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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21年普通高校 新设本科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

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新设专科专业 

办学水平评估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按照《关于开展 2021 年普通高校新设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

权学科专业评估的通知》（湘教通〔2021〕98 号）部署，我厅组织专家对全省

27所普通本科高校的 70 个新设本科专业、2 个新设专科专业进行了评估，确

认 72个专业“合格”。评为“合格”的本科专业，取得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专业建设是高校内涵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希

望各高校认真总结新专业建设的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持续改进，

不断提高专业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2021 年普通高校新设本科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

科专业评估、新设专科专业办学水平评估合格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6 月 8 日 

 

附件： 

2021 年普通高校新设本科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

估、新设专科专业办学水平评估合格名单（本校部分）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门类 

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环境生态工程 四年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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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四史”融入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案例的通知 

各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

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

重中之重，并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

来”。“四史”内容各有侧重，但整体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史”的主线。 

大学课堂是“四史”教育的主要阵地，怎样灵活有效地将“四史”教育融

入到专业课程教育当中，做到“四史”教育润物细无声，是我们现阶段课程思

政工作的重点内容。现向各学院征集“四史”融入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案例

（案例活动的写作可多样化，也可以参考生科院的活动报道： https://sky.cs

uft.edu.cn/xwzx/xyxw/202104/t20210409_109719.html），请于 6 月 17 日上

午提交至教务处教研科。 

联系人：柳伟，电话：85623156，邮箱：40194021@qq.com。            

                                                                  

教务处       

2021 年 6 月 11日 

 

 

 

新文科背景下国家一流专业课程思政共建研讨会 

在我校举行 

6月 6日，新文科背景下国家一流专业课程思政共建研讨会在逸夫楼举行。

教育部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有方、秘书长郭肇明，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任豪祥，我校副校长王忠伟出席。教务处、物流

与交通学院等教师代表参加。研讨会由物流与交通学院院长庞燕主持。 

工作动态 

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iuti2xqrw0b622/FileStorage/File/2021-06/案例活动写作可参考生科院的活动报道：https:/sky.csuft.edu.cn/xwzx/xyxw/202104/t20210409_109719.html
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iuti2xqrw0b622/FileStorage/File/2021-06/案例活动写作可参考生科院的活动报道：https:/sky.csuft.edu.cn/xwzx/xyxw/202104/t20210409_1097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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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伟代表学校致欢迎词，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他感谢教

指委长期以来对我校物流类专业给予的大力支持。教务处处长刘高强介绍了我

校新文科课程思政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成绩及今后工作规划。 

▲新文科背景下国家一流专业课程思政共建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双方签署共建协议 

任豪祥对我校在物流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对教指委工

作的支持给予了肯定和感谢。郭肇明就新文科背景下物流教指委与我校物流学

科专业共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和党建活动作了专题报告。黄有方在总结讲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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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在物流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希望我校物流类专业在国家

一流专业建设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力争成为全国典范。 

郭肇明与庞燕代表双方签署了新文科国家一流专业课程思政共建协议。 

 

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讲读比赛举行 

6 月 4 日晚，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模拟法庭举行了“初心如磐 同心向党”第

三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讲读比赛。来自全校各学院的 12 组选手奉献了一场思

想的“精神大餐”，获得了场下 300余名学生代表的一致好评。 

 

▲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讲读比赛在模拟法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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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讲读比赛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研室承办，是

我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一课一品”改革的有益探索。活动开展三年来，深受大

学生欢迎，已成为我校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创新发展的实践教学精品。本次活动

历时三个月，覆盖了全校 2000 多名理工科学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研

室教师全程参与指导。     

决赛现场，从《共产党宣言》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到《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

选手们利用精心制作的 PPT 和声情并茂的演讲，深刻解读了一部部马克思主义

及其中国化的经典原著，带领同学们感悟真理的力量，展示了林大学子“学经

典、悟原理、强信仰、跟党走”的精神风采。 

经过紧张角逐，来自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班的吕思思同学和林产化工班的牛

传泳同学获得一等奖；任佳钰等同学获得二等奖；杨涛等同学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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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关于深化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的实施方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切

