学后发

现某种病症或生理缺陷，经学校认可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学校医院复

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它专业学习者；  

4.经学校认可，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或非本人原因，不转专业则无法继

续学习者；  

5.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经学生同意，必要时学校可以适

当调整部分学生的专业。  

二、各专业转出和转入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学院该专业当年招生人数的

10%。学院需结合各专业的教学资源、师资力量及学生需求等情况，并根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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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实际制定各学院转专业实施方案，方案中需明确各专业可允许转出学生的名

额以及可接收校内转入学生的名额、条件、考核形式、内容、时间和地点。  

三、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1.本科二年级以上（含2019级）者；  

2.生源属于定向、委托或联合培养者；  

3.受警告及以上处分者；   

4.已有过一次转专业记录者；  

5.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规定不予转专业的。  

四、单独考试、单独录取的特殊招生类专业学生不能转入其他专业，音乐

类、美术类、体育类等专业的学生不能转入其他类专业，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不

能选择这些专业。  

五、学生申请转专业的程序及日程安排：  

1.2021年6月3日前：各学院制定转专业实施方案，并填写《各学院各专业

转出和转入学生控制名额、条件等情况汇总表》（见附表一），将电子文档和

签字盖章的纸质汇总表报教务处。6月4日经教务处审核后，各学院在网站（或

公示栏）上公布转专业实施方案。  

2.2021年6月4日至6月9日：学生本人在教务系统学籍管理模块中提出异动

申请，并在所属学院填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见附

表二）并附相关材料，6月10日经所在学院院务会研究同意并签署意见后报拟转

入学院，由拟转入学院根据转专业的报名资格条件，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资

格审查。每个学生只能申请一个转入专业。6月15日拟转入学院将报名资格审查

通过的名单汇总后填写《各学院对申请转入学生报名资格审查情况公示表》

（见附表三），并将审查通过的名单在学院网站（或公示栏）上进行公示

（2021年6月15日至6月18日）。  

3.公示无异议后，拟转入学院通知学生参加拟转入学院组织的考核（2021

年6月21日至6月23日），考核通过名单经拟转入学院院务会研究同意后，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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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9日前统一报教务处。各学院将所有申请转入学生的资格审查情况和

考核情况汇总，填写《各学院对申请转入学生考核情况汇总表》（见附表

四），将电子文档及签字盖章的纸质材料，连同学生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

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报送教务处。  

4.教务处审核各学院上报的申请转入学生的各项材料，将审核通过的名单

汇总后按相关程序报学籍管理领导小组审批，审批同意的名单需在教务处网站

上公示5个工作日。在正式办理手续前学生均应参加原所在专业的学习和期末课

程考核，凡未参加原所在专业的期末课程考核者，学校将取消其转专业资

格。  

5.公示无异议后，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统一到学院教务办报到，正式成

为转入专业的学生。  

六、其它事项  

1.转专业是一项严肃的学籍管理工作，既关系学生切身利益，又关系到教

育公平，请各学院高度重视，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认真做好转专业

的各项工作。  

2.学生所在专业的界定以新生高考录取简明登记表为准，凡与此不相吻合

的均属转专业。  

3.对于学生的学籍管理，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学校都有严格的要求和

相应的管理规定，擅自转专业将直接影响学生学业和文凭发放，因此，未经学

校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同意学生转专业。否则，由此

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当事人和学生本人承担。  

4.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从转入学期起按转入学院、年级、专业的学费标

准缴纳学费，各学院不得另外收取任何费用。  

5.被批准转专业并已办理手续者，不得申请转回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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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生转入新的专业后，必须完成转入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任

务，修满学分，才能取得毕业资格；达到转入专业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要求，

才能取得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教务处    

                 2021年6月1日  

学生网上报名流程： 

填写说明：  

  1. 异动原因：如实填写  

  2. 生效学期：2021-2022-1  

  3. 班级名称：填写异动后班级名称  

  4. 专业方向：如果异动后专业已经分好方向，请填写。  

  5. 如果有信息填写错误，但是已经保存提交无法修改，请转入学院

教学秘书不通过该申请，由学生重新在系统中填写。 

 

 

关于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荐结果的公示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

知》（教高厅函[2021]13号）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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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课程遴选推荐工作通知》等文件要求，经个人申报、学院推荐、学校评审，

确定拟推荐《木材美学》等21门课程申报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  

  现将推荐课程的《申报书》及相关附件材料予以公示，详见附件。   

  公示期为5天，即2021年6月4日至6月8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向教务处（崇德楼508室

