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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21年湖南省第十七届大学生力学竞赛等8项 

学科竞赛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组织举办2021 年全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学科竞赛的通知》（湘教

通〔2021〕82 号）精神，我厅近期举办了8 项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经各竞赛

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和公示，我厅审定，现将竞赛结果通报如下： 

1.湖南省第十七届大学生力学竞赛。由中南大学承办，全省共有25所高校

1114名选手参赛。经专家评审和公示，我厅审定，共评选出一等奖55项，二等

奖114项，三等奖220项。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南华大学、湘潭大学、湖

南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交通工程学院、长沙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2.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由湖南师范大学承办，湖南理工学

院协办，全省共有60所高校11176名选手参赛。经专家评审和公示，我厅审定，

共评选出一等奖82项，二等奖157项，三等奖281项，优胜奖249项。湖南师范大

学、湖南文理学院、长沙学院、邵阳学院、湖南科技学院、湖南大众传媒职业

技术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3.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由中南大学承办，全省共有43所高

校1131名选手参赛。经专家评审和公示，我厅审定，主题赛赛道共评选出一等

奖23项，二等奖30项，三等奖28项；跨境赛赛道共评选出一等奖21项，二等奖

27项，三等奖33项。中南大学、湖南工商大学、怀化学院、湖南工学院、湖南

文理学院、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应用技术学院、长沙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4.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由湖南工商大学承办，全省共有13

所高校322名选手参赛。经专家评审和公示，我厅审定，服装成衣设计赛道共评

选出一等奖12项，二等奖23项，三等奖35项；服装配饰设计赛道共评选出一等

奖11项，二等奖22项，三等奖33项。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工商大学、湖南工程

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5. 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由长沙学院和长沙理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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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承办，全省共有32所高校2402名选手参赛。经专家评审和公示，我厅审定，

工程基础赛道共评选出一等奖21项，二等奖27项，三等奖35项；“智能+”赛道

共评选出一等奖29项，二等奖39项，三等奖50项；虚拟仿真赛道共评选出一等

奖10项，二等奖15项，三等奖19项。湖南工程学院、怀化学院、邵阳学院、湖

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文理学院、湖南科技学院、湖南城市学院、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南华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理工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6. 湖南省第十一届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与创新设计竞赛。由湖南城市学院

承办，全省共有30所高校1594名选手参赛。经专家评审和公示，我厅审定，实

验技能赛道共评选出一等奖18项，二等奖24项，三等奖27项；创新作品赛道共

评选出一等奖15项，二等奖23项，三等奖29项；化工设计赛道共评选出一等奖

15项，二等奖21项，三等奖32项；虚拟仿真赛道共评选出一等奖6项，二等奖7

项，三等奖7项。湖南城市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7. 湖南省第八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由长沙理工大学承办，全省共有31

所高校255名选手参赛。经专家评审和公示，我厅审定，共评选出一等奖13项，

二等奖17项，三等奖21项，最佳制作奖1项，创意美观奖3项。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8. 湖南省第八届大学生物理竞赛。由湖南理工学院承办，全省共有29所高

校470名选手参赛。经专家评审和公示，我厅审定，共评选出一等奖38项，二等

奖62项，三等奖101项。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湘潭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湖南理工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我校获奖名单详见湘教通〔2021〕265号文件） 

 

湖南省教育厅       

202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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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学校2021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 

学校相关部门： 

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是体现学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

根据国务院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2021年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21〕60号）要求，学校要

在2021年10月25日前完成2021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采集上报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填报系统用户管理 

填报系统用户管理实行学校级用户和责任部门级用户两级用户管理。各责

任部门根据学校制定的《2021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工作

分配表》（见附件1）安排，指定专门负责本部门数据填报工作的填报人员及审

核人员，加入QQ工作群、领取系统登录名和密码。（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

据平台网址：http://210.43.247.104/login.jsp。联系人：李雯（85623517），

办公地点：行政楼教务处505。学校教学数据采集QQ工作群：943617132。） 

二、采集填报数据流程及工作时间节点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内容包含学校基本信息、学校基本条件、教职

工信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学生信息和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等7个大类数据