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从本

期教学简报开始，开设<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设计案例>专栏，发布课程思政课堂

教学设计优秀案例，总结并分享学校“课程思政”改革的成功经验，逐步形成

示范效应。 

《商务会计》“权益”章节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王尧尧 

本节课（“权益”一节）的主要教学内容为所有者权益。为突出重点，增

强教学逻辑性，我更新了资产负债表该章节的教学顺序，优化了教学结构与教

学内容，并采用了多点思政元素嵌入和多元化教学方法结合。以往教学实践证

明，相比较机械化的将现成的思政理论要点的生搬硬套，和长篇大论的时事评

论说教，选取身边小事、段子、热词，适当的画龙点睛，让学生真听真看真感

受，才能实现精细“浸润式”的隐性课程思政教育，将求知与立德产生化合式

的融入。 

课程名称 商务会计（Business Accounting） 学时 32 

课程类别 管理学（会计） 

教学内容 

本节课主题：权益（Equity） – 聚中外贤 圆世界梦 

 

知识点与时间分配： 

1. 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with case study）                  12 mins 

结合案例，理解会计恒等式的逻辑关系 

2.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equity                              3 mins 

通过会计恒等式，理解权益的概念 

3. Explain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equity in different               15 mins 

forms of private business 

了解不同类型私人企业的权益组成部分 

4. Find the link between the Income Statement and Balance          10 mins 

Shee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panded Accounting Equation. 

通过会计恒等式的展开了解损益表与资产负债的联系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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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eeting China: Entrepreneurship and Cooperation in China         5 mins 

国际青年在华创业合作：传递中国经验，共筑产业桥梁 

讨论：创业者的基本素养 

 

教学重点分析： 

承前：与前课内容（资产与负债的概念）建立联系，借助会计恒等式，阐述清楚

较为抽象的权益的概念。 

串联：权益相关的条目多而繁杂，需进行归纳梳理，增强教学的系统性和逻辑

性。 

延伸：如何通过权益建立起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的逻辑。 

启后：掌握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编制逻辑，为下节课（资产负债表编制）打好基

础。 

 

思政教学难点分析： 

尺度：在元素筛选上，如何做到平衡学生的求知欲和价值观传递目的，防止过度

政治化说教，能“接地气”让各国留学生愿意听并增强对中国理念的理解认同。 

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原本专业知识传授的课堂时间。如何将原

有课程彻底的进行教学结构优化与重建，保证思政内容合理安排不喧宾夺主。 

创新：如何探索挖掘主流价值观中各层面元素，拓展会计职业素养范畴。开展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国策、政治经济、法律法规、社会人文等教育，讲好中国故

事，符合来华留学生的培养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 掌握会计恒等式和所有者权益的基本概念 

– 系统性理解所有者权益中的三大组成部分 

能力目标： 

– 能够通过权益串联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 

– 能够运用基本方法完成资产负债表编制准备 

– 培养创造性思维，增强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价值目标： 

– 熟悉中国国情和文化 

–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与价值观 

– 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 

“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本节课的课程思政侧重于创新创业与国际合作。坚持创新第一动力，培育

“双创型”人才，立足湖南，彰显大国风范，走向世界。发挥现有留学生的作

用，实现“国际人才本土化”，助力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实施。 

 
 

引入

知识点与
时间分配

本课小结

前课回顾

一：会计恒等式与权益的概念

二：不同类型私人企业的权益组成

三：权益与两大报表的内在联系

四：思政育人-创新创业教育

14 mins

14 mins

10 mins

5 mins

1 min

1 min课后思考与线上活动

•案例讨论：PIZZA 店创业

•视频观看：开放崛起的现代化新湖南
•情景模拟：我要创业

•教师讲授：创新创业与国际合作
•话题讨论：创业者具备的基本素质？
•中文角 ：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