阳老师，电话13907487571）反映。 

附： 

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推荐汇总表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专业

类代码 
课程负责人 其他主要成员 

1 线上 木材美学 0824 吴义强 
罗建举、卿彦、罗帆、

苌姗姗 

2 线上 生态文明导论 0905 王光军 
朱凡、吴小红、白雪

霜、梁小翠 

3 线上 创新创业基础 0000 祝海波、陈洪华 
罗匡、王德明、吴敬

东、王贲 

4 线上 家具结构设计 0824 郝景新 
吴新凤、张仲凤、龙彩

凤、宋小川 

5 线上 自然教育 1209 罗芬 
钟永德、贺江华、唐

晖、谌战飞 

6 
线上线下

混合式 
供应链管理 1206 庞燕 

王忠伟、符瑛、黄向

宇、胡倩 

7 
线上线下

混合式 
生物化学 0710 周波 彭丹、邢伟一、王胜锋 

8 
线上线下

混合式 
食品工程原理 0827 丁玉琴 韩文芳、胡佳 

9 
线上线下

混合式 

食品科学与工

程导论（双

语） 

0827 杨英 
林亲录、吴跃、吴晓

娟、刘春 

10 
线上线下

混合式 
人体工程学 0802 邓昕 

唐立华、李素瑕、张继

娟、魏新莉 

11 社会实践 专业综合实践 0824 张胜 
张敏，蒋新元，梁林

富，杨艳红 

12 线下 树木学 0905 李家湘 喻勋林、吴磊、徐永福 

13 线下 商务谈判 1202 方威 马芳、赵睿 

http://210.43.242.60/20210604/1-%E6%9C%A8%E6%9D%90%E7%BE%8E%E5%AD%A6-%E5%90%B4%E4%B9%89%E5%BC%BA.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2-%E7%94%9F%E6%80%81%E6%96%87%E6%98%8E%E5%AF%BC%E8%AE%BA-%E7%8E%8B%E5%85%89%E5%86%9B.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3-%E5%88%9B%E6%96%B0%E5%88%9B%E4%B8%9A%E5%9F%BA%E7%A1%80-%E7%A5%9D%E6%B5%B7%E6%B3%A2%E3%80%81%E9%99%88%E6%B4%AA%E5%8D%8E.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4-%E5%AE%B6%E5%85%B7%E7%BB%93%E6%9E%84%E8%AE%BE%E8%AE%A1-%E9%83%9D%E6%99%AF%E6%96%B0.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5-%E8%87%AA%E7%84%B6%E6%95%99%E8%82%B2-%E7%BD%97%E8%8A%AC.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6-%E4%BE%9B%E5%BA%94%E9%93%BE%E7%AE%A1%E7%90%86-%E5%BA%9E%E7%87%95.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7-%E7%94%9F%E7%89%A9%E5%8C%96%E5%AD%A6-%E5%91%A8%E6%B3%A2.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8-%E9%A3%9F%E5%93%81%E5%B7%A5%E7%A8%8B%E5%8E%9F%E7%90%86-%E4%B8%81%E7%8E%89%E7%90%B4.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9-%E9%A3%9F%E5%93%81%E7%A7%91%E5%AD%A6%E4%B8%8E%E5%B7%A5%E7%A8%8B%E5%AF%BC%E8%AE%BA%EF%BC%88%E5%8F%8C%E8%AF%AD%EF%BC%89-%E6%9D%A8%E8%8B%B1.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9-%E9%A3%9F%E5%93%81%E7%A7%91%E5%AD%A6%E4%B8%8E%E5%B7%A5%E7%A8%8B%E5%AF%BC%E8%AE%BA%EF%BC%88%E5%8F%8C%E8%AF%AD%EF%BC%89-%E6%9D%A8%E8%8B%B1.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9-%E9%A3%9F%E5%93%81%E7%A7%91%E5%AD%A6%E4%B8%8E%E5%B7%A5%E7%A8%8B%E5%AF%BC%E8%AE%BA%EF%BC%88%E5%8F%8C%E8%AF%AD%EF%BC%89-%E6%9D%A8%E8%8B%B1.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0-%E4%BA%BA%E4%BD%93%E5%B7%A5%E7%A8%8B%E5%AD%A6-%E9%82%93%E6%98%95.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1-%E4%B8%93%E4%B8%9A%E7%BB%BC%E5%90%88%E5%AE%9E%E8%B7%B5-%E5%BC%A0%E8%83%9C.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2-%E6%A0%91%E6%9C%A8%E5%AD%A6-%E6%9D%8E%E5%AE%B6%E6%B9%98.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3-%E5%95%86%E5%8A%A1%E8%B0%88%E5%88%A4-%E6%96%B9%E5%A8%81.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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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线下 花卉学 0901 曹受金 
周围、孙敏红、吴丽