共72张表单和4张单独的工科数据表单，总共800余项数据采集点。 

76张数据表单中有11张表单为基础数据表单。基础数据表的数据要作为数

据字典被其他表格数据关联调用，且基础表之间也存在数据关联，所以需要优

先录入系统。 

请各责任部门根据《2021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工作

分配表》，按照《2021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指南（通用

篇）》内涵要求，严格按照下表的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工科类4张表单的填

报要求参照《2021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指南（特色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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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 主要工作 责任部门 

9月 29日前 填报“表 1-2学校相关党政单位” 人事处 

 填报“表 1-3学校教学科研单位” 人事处 

9月 30日前 填报“表 1-4-1专业基本情况” 教务处 

10月 9日前 填报“表 1-5-1教职工基本信息” 人事处 

 填报“表 1-5-2教职工其他信息” 人事处 

 填报“表 1-5-3外聘和兼职教师基本信息” 人事处 

 填报“表 1-6 本科生基本情况” 教务处 

 填报“表 1-7-1本科实验场所” 国资处、教务处 

 填报“表 1-7-2科研基地” 科技处 

10月 11日前 填报“表 1-4-2专业大类情况表” 教务处 

 填报“表 5-1-1开课情况” 教务处 

10月 15日前 完成所有数据表的填报, 提交负责人签字的纸质数据表 各相关部门 

10月 19日前 数据汇总分析，形成学校最终数据 教务处 

10月 25日前 数据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正式上报 教务处 

三、采集填报数据起止时间内涵 

本次填报统计数据时间涉及自然年、学年、时点三类，具体时间要求参考

采集信息的时间标注。 

1.自然年：指自然年度，即上年的 1月1日至12月31日（2020.1.1-

2020.12.31）。如财务、科研信息按自然年度时期统计汇总数。 

2.学年：指教育年度，即上年的9月1日至本年的8月31日（2020.9.1-

2021.8.31）。如教学信息按学年度时期统计汇总数。 

3.时点：指特定时刻产生的指标数据的统计截止时间，即本年9月30日

（2021.9.30）。如在校生数、教职工数、占地面积、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

计时点数。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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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本次数据采集涉及面广，数据采集量大，时间紧、任务重，各相关部门必

须按照学校要求，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配合，严禁工作推诿，确保按时

间节点准时提交。 

（二）数据填报真实准确。 

相关数据提供单位应高度重视当年填报数据与历年填报数据的相关性，对

变动较大的数据进行详细说明，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相同时间节点、

相同统计口径的数据须与高基表保持一致。若有特殊情况，须进行书面说明。 

（三）实行第一责任人负责制。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实行工作责任追究制，各责任单位负责人为数

据采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项数据中本责任部门可直接填报的数据，由本部

门进行填报；不能直接填报的表格，由责任部门负责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学院

提供数据，由责任部门整理填报。 

 

                                   教务处         

                            2021年9月26日 

 

 

关于学校首批“放心课程”认定名单的公示 

根据《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提升本科课程建设质量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学校决定分批次认定和建设“放心课程”。现组织首批“放心课

程”认定工作，经校教学督导团、相关学院审核，教务处根据“方案”复核，

拟认定《经济林栽培学》等288门课程为首批“放心课程”，现予以公示。公示

期为2021年9月27日至10月10日。 

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教务处反映。联系电话：0731-85623291。 

                       教务处         

                            2021年9月27日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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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首批“放心课程”认定名单公示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1 经济林栽培学 谭晓风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林学、经济林 

2 经济林栽培学 王森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林学、经济林 

3 经济林产业社会实践 袁军 林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集中实践环节 林学（经济林方向）、经济林 

4 经济林良种繁育 李建安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经济林 

5 花卉学 曹受金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园艺 

6 林火管理 刘发林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林学、 

7 林木化学保护 黄建华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森林保护 

8 林学概论 孙华 林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通识教育课 面向全校 

9 林学概论 王瑞辉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通识教育课 面向全校 

10 林业遥感 孙华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林学、森林保护、经济林 

11 普通动物学 杨道德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森林保护 

12 森林经理学 曹小玉 林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 林学 

13 森林微生物学 周国英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森林保护 

14 树木学 李家湘 林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林学、森保、经济林 

15 树木学 喻勋林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林学、森保、经济林 

16 土地调查与评价 佘济云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土地资源管理 

17 土壤肥料学 袁军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林学、经济林、园艺 

18 土壤侵蚀原理 何功秀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9 微生物生态学 何苑皞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森林保护 