•线上扩展：中国欢迎投资新举措

思政元素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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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模拟与案例讨论： 

本节课所有案例都柔性隐性的融入了“创新创业”的元素，如课堂练习的

“pizza店创业”，情景模拟“我要创业”等，逐步唤起学生对创新创业的热情。 

多媒体手段： 

通过播放视频“大潮起潇湘-湖南自贸试验区”，展示湖南已成为自主创新

策源、科技成果转化、高端人才聚集和中外经贸合作的肥沃土地。 

教师讲授： 

通过展示图片并结合教师讲述，回顾学院组织留学生参与过的课外实践，如

走进湖南制造企业：三一重工、  远大科技、比亚迪（中国），探访湖南自贸

区，体验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参与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等，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向留学生展示了开

放崛起 的现代化新湖南，潜移默化的增强留学生对经济高速发展背后中国智慧

的兴趣与认同。 

湖南正大步走向世界，也欢迎全世界的英才汇聚湖南，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和

产业对接。不论是在华创业，或在海外与中国实现产业互动，或服务中国优秀企

业，都需要的是精通多门语言，了解中国文化国情，高素质高水平的各类专业化

人才。企业的各类活动：经营决策、财务预测、筹资投资，成本控制都离不开会

计，当然也需要有着创新财务管理能力的现代化财会人才。期盼留学生能够抓住

时代机遇，掌握中国开放发展的经验，并将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新理念传播到

海外。 

扩展阅读：中国欢迎外商投资 

超星在线课程《商务会计》chapter 2.7： 

– 中国欢迎投资者新举措-新《外商投资法》出台 

– 中国发布《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法律体系更明晰 

学生讨论:   

创业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你认为创业者应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 

如：自律、诚信正直、坚持、目标明确、行动果断。 

中文角： 

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 

The road ahead is long; striving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来源：习主席的 2021新年贺词：“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

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

烂的辉煌！”  

针对留学生，本门课程的在多个章节，针对性的添加了“Chinese Corner 中

文角”。中文角均选取了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语、

短语。 

在课堂上，教师进行简单的解析，学生反复跟读。课后，学生可以在超星在线课

程上进一步扩展阅读，并完成朗读小任务，语音上传系统。 

教学方法 

与举措 

（说明：需涵盖达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完成其教育内容要求所采取的教

学方法与具体举措。） 

1. 通过多媒体手段（视频，动画等），令授课更加直观生动，更好帮助学

生理解 

如：在教学内容 3 中，通过播放视频，展示开放崛起的现代化新湖南，激发

学生对经济高速发展背后中国智慧的兴趣，并引出知识点： 

– How to structure your own business? 

– Equity in different forms of private business（不同类型私人企业的权益组成） 

2. 案例分析，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并设置课堂课后思考题，讲练结合，激发学

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多表达多听取，积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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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教学内容 1 中，通过贴近生活的案例（披萨店创业等），教师讲授和

学生练习结合，帮助学生快速理解会计恒等式的“以不变应万变”（恒

等）。 

3. 课堂讨论分析，多采用启发式、设问式等方式，突出对重点内容的讲述和难

点的剖析； 

如：在教学内容 5 的思政育人板块中，除教师讲授外，加入学生讨论环节： 

创业者应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 

通过讨论，共同总结出答案：自律、诚信正直、坚持、目标明确、行动果断

等。 

4. 结合超星学习通建设线上课程进行混合式教学。学生可在课前熟悉重点知识

点及课件材料，课后阅读拓展内容及辅助材料，完成课后练习任务点，并在

线上与老师及同学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及难点答疑。学生的展示讲演，任务

研究报告等，都上传至线上平台，进行公开展示。 

   课程思政为避免喧宾夺主，过多占用专业知识教学时间，可在课堂设置悬

念， 而在线上课程中进行内容补充。如中文角短语背后的故事，课外扩展阅读

等等。线上课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课程思政大有可为。 

教学实施

过程 

（说明：需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如何在每个环节落实其教学设计。） 

【课堂引入】前课回顾：引出资产负债表的第三个重要部分：权益 

In previous classes, we have talked about the function and purpose of Balance sheet. 