君、吴琴香 

15 线下 
生物制药工艺

学 
0803 曾柏全 

毛绍名、孙吉康、刘志

祥、王永红 

16 线下 食品分析 0827 彭湘莲 付红军、张琳、李桃 

17 线下 国际结算1 0203 彭一峰 王石，唐娅娇，谭丹 

18 线下 
互换性与技术

测量 
0802 王志永 

陈飞、陈辉、龚桂良、

杨清遗 

19 虚拟仿真 

基于原子尺度

的微观物理虚

拟仿真实验 

0702 贺梦冬 
李泽军、谭仕华、陈葛

锐、李水 

20 虚拟仿真 

双戊烯高压连

续催化加氢虚

拟仿真实验 

0804 杨国恩 
旷春桃、王贵武、张

胜、周军 

21 虚拟仿真 
数字化营销虚

拟仿真实验 
1202 甘瑁琴 

王晓晚、郑贵军、李言

规、沈月娥 

        

本科生何锦涛在SCI一区TOP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近日，由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李文和邓靖老师指导的2017级粮食工程专业

本科生何锦涛，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权威期刊《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SCI一区 TOP期刊， IF=7.862）发表了题为

“ Toward improvements for enhancement the productivity and color 

value of Monascus pigments: a critical review with recent 

updates”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红曲色素是一种由红曲霉属通过固态发酵或者液态深层发酵得到优质的天

然可食用色素，已经作为活性功能成分应用于食品、化妆品、医药、纺织、染

料和化工等行业，并且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调节胆固醇和抗癌等多种生

物学功能，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是，红曲色素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它的发展和应用。 

该论文简要介绍了红曲色素的分类、结构、生物合成途径、生物学功能等

基本信息，并详细总结了目前出现的能够有效提高红曲色素生产率和色价的方

http://210.43.242.60/20210604/14-%E8%8A%B1%E5%8D%89%E5%AD%A6-%E6%9B%B9%E5%8F%97%E9%87%91.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5-%E7%94%9F%E7%89%A9%E5%88%B6%E8%8D%AF%E5%B7%A5%E8%89%BA%E5%AD%A6-%E6%9B%BE%E6%9F%8F%E5%85%A8.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5-%E7%94%9F%E7%89%A9%E5%88%B6%E8%8D%AF%E5%B7%A5%E8%89%BA%E5%AD%A6-%E6%9B%BE%E6%9F%8F%E5%85%A8.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6-%E9%A3%9F%E5%93%81%E5%88%86%E6%9E%90-%E5%BD%AD%E6%B9%98%E8%8E%B2.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7-%E5%9B%BD%E9%99%85%E7%BB%93%E7%AE%971%20%E5%BD%AD%E4%B8%80%E5%B3%B0.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8-%E4%BA%92%E6%8D%A2%E6%80%A7%E4%B8%8E%E6%8A%80%E6%9C%AF%E6%B5%8B%E9%87%8F-%E7%8E%8B%E5%BF%97%E6%B0%B8.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8-%E4%BA%92%E6%8D%A2%E6%80%A7%E4%B8%8E%E6%8A%80%E6%9C%AF%E6%B5%8B%E9%87%8F-%E7%8E%8B%E5%BF%97%E6%B0%B8.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9-%E5%9F%BA%E4%BA%8E%E5%8E%9F%E5%AD%90%E5%B0%BA%E5%BA%A6%E7%9A%84%E5%BE%AE%E8%A7%82%E7%89%A9%E7%90%86%E8%99%9A%E6%8B%9F%E4%BB%BF%E7%9C%9F%E5%AE%9E%E9%AA%8C-%E8%B4%BA%E6%A2%A6%E5%86%AC.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9-%E5%9F%BA%E4%BA%8E%E5%8E%9F%E5%AD%90%E5%B0%BA%E5%BA%A6%E7%9A%84%E5%BE%AE%E8%A7%82%E7%89%A9%E7%90%86%E8%99%9A%E6%8B%9F%E4%BB%BF%E7%9C%9F%E5%AE%9E%E9%AA%8C-%E8%B4%BA%E6%A2%A6%E5%86%AC.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19-%E5%9F%BA%E4%BA%8E%E5%8E%9F%E5%AD%90%E5%B0%BA%E5%BA%A6%E7%9A%84%E5%BE%AE%E8%A7%82%E7%89%A9%E7%90%86%E8%99%9A%E6%8B%9F%E4%BB%BF%E7%9C%9F%E5%AE%9E%E9%AA%8C-%E8%B4%BA%E6%A2%A6%E5%86%AC.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20-%E5%8F%8C%E6%88%8A%E7%83%AF%E9%AB%98%E5%8E%8B%E8%BF%9E%E7%BB%AD%E5%82%AC%E5%8C%96%E5%8A%A0%E6%B0%A2%E8%99%9A%E6%8B%9F%E4%BB%BF%E7%9C%9F%E5%AE%9E%E9%AA%8C-%E6%9D%A8%E5%9B%BD%E6%81%A9.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20-%E5%8F%8C%E6%88%8A%E7%83%AF%E9%AB%98%E5%8E%8B%E8%BF%9E%E7%BB%AD%E5%82%AC%E5%8C%96%E5%8A%A0%E6%B0%A2%E8%99%9A%E6%8B%9F%E4%BB%BF%E7%9C%9F%E5%AE%9E%E9%AA%8C-%E6%9D%A8%E5%9B%BD%E6%81%A9.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20-%E5%8F%8C%E6%88%8A%E7%83%AF%E9%AB%98%E5%8E%8B%E8%BF%9E%E7%BB%AD%E5%82%AC%E5%8C%96%E5%8A%A0%E6%B0%A2%E8%99%9A%E6%8B%9F%E4%BB%BF%E7%9C%9F%E5%AE%9E%E9%AA%8C-%E6%9D%A8%E5%9B%BD%E6%81%A9.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21-%E6%95%B0%E5%AD%97%E5%8C%96%E8%90%A5%E9%94%80%E8%99%9A%E6%8B%9F%E4%BB%BF%E7%9C%9F%E5%AE%9E%E9%AA%8C-%E7%94%98%E7%91%81%E7%90%B4.zip
http://210.43.242.60/20210604/21-%E6%95%B0%E5%AD%97%E5%8C%96%E8%90%A5%E9%94%80%E8%99%9A%E6%8B%9F%E4%BB%BF%E7%9C%9F%E5%AE%9E%E9%AA%8C-%E7%94%98%E7%91%81%E7%90%B4.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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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中包括菌株的筛选和诱变、培养条件的优化、固定化发酵、混菌发酵、