20 园艺学导论 曹基武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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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21 园艺学导论 陈亮明 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园艺 

22 园艺综合实践 曹受金 林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集中实践环节 园艺 

23 蛋白质与酶工程 王永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 生物技术 

24 分子生物学 4 周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生物技术 

25 景观生态学 方晰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生态学、风景园林 

26 生态学 王光军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基础课 
生态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园艺等 

27 生态学文明导论 王光军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通识课 全校 

28 生物化学 周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生物技术 

29 生物制药工艺学 曾柏全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 生物工程 

30 微生物学 1 王晓玲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31 遗传学 刘志祥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基础课 生物技术 

32 植物生理学 3 邢伟一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生物技术 

33 植物学 梁文斌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林学 

34 高分子材料 江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35 高分子材料 2 廖有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36 功能陶瓷材料 刘怀菲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37 化工原理 5(上) 杨国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林产化工专业 

38 家具制图 谢力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 

39 胶合原理与胶黏剂 左迎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 

40 精细有机合成 罗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41 木材功能性改良学 苌姗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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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42 木材加工装备学 1 李新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 

43 木材美学 吴义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选修课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 

44 企业管理 3 袁光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 

45 人体工效学 3 魏新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 

46 生物质能源及利用 张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林产化工专业 

47 天然有机化学 1 张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林产化工专业 

48 物质结构基础 梁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49 专业英语(林产化工) 李湘洲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林产化工专业 

50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王志永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大二 

51 机器人工程 文韬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2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1 龚中良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3 机械设计 丁敬平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大三 

54 机械设计基础 2 柳建安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大二 

55 机械原理 柳建安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大二 

56 机械原理 赵青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大二 

57 机械制图 1(上) 李卉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大一 

58 机械制图 1(上) 李玲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大一 

59 科学计算与 MATLAB 蒋淑霞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大二 

60 液压与气压传动 高自成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大三 

61 专业英语(汽车设计制造) 李恩颖 机电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汽车服务工程 

62 供应链管理 庞燕 物流与交通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物流工程、物流管理、供应链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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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63 交通运输工程学 黄音 物流与交通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物流工程 

64 企业物流管理 黄由衡 物流与交通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物流管理 

65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符瑛 物流与交通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物流管理 

66 物流运筹学 黄向宇 物流与交通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基础课 物流工程、物流管理 

67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陈存友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风景园

林专业）、专业选修

课（城乡规划专业） 

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68 城市设计概论 王燕 风景园林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城乡规划专

业）、学科基础课

（建筑学专业）、专

业选修课（风景园林

专业） 

城乡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 

69 城乡规划原理 1 王峰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城乡规划 

70 风景园林概论 沈守云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风景园林、园林 

71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基础 郭扬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风景园林 

72 风景园林制图 李大鹏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风景园林 

73 环境景观设计 刘破浪 风景园林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 风景园林 

74 环境心理学 王薇薇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风景园林 

75 建筑技术概论 肖湘月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建筑学 

76 设计思潮 沈守云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风景园林 

77 文献检索与论文 邱慧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风景园林 

78 园林树木学 1 廖飞勇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园林，风景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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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79 园林文化与美学 刘破浪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风景园林 

80 园林植物分类基础 颜玉娟 风景园林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选修课（园

林专业）/学科基础

课（风景园林专业） 

园林，风景园林 

81 园林植物生理学 谢禄山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园林 

82 中外城市建设与规划史 刘海燕 风景园林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必修课 城乡规划 

83 传播学概论 许安娇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视觉传达设计 

84 创意家居设计 刘斐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产品设计 

85 工业设计概论 刘文金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工业设计 

86 家具结构设计 郝景新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87 企业形象设计 缪玉波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视觉传达设计 

88 人体工程学 邓昕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工业设计 

89 人体工程学 李素霞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产品设计 

90 三维设计基础 1 张玉山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 

91 设计项目管理 罗方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环境设计 

92 设计心理学 宋艳菊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工业设计 

93 设计制图 李克忠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94 室内风格与流派 戴向东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环境设计 