You already know that the balance sheet reports the assets, liabilities, and owners' equity 

of a business at a specific date. In the previous lectures we have discussed a lot about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which leads us nicely into today’s topic. So now let’s move to: 

Equity. 

 

Equity is a littl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n the accounting equation. I'm going to give 

you the definition of it first, we're going to break it down, to see what it's made up, and 

take all of the pieces and fit them back together, to get a complete picture of what equity 

is and how it fits into the expanded accounting equation. 

In accounting, equity is a term that you will find on the balance sheet. It is the third 

and final pillar of the accounting equation. 

讨论所有者权益的概念，需要了解权益与资产负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会计恒

等式的涵义。   

So first, we have to talk about the accounting equation. 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accounting equation is, what the equation tell you, and how it works. 

通过设置情景，抛出问题，引出会计恒等式的概念引出会计恒等式： 

【PART 01】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会计恒等式 

情景 1：If you have started a brand new business, and first we want to do some 

deliveries, so we want a car.  

设置问题并进行互动 

Q1: what exactly is the car? well a car would be an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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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what is an asset? An asset is anything of value that your business owns. 

Q3：How can our business get this car. 

 What is accounting equation? 

The Accounting equation keeps track of all the company assets, and also keeps track of 

the money.  

会计恒等式回答这两个问题： 

 How the company bought those assets？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Does the Equation Tell You? 

Key Principle  

重点解释会计恒等式两边的涵义，将资产、负债、权益顺势嵌入恒等式 

Things the business owns = Things the business owes 

 

等式右边解释：How the assets are financed?  

由此可得：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重回情景 1，讨论例题 Example  

 
A car would be an asset, it's something that we own. let's say the car is worth 10,000 

pounds. Now we can use the accounting equation, let’s look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equation. we either have a liability, or we have equity. 

We could have gone to the bank and borrowed money maybe we borrowed 7000 pounds. 

That would be a liability because creditor, the bank has a claim on the 7000, and the 

business must pay back. 

What if you personally wanted to contribute cash into your business for the car purchase, 

3000 pounds. So that would be equity in the business.  

【重点】The Equation Balances Always Always Always 会计恒等式一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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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BALANCE? MISTAKES! 

【提出问题】会计恒等式的两边真的是一直相等的吗？与学生共同验证 

 

情景 2：Pizza 店创业 

【例题讨论】The effect of operations on the accounting equation 

1) I invest 60 pounds money to the business.  

2) Go down to the market and spend all the 60 pounds on the pizza ingredients for the 

business.  

3) Need to buy a £ 200 oven for pizza making, but no enough money. Borrow £ 200 

from a friend. 

结合图片与 PPT 动画效果，与学生共同思考，每一笔交易后会计恒等式是否仍然

平衡? 如： 

 

 
【设置课堂练习】Exercise：is the accounting equation still in balance? 

4) Go and spend this £ 200 on an oven. 

5) Use all the 60 pounds ingredients bought and sell this first batch 

of pizzas, for 100 pounds.  

至此，学生对权益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但相比于资产和负债，权益的概念比较

抽象。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equation can be presented as follows: 

Assets = Owners’ Equity + Li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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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ready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ASSET, liability, as well as the 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But it seems that we still have no idea about what exactly the equity is, don’t 

we? 

 

So what exactly is equity?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terms that come with Equity  as part and the parcel. so many 

and this isn't even all of them. I will pick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to teach you today. 

And I think, you will totally understand what equity means after this class. 

 (引出权益的概念) 

【PART 02】Definition Of Equity 权益的概念 

将不同教材中对权益概念的描述进行结合，总结出以下两个主要的定义，并将其

进行剖析，帮助学生更好理解。 

Two definition of equity 权益的两个定义 

Definition 1： Equity is the residual value of an entity’s assets after deducting all its 

liabilities. 