添加物、基因敲除和过表达技术等，这将为红曲色素的工业化生产奠定基础。 

何锦涛是粮食工程专业2017级本科生。入校以来，他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

和老师的悉心指导，科研创新能力得到很大提升。该生曾获湖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2021届优秀毕业生、校级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目前已推免至本校直接攻读

博士学位。 

 

 

 

学校在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中喜获佳绩 

5月30日，“正大杯”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国总决赛在

河南大学落下帷幕。由学校商学院、经济学院、班戈学院、计算机学院学生组

成的三支队伍分获一、二、三等奖。 

▲一等奖获得者 

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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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合影 

大赛于2020年9月启动，前后历时八个多月，吸引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

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650余所高校参加，参赛学生人数超过12万。这是我校

首次参加此项比赛，指导老师团队从调研方案设计、应赛方法、专业知识、答

辩技巧等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了全面指导。 

我校两支队伍和湖南大学共三支队伍获得湖南赛区国赛现场赛资格。以肖

默、甘瑁琴、郑贵军老师指导的《渠道一“生”牵，因素谁优“鲜”？——长

沙市消费者生鲜关注因素和购买渠道偏好调研》获得全国一等奖。 

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创办于2010年，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商业统计学会共同主办。大赛是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

竞赛项目，也是国内一流的全国性竞赛。 

  

学校在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中荣获特等奖 

5月28-29日，以“青春追寻红色路 不忘初心跟党走”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全

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总决赛在浙江嘉兴举办。本届大赛设置“红色

旅游线路设计”“红色旅游目的地设计”“红色文创产品设计”“红色足迹微

视频”“红色精神微讲解”“红色故事微漫画”6大参赛类别，吸引了全国622

所高校、3561支队伍、近1.5万名师生参加。经过激烈角逐，50余所高校的6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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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获得全国奖项。我校与南开大学、湖南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南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6个参赛作品分获各参赛类别的特等奖。 

▲我校学子在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中荣获特等奖 

▲获奖学生合影 

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是面向全国大学生的规模最大、参赛人

数最多的红色旅游专业赛事，是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品项目。今

年大赛秉承红色文化，探寻革命精神，以“红色导向、传承基因、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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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为宗旨，充分发挥旅游特色学科优势，以“红色历史、红色精神”