95 室内空间设计 袁傲冰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 环境设计 

96 室内装饰材料 张秋梅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环境设计 

97 陶艺产品设计基础 张玉山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 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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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98 图形创意 缪玉波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视觉传达设计 

99 消费者行为研究 许安娇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视觉传达设计 

100 形态与空间基础 易菲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 

101 专业英语 欧海燕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工业设计 

102 综合造型基础Ⅱ 刘文海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 

103 C++程序设计 白贞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计算机基础教研室 

104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蒋湘涛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软件工程 

105 Java EE应用与开发 吴光伟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软件工程 

106 操作系统 钟少宏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软件工程 

107 电工与电子技术 李琳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教学竞赛国家级二等

奖 
学科基础课 电子信息工程 

108 电机与控制 万芳瑛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电子信息工程 

109 电路分析 张发生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

程，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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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110 高频电子线路 徐卓农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通信工程 

111 过程监控系统设计 周国雄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自动化 

112 计算机导论 谭琳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3 计算机基础 戴新民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计算机基础教研室 

114 计算机基础实验 刘震宇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公共课 计算机基础教研室 

11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周国雄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自动化 

116 模拟电子技术 2实验 任嘉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电子信息工程 

117 数据结构 杨卫民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8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何霖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9 数据库原理 艾玮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软件工程 

120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张艳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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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121 数字逻辑与 VHDL设计 朱俊杰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自动化 

122 微电子学概论 周慧英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电子科学与技术 

123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谭云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专业必

修课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4 自动化专业导论 朱俊杰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自动化 

125 自动控制原理 宁重阳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自动化 

126 测量学 2 张坤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园林 

127 钢结构设计 1 胡习兵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土木工程 

128 工程力学 2 尹凤娥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土木类、土木工程 

129 工程力学 3 周余辉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环境工程、工程管理 

130 工程力学 4 尹凤娥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工业设计 

131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1 成洁筠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土木工程 

132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1 覃银辉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土木工程 

133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1 袁健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土木工程 

134 基础工程 覃银辉 土木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土木工程 

135 基础工程 杨慧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城市地下与空间工程 

136 结构抗震设计 1 贺国京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土木工程 

137 结构试验 冯新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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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138 理论力学 1 秦金旗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森林工程 

139 理论力学 4 王荣海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能源与动力工程 

140 路基路面工程 A 尹鹏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土木工程 

141 桥梁工程 A 李媛媛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土木工程 

142 水力学 刘庆红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土木工程 

143 土力学 李珍玉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土木工程 

144 土木工程材料 2 尹健 土木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与学科基础课 工程管理 

145 森林食品概论 陆俊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必修课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

全 

146 食品分析 彭湘莲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

全 

147 食品工程原理 丁玉琴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粮食工程 

148 食品化学 张慧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

全 

149 食品机械与设备 黄亮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食品科学与工程 

150 
食品科学与工程导论（双

语） 
杨英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151 食品生物化学 梁盈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食品科学与工程 

152 食品生物化学 文茜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食品质量与安全 

153 食品生物技术 罗非君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食品质量与安全 

154 食品生物技术 杨涛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粮食工程 

155 食品微生物学 任佳丽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食品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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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156 食品原料学 周文化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食品科学与工程  

157 食品质量管理学 彭湘莲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

全 

158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陈润华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环境工程 

159 环境 CAD辅助设计 杨雄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环境科学 

160 环境管理学 傅晓华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环境科学 

161 环境污染生态修复工程 徐海音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环境工程 

162 环境影响评价 朱健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基础选修课 环境工程 

163 人工湿地生态工程 付新喜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环境科学 

164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冯冲凌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环境工程 

165 大学物理 牟群英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木材科学与工程、森林工程、材

料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材料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等专业 

166 大学物理 2 罗勇锋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材料化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物流工程 

16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文益君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林学(陶铸实验班)、地理信息科

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168 高等数学 黄浩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工程管理、工程力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类、林学(陶铸实验班)、

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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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169 高等数学 康毅芳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自动化、测绘工程、工程力学、

工程管理、电子信息工程、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0 高等数学 刘勉声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地理信息科学、应用物理学、

工程力学、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

作办学)、会计学、会计学(ACCA

卓越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71 高等数学 罗建华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测绘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通信工程、软件工程、软件