讲解权益定义（1）的内在逻辑与内涵： 

ASSETS= LIABILITIES +EQUITY 

Assets are equal to liabilities plus equity. If rearrange this formula then we can see that 

equity is made up of assets minus liabilities. 

EQUITY =ASSETS - LIABILITIES 

In accounting, we have another word to describe assets minus liabilities, NET ASSETS. 

EQUITY = NET ASSETS 

Residual value means what’s left over after you take all of an entity’s assets and deduct 

its liabilities. In other words, equity represents the net assets of a business.  

提出设问： What it actually mean? 

引出定义（2）Definition 2: Equity represents the net funds invested into a business 

by its owners. 

讲解权益定义（2）的内在逻辑与内涵： 

ASSETS= LIABILITIES +EQUITY 

Two ways that funds can be invested into a business to finance its operations： 

1. borrow money from third party lenders        -- LIABILITIES  

2. net funds invested into the business by owners  --EQUITY 

小结：根据以上两个定义可知，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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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represents the net assets of a business 

 It represents the net funds invested into the business by its owners  

所以：The owners of a business own, or have a claim on all of its net assets. 

【PART 03】Three Components Of Equity 

Explain the most value 3 in particular that together we will have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what equity is. 

【观看视频】 

First let’s see an example, I think it will be easier for you to picture all of this. Imagine 

you have come across this video on the Internet. (播放视频)  

简单描述开放崛起的现代化新湖南与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让学生在惊叹同时， 

产生对经济高速发展背后中国智慧的兴趣。并引出知识点： 

You are really impressed, and you’ve got an idea for starting a business as well. But 

there’s a problem. You have a choice to make that all startup businesses end up facing.. . 

How to structure your business? 

 
将权益分成三大类，并根据不同的私人企业类型进行讲解，对比其异同点，

系统化深入理解权益。 

 

 Equity is essentially made up of three things 

 Name changes depending on the structure of entity 

1. Capital Contributions 资本投入 

概念：The money that owners invested into the business out of their own pockets。 

Important in early startup phase 

 

2. Retained Earnings 留存利润 

概念：When business generates revenues or incurs expenses, it will make a profit o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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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does the profit/loss belong to?  

 The owner could choose to reinvest these profits back into the business, or hold on 

to them to use in the future. Over time these profits and losses holding on to build 

up are called retained earnings. 

 

3. Withdrawals 撤资 

概念：The owner withdraw some cash out of business to cover personal expenses.

 

Retained Earnings= Acc. Profits - Withdrawals  

【PART 03】Link Between Income Statement And Balance Sheet 

引导学生逐步推导如何将资产负债表的核心 accounting equation 联系到损益表的

基本公式，从而建立起两个报表的联系。 

 
通过学习借助试算平衡表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基本方法，进一步理解权益在资产

负债表与损益表中起到的连接作用。 

Accounting equation also refers to balance sheet equation, because it reflect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balance sheet. So when we take a snapshot of this accounting equation as 

a single point in time, we are looking at a balance sheet. 

Basic balance sheet: 

 

Detailed balance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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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how to make a basic balance sheet? 

First we need another accounting report called a trial balance. 

 

Above this line, we have the accounts that the business owns its assets, and below the 

line we have the accounts that the business owes its liabilities and equity. We also have 

its revenue and expense accounts which we used to make the income statement. 

资产负债表的错误编制方法： 

Wrong way: we take all of the assets, liabilities and equity accounts and put them in their 

sections of the balance sheet. In theory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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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look at the results, the total assets add up to £36,350,000. And total liabilities and 

equity plus equity added up to £26,700,000 

It’s not balance! There must be some mistakes! 

提出设问：What went wrong? 

资产负债表的正确编制方法： 

Right way: 

解析：We forgot to include the revenue and expense. These are part of the business 

retained earnings, it’s profits held for future use, which also sit in the equity section of 

its balance sheet. 