为内核，通过项目征集、方案展示、成果应用，为创新旅游理念、开发旅游产

品、推广旅游宣传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在今年的全国初赛中，我校旅游学院

获得华中赛区特等奖2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8项，与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一

同成为晋级全国总决赛团队队伍最多的6所院校之一。 

在总决赛中，由杨芳老师指导，旅游学院2019级贺娟琴、罗清妹、金晓

燕、陈子懿、李敏组成的“木兰队”，以作品《百年巾帼·红》获得红色故事

微漫画特等奖；由张清老师指导，旅游学院2019级秦若萱、向智、秦映华、周

晨辉、许驰组成的“星火队”以作品《百年红船，南湖启航》获得红色旅游线

路设计一等奖。我校还获得全国“优秀组织奖”1项，全国“优秀指导教师奖”

2项。 

获得特等奖的作品《百年巾帼·红》以建党百年来的巾帼英杰为创作原

型，选取不同时代能够体现中国女性蜕变、成长、牺牲与奉献的典型故事及蕴

含的红色精神，绘制成红色故事漫画，以此展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女性

自立自强、自信自爱的蜕变与成长。作品后续将会由组委会公开出版，并在中

国教育电视台、学习强国平台等平台上展播。 

    

学校在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湖南省预选赛中喜获佳绩 

5月29日，“高教杯”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

新大赛湖南省预选赛在湖南大学落下帷幕。学校机电工程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

分别获得团体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以及个人全能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

三等奖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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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湖南省预选赛于2021年1月启动，前后历时5个多月，吸引了包括国防科技

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省内22所高校650余名学生参赛。本次比赛采用线上

竞赛、远程监考及线下评阅的方式。 

▲线上竞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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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由教育部和中国工程图

学学会联合举办，因其规模大、水平高、参赛人数多，被誉为“图学界的奥林

匹克”，是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大学生赛事之一。该竞赛分为机械类、道桥

类、水利类与建筑类共四个类别，校赛—省赛—国赛三级制，旨在展示现代高

校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工匠精神、协作精神，提升大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意识。 

 

 

学校举行第二十七届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5月29日，学校第二十七届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在至善楼举行，来自14个学

院的52名选手参加比赛。 

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沉香致开幕词。她说，掌握一门语言需要付出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提高外语应用能力更是要求大家通过大量读和听的训练，才会有一

定写和说的能力，而英语演讲比赛就是锻炼这种能力的很好的一种方式。 

 

▲我校举行第二十七届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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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角逐，班戈学院获得团体一等奖，政法学院和经济学院获得团体

二等奖，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获得团体三等奖。刘思

宇、刘沁、蒋倩雯获得非英语专业组个人一等奖，董可昕等六位选手获得二等

奖，傅星童等九位选手获得三等奖；陈立恬获得英语专业组个人一等奖，宋京

凯获得二等奖，李千玉获得三等奖。 

 

 ▲参赛选手代表 

通过比赛选拔的2名非英语专业选手和1名英语专业选手，将组成学校代表

队参加湖南省第二十七届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学校第十四届计算机程序设计校赛获奖名单公示 

由教务处主办、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承办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十四届

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于2021年5月29日落下帷幕。共评出一等奖3项，二等奖5

项，三等奖12项，获奖名单详见附件。公示时间为2021年5月31日—6月6日。  

序号 姓名 学院 班级 获奖情况 

1 雷  阳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班 一等奖 

2 李健明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班 一等奖 

3 曾宇扬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班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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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云云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级生物科学类3班 二等奖 

5 黄超彬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软件工程4班 二等奖 

6 梁晋瑜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自动化2班 二等奖 

7 刘  超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班 二等奖 

8 林靖洋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班 二等奖 

9 李家诚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软件工程4班 三等奖 

10 曹  侃 机电工程学院 2020级新能源1班 三等奖 

11 黄艺锋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班 三等奖 

12 李  源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班 三等奖 

13 刘  豹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5班 三等奖 

14 刘高馨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软件工程1班 三等奖 

15 胡  炬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班 三等奖 

16 郑子豪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班 三等奖 

17 吴凌锋 旅游学院 2019级旅游管理2班 三等奖 

18 李  俊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班 三等奖 

19 毛佳宁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9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班 三等奖 

20 李舒航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6班 三等奖 

对所示结果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或教务处反

映，联系电话：0731-85623162, 85623094。 

                                                                        

                                                  教务处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1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