工程、交通运输、森林工程 

172 高等数学 余兰萍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软件工程、

土木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车

辆工程 

173 高等数学 余林云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

程、林学、生态学、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建筑类 

174 光学 李建波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应用物理学 

175 力学 陈丽群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基础课 应用物理专业 

176 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 黄慧华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信息与计算科学 

177 数学分析 陈红斌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信息与计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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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178 无机及分析化学 2 郭亚平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林学类、生物科学类、生物工

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

学与工程类、林产化工、园林、

材料科学与工程类等 

179 有机化学 郭鑫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木材科学与工程 

180 运筹学 唐玲 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会计学(ACCA)、国际商务、土地

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农林经济

管理、地理信息科学、工程管

理、土地资源管理、地理信息科

学、工程管理 

181 财务报表分析 姚利辉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会计学 

182 财务管理 2 赵艳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会计学 

183 成本会计 张昌文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会计学 

184 高级财务会计 蒋斌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会计学 

185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左旦平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会计学 

186 管理会计学 王东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会计学 

187 管理统计学 李言规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市场营销 

188 管理统计学 尹华北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人力资源管理 

189 会计制度设计 张晓琼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会计学 

190 经济贸易概论 蔡珍贵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翻译 

191 农村金融学 肖建武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农林经济管理 

192 普通心理学 吴幼珍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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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193 企业文化与跨文化管理 程慧君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人力资源管理 

194 商务谈判 3 方威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市场营销 

195 社会学概论 易畅 商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人力资源管理 

196 市场营销学 郑贵军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人力资源管理 

197 市场营销学 2 张闻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农林经济管理 

198 现代企业管理 陈爱吾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人力资源管理 

199 运营与供应链接管理 陈德良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市场营销 

200 招聘与配置 吴战波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人力资源管理 

201 整合营销传播 邹思明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市场营销 

202 政策学与林业政策 曾广正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农林经济管理 

203 中级财务会计 刘凯旋 商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会计学 

204 财务报表分析 谢坤语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金融学 

205 公司理财 2 贾彩霞 经济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 金融学、保险学 

206 国际结算 1 彭一峰 经济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207 国际金融学 段志强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金融学、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 

208 国际经济合作 杨秀蓉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9 国际商务管理 谭丹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0 宏观经济学 肖紫琼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管理学类 

211 宏观经济学 4 崔娜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金融学类 

212 宏观经济学 4 段志强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金融学类 

213 会计学原理 谢坤语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必修课 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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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214 金融市场学 高孝欣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金融学、保险学 

215 金融市场学 肖紫琼 经济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金融学、保险学 

216 统计学原理 阎志忠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金融学、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等 

217 微观经济学 1 杨秀蓉 经济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金融国贸保险营销人资农经等 

218 西方经济学 1 柳治国 经济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 
交通运输、土木工程、土地资源

管理等 

219 大学英语高级选修课 1 陈媛媛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20 大学英语高级选修课 1 唐礼庆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21 大学英语高级选修课 1 邹雨真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22 大学英语精读 1 曾健敏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23 大学英语精读 1 唐礼庆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24 大学英语精读 1 王欢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25 大学英语精读 1 肖琼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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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226 大学英语精读 2 李慧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27 大学英语精读 2 余晓梅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28 大学英语精读 2 周山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29 法语听力自主学习 宁婧思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实践教学 法语专业 

230 翻译批评 邓天文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选修课中（公共

选修课） 
翻译专业 

231 交替传译 李志奇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必修课 翻译专业 

232 日语语音自主学习 杨艳萍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实践教学 日语专业 

233 同声传译 邓文娟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必修课 英语和翻译 

234 中级英语写作 李广践 外国语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通识教育

课） 
涉及非艺术类所有专业 

235 风景地貌学 刘江龙 旅游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旅游管理 

236 服务运营管理 张娓 旅游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酒店管理 

237 会展专业英语 刘珏 旅游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会展经济与管理 

238 酒店规划与设计 张娓 旅游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酒店管理 

239 旅游解说 罗芬 旅游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旅游管理 

240 旅游礼仪 杨芳 旅游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旅游管理 

241 旅游调查与研究方法 张清 旅游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旅游管理 

242 旅游战略管理 吴江洲 旅游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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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243 专业课程综合 1 吴江洲 旅游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专业课 旅游管理 