When we include them, total liabilities plus equity also add up to £36,350,000. So the 

basic balance sheet is in balance! 

并预告下节课主要内容: 

How to make a detailed balance sheet? We will discuss in next lecture with a lot of 

examples and exercises.  

【课程思政】教师讲授：  

通过展示图片并结合教师讲述，回顾学院组织留学生参与过的课外实践，如

走进湖南制造企业：三一重工、  远大科技、比亚迪（中国），探访湖南自贸

区，体验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参与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等，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向留学生展示了开

放崛起 的现代化新湖南，潜移默化的增强留学生对经济高速发展背后中国智慧

的兴趣与认同。 

湖南正大步走向世界，也欢迎全世界的英才汇聚湖南，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和

产业对接。不论是在华创业，或在海外与中国实现产业互动，或服务中国优秀企

业，都需要的是精通多门语言，了解中国文化国情，高素质高水平的各类专业化

人才。企业的各类活动：经营决策、财务预测、筹资投资，成本控制都离不开会

计，当然也需要有着创新财务管理能力的现代化财会人才。期盼留学生能够抓住

时代机遇，掌握中国开放发展的经验，并将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新理念传播到

海外。 

【课堂讨论】创业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你认为创业者应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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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本素质包括创业意识、创业心理品质、创业精神、竞争意识、创业能

力。要想取得创业的成功，创业者必须具备自我实现、追求成功的强烈的创业意

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面对成功和胜利不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在碰到困

难、挫折和失败时不灰心丧气，消极悲观。要有创造性思维，能掌握广博知识，

具有一专多能的知识结构。另外还需要有创新能力、分析决策能力、预见能力、

分析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的综合能力素质。 

你觉得你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吗？ 

【中文角】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朗读并让学生多次跟读。 

解释：President Xi's 2021New Year Address：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

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

烂的辉煌！” The road ahead is long; striving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提醒学生阅读该短语背后的故事：2021 年习主席新年贺词 

 

【本课小结】SUMMARY 

【01】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会计恒等式 

【02】Nature of Equity 权益的概念                

【03】Three Components Of Equity 权益的三个组成部分 

【04】 Link Between Income Statement And Balance Sheet 

【课后思考与线上讨论】 

Question：Is it possible for owner's equity to be a negative amount? What does it 

mean? Like to hear your thoughts in the discussion part of online course.  

请大家课后在学习通 APP 主题讨论中分享你的回答 

 

【课外阅读】Additional readings 中国欢迎外商投资 

超星在线课程《商务会计》chapter 2.7： 

– 中国欢迎投资者新举措-新《外商投资法》出台 

中国发布《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法律体系更明晰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为所有者权益。为使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合理融合，

本课程更新了资产负债表该章节的教学顺序，优化了教学结构与教学内容，并采

用了多点嵌入和多元化教学方法结合。2020 年秋季新一轮的教学实践证明，教学

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留学生对于课程也给出了热情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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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材分析 