244 自然教育 罗芬 旅游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通识教育课 旅游管理 

245 地方政府学 熊玲君 政法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行政管理 

246 国际私法 阳永恒 政法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法学 

247 罗马法学 刘瑛 政法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法学 

248 逻辑学 熊玲君 政法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行政管理、会计（ACCA） 

249 应用文写作 欧阳勤 政法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50 军事理论 龙双喜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51 军事理论 姚遥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学竞赛省级一等奖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5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刘菁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53 
毛译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李娟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54 
毛译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刘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55 
毛译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文斌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5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陈石明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5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彭芳梅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58 形势与政策 白雪霜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5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李美香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陆春花 马克思主义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261 电脑音乐 陈云 音乐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程 音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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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262 基础钢琴 金铮 音乐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程 音乐表演 

263 基础声乐 杨娇 音乐学院 
课堂教学竞赛省级一

等奖 
专业选修课程 音乐表演 

264 中国古典舞基训 张慧 音乐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程 舞蹈学 

265 中国音乐史 李祖胜 音乐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程 音乐表演 

266 户外拓展（男） 王志意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67 基础体育 戴露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68 基础体育 资添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69 篮球（男） 肖熙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70 篮球（男） 谢飙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71 排球 刘佳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72 乒乓球 伍卷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73 网球 荣礴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74 形体舞 胡玉华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75 野外生存拓展 王志意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选修课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76 羽毛球 周春柳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77 足球 徐晓郴 体育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全校 

278 初级汉字 许阳 国际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课 来华留学生国际经济与贸易 

279 初级商务沟通技巧 阳娅琦 国际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 

280 供应链有关法律 廖昌军 国际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专业课 物流管理 

281 货币银行学 童晶 国际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学科基础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 

282 经济学导论（双语） 童晶 国际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学科基础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

教师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评价 课程类别 涉及专业 

283 研究方法 王晶 国际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物流管理 

284 研究方法 张敬 国际学院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基础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 

285 创新创业基础 祝海波 创新创业学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公共必修课 大一所有专业 

286 心理健康教育 2 王小凤 学生工作部 
课堂教学竞赛省级一

等奖 
公共必修课 大一所有专业 

287 心理健康教育 2 袁红梅 学生工作部 督导评价排名前 15% 公共必修课 大一所有专业 

288 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袁红梅 学生工作部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公共必修课 大一所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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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第五届大学生城乡规划设计竞赛暨 

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城乡规划设计竞赛选拔赛结果公示 

学校第五届大学生城乡规划设计竞赛暨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城乡规划设计

竞赛选拔赛于2021年9月18日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至美楼专业教室

举行，符合条件的参赛学生人数共计71人。 

经过组委会组织评委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8人，二等奖12人，三等奖16人，

获奖人员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奖励等级  学号 姓名 

一等奖 

20171829 吴限 

20171833 翟蕾 

20171831 杨礼宏 

20171821 刘梦圆 

20171804 陈慧君 

20181919 李子龙 

20184610 朱素其 

20181905 赵暄 

二等奖 

20171820 刘泓昆 

20171806 陈思澳 

20171822 罗凤姣 

20171813 黄珮尧 

20181889 毛思懿 

20181884 凌紫缘 

20171827 苏席靖 

20171836 朱泉 

20171817 李博婧 

20181891 沈湘悦 

20171815 姜雯 

20181976 张明钰 

20171828 孙思齐 

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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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等级  学号 姓名 

三等奖 

20171807 

 

陈樱文 

20171837 邹仪 

20171834 赵梦雨 

20171811 何诗琴 

20181943 邹芷怡 

20171810 董逸秋 

20181881 何思佳 

20181880 何惠姿 

20181882 李枫 

20181903 张天悦 

20171830 谢志伟 

20171808 邓松龄 

20171819 李想 

20191927 杨顺波 

20191904 崔星航 

竞赛组委会将会择优选拔复赛选手进行集训，参加2021年10月中旬的第七

届湖南省大学生城乡规划设计竞赛。 

对以上结果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9月22日-9月28日）向风景园林学院或

教务处反映。联系电话：85623025，85623094。 

   

  教务处           

    风景园林学院       

    2021年9月22日      

 

2021年学校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公示 

2021年学校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于9月23日在博文楼南905顺利举

行。经评审，评选出专业组和综合组各5组获奖，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1年

9月24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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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示结果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旅游学院或教务处反映。联系电话：

13517316629；0731-85623094。 

 

教务处       

                                            旅游学院      

                                         2021年9月24日   

2021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组别 获奖等级 参赛队名称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学号） 
作品 

形式 
备注 

专业组 

一等奖 且听风吟 六月风声 

秦若萱（20195418） 

何珏（20195480） 

谭瑶（20195557） 

展示类 推荐参加省赛 

二等奖 红颜知己 

携手红“研”知

己，重温平江起

义 

李佳（20195621） 

彭雯（20195628） 

刘金金（20195624） 

文案类 推荐参加省赛 

三等奖 

三人行队 平江记忆·赓续 

陈好（20205562） 

蔡年辉（20205560） 

龙祎雯（20205602） 

展示类 推荐参加省赛 

跟我走队 仙姑岩-红军营 

张润雪（20195638） 

陈菲（20195613） 

程睿思（20195543） 

导游词撰写 推荐参加省赛 

追光队 

“致不灭的光”

系列之毛简青故

居 

涂思雨（20195559） 

黄小妹（20195593） 

陈婧（20195582） 

视频类 推荐参加省赛 

综合组 

一等奖 不亦乐乎队 

《平江学伴——

平江县系列文创

产品设计》 

吴佳佳（20195564） 

张佳缘（20195637） 

卢浩民（20195552） 

杨江南（20192315） 

王祯宇（20192312） 

展示类 推荐参加省赛 

二等奖 常胜将军 长寿将军面 
王玉珍（20195633） 

潘美悦（20195627） 
展示类 推荐参加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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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梦军（20192449） 

赵薇（20192448） 

奇迹在线 
绿途红景， 

情满平江 

周晨辉（20195433） 

陈佳瑜（20205564） 

陈慧缘（20205563） 

秦子钰（20205414） 

魏馨怡（20205451） 

文案类 推荐参加省赛 

三等奖 

平江 101 天团 《汨水之上》 

张申婷（20195639） 

邓威娜（20195544） 

朱立新（20195645） 

何娜（20195588） 

周冰瑶（20195641） 

视频类 推荐参加省赛 

拳头队 
《平江往·红色

忆》 

杨建龙（20175369） 

陈先捷（20195583） 

曾甜慧（20195580） 

王家强（20195606） 

石旭峰（202143060623） 

展示类 推荐参加省赛 

 

2021年学校大学生酒店管理商业策划创意大赛 

获奖名单公示 

2021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学生酒店管理商业策划创意大赛于9月23日在博

文楼南905顺利举行。经评审，评选出6支队伍获奖，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1年9月24日-27日。 

对所示结果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旅游学院或教务处反映。联系电话：

13517316629；0731-85623094。 

 

                                                   教务处 

                                            旅游学院 

                                         202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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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学校大学生酒店管理商业策划创意大赛获奖名单 

获奖 

等级 
参赛队伍名称 参赛作品名称 

选题 

范围 
团队成员 备注 

一等奖 茂险者游戏 
U+U长租公寓公区商

业策划书 
B 

张佳缘（20195637） 

幸芬（20195530） 

卢浩民（20195552） 

推荐参加

省赛 

二等奖 

绿意使者 科启自然，绿染心境 A 

张小刚（20195502） 

罗清妹（20195417） 

史文清（20195419） 

推荐参加

省赛 

Xanadu 
X星球——梦寐以

“球” 
B 

涂思雨（20195559） 

谭瑶（20195557） 

何珏（20195480） 

推荐参加

省赛 

三等奖 

404 notfound 舟洲公寓商业策划书 B 

付宇飞（20195586） 

韩雨桐（20195587） 

唐欣宇（20195524） 

推荐参加

省赛 

T计划 
T酒店---可持续发展

的科技酒店 
A 

潘丽频（20205384） 

丁帆（20205372） 

刘玉求（20205541） 

推荐参加

省赛 

奇点 
我眼中的未来酒店—

—四季春 
A 

袁乐颖（20205457） 

赵子莹（20205461） 

易扬（20205456） 

推荐参加

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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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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