    本门课程所选教材《会计学原理》，是一本较为简单易懂，符合非会计专业

留学生需求与特点的教材。然而资产负债表本章节的讲述中，对于所有者权益的

解释过于简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概念太抽象，条目太繁杂，很

难成体系的进行理解记忆，对于之后的股东权益、权益变更表等知识点的学习造

成一定障碍。通过研读其他国内外会计教材，本课程将权益该知识点尽可能讲的

生动透彻，并与前后知识点进行有效串联。 

二、教学措施与成效： 

1. 由会计恒等式引出权益的概念 

所有者权益是非独立确认的会计要素，它的确认主要依赖于其他会计要素，

尤其是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在大量阅读研究国内外优秀会计教学案例，并与教学

团队老师多次探讨磨课后，最终决定将会计恒等式的内容调整到权益小节下。资

产负债表这一章的教学顺序，调整为：资产负债表概述、资产与负债的概念；权

益的概念与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保证了资产负债表章节中各节知识

点的讲授有更强的逻辑性。 

2. 将所有者权益繁杂内容进行系统化梳理 

按照私人企业的三种类型进行划分，并遵循企业初创、发展、盈利的顺序，

将权益的条目系统性进行归纳整理。学生理解了内在逻辑，多而杂的大量权益条

目都能很容易的记忆。  

3. 探寻权益与两大报表的内在联系 

除权益的基本概念与分类外，进一步加入了权益联系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两

大报表的内容。从简单的公式推导，到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编制示例，由浅入深的

让学生理解到权益重要的纽带作用，并为下节课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打下良好的基

础。 

4. 柔性隐性的开展中国价值取向引领和中国国情传递 

本门课程授课对象从国内本科生调整为各国来华留学生。实践证明，相比生

硬的直接讲述传统的思想道德内容，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中国

道路、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政策等具有更加浓厚的兴趣。因此本节课思政

内容的教学中，本课程更加注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手段相结合，如观看正能量的

视频进行情境导入，各个案例中嵌入创新创业思想，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思政话题

讨论，鼓励学生自己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教师讲授的部分，紧密联系留学

生最感兴趣的生活实际和课外实践，让学生听得懂愿意听。在建设完成的线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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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感兴趣的学生还可以进行拓展阅读，了解中国欢迎外商投资的新政策。 

 

三、不足与改进： 

首先，受到学生专业基础与课程培养目标的影响，课堂内容稍显偏重理论，

动手编制记账凭证等实务操作没能在课程中有所涉及。 

其次，本门课程是留学生的第一门会计类课程，虽然难度不高较为容易理

解，但规则繁多十分枯燥。另外由于留学生个人基础、接受水平不同，部分学生

受疫情影响滞留境外无法回校，确实存在有的听不懂，有的吃不够的情况。多次

斟酌后，本课程选择保证知识点的深度和广度，所以课程的教学内容稍显过于充

实。针对学习较为吃力的学生，本课程额外开设了线上辅导课，在线上课程中上

传了详细知识点讲解和辅助材料。在现有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大程度的引

导帮助学生完成本学期的学习。 

最后，思政内容的设计，虽然已经努力尝试选取不生硬学生愿意听的主题，在

过程中也采用了多点嵌入和多元教学设计，但如何每节课都找到契合度高的思政

主题与专业内容系统性结合，让思政内容贯穿始终而非蜻蜓点水，这是本课程仍

需要不断探索实践的。要加强并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紧跟行业的发展进

程，更有想象力更发散更多元化的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与中国理念，丰富课堂教学

的思政内容。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参考书籍： 

1. IFRS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会计学原理，曲晓辉等编著，立信会计出版社 

2. Accounting and Finance for Non-Specialists, by Peter Atrill and Eddie McLaney,10th 

Edition. Published 2017 by Pearson. (ISBN: 9781292135601) 

3. Accounting for Non-Accounting Students,  by John R. Dyson, eighth edition. 

Published 2010 by Pearson. (ISBN: 9780273722977) 

 

线上课程： 

本课程致力于线上课程建设，已基本创建完成《商务会计》在线课程，并于 2020

年在 2018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来华留学生中，顺利完成首轮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课程实践。截至目前，线上课程现已上传相关知识点讲解 70 余个、课程视频 34

个、章节任务自测 73 个、互助讨论板块 23 个，作业题库 75 份，思政案例与活动

15 个。 

课程网址为：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2315040.html 

 
扩展阅读材料、音视频、参考书籍、案例、学生活动视频与成果，均见线上课

程。 

 

项目支持： 

 省级课程思政教改项目：全英授课《商务会计》课程的思政建设与实践 

 2020 年度校级一流本科混合式课程建设项目 

未来意图应用推广至我校 B 学院会计专业与 ACCA 卓越班等有英文授课需求的

学生，不论是走出国门还是走进国门，都能让中国积极正面的价值观传播更

广。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23150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