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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教发[2013]126 号 

 

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教

高函[2012]7 号），以及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政厅印发的 《“十二五”期间辽宁省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提高工程的实施意见》（辽教发[2011]105 号）和辽宁省教育厅

等六厅局联合印发的《“十二五”期间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工程实施意见》（辽教发[2011]105

号）精神，按照《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3 年度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申报工作的

通知》（辽教办发[2013]121 号）安排，我厅组织开展了 2013 年度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

基地建设项目的申报工作。经学校择优限额推荐，我厅组织初审、网上公示和专家评审，现

批准 51 个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启动建设工作（名单见附件 1 和附件 2），并就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2013 年度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分为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理科实践教育基地、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法学教育实践基地、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

和药学实践教育基地等类别。 

二、各高校要通过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

实践教学环节，提升高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并着重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强建设： 

1.加强经费保障，鼓励共建实践基地的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共同投入建设经费； 

2.积极推进改革，创新校外实践教育模式，推动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校外实践教育的教

学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建设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组织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



质量，组建由高校教师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教师队伍，促进

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建立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3.规范基地管理，完善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建立可持续发展

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进实践基地开放共享。 

三、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周期一般为 2 年，建设项目要填写《辽宁省普通高等学

校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任务书》（附件 3，以下简称《任务书》），并报我厅备案。

备案后，项目承担学校要按照《任务书》开展建设工作，我厅将根据《任务书》进行中期检

查和验收。 

四、请各高校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前，将《任务书》一式 2 份邮寄至辽宁省教育厅高

等教育处。邮寄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46-1 号，邮编：110032。同时发送电子文档

至 liyongjiang1998@163.com，联系电话：024-86891936。 

  

附件： 

1.2013 年度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项目名单 

2.2013 年度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非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项目名单 

3.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任务书 

  

  

                                                                                                              辽宁省教育厅 

                                                                                                        2013年6月21日   
 
 
 
 



附件 1： 

2013 年度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项目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基地名称 

1 
大连理工大学（部、

委属） 
大连理工大学-山东齐旺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

中心 

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3 沈阳理工大学 沈阳理工大学-抚顺东方碳素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4 东北大学（部、委属） 东北大学-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5 东北大学（部、委属） 东北大学-鞍钢集团自动化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辽宁开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

育中心 

7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中国寰球工程公司辽宁分公司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 

8 
大连海事大学（部、

委属） 
大连海事大学-大连万方船舶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 

9 大连工业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大连合成纤维研究设计院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0 沈阳建筑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工程实践教

育中心 

11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工业大学-锦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2 大连海洋大学 大连海洋大学-大连松辽船厂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3 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 

14 渤海大学 
渤海大学-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  

15 大连大学 大连大学—大连阿尔滨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6 辽宁科技学院 
辽宁科技学院—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 

17 沈阳工程学院 
沈阳工程学院-辽宁清河电力检修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实践教

育中心 

18 辽东学院 辽东学院-辽宁精化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9 
大连民族学院（部、

委属） 
大连民族学院-大连大开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 

20 
大连民族学院（部、

委属） 
大连民族学院-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 

21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 



附件 2： 

2013 年度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非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项目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基地名称 基地类型 

1 辽宁大学 辽宁大学-沈阳四维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经易期货经纪有

限公司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 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国电子商务

协会电子商务应用人才培训认证管

理办公室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4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百奥泰国际会议

（大连）有限公司文科实践教育基

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5 大连工业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义乌市创意园文科

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6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辽宁辉山乳业集团

有限公司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D 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

基地 
7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科闻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中心 
D 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

基地 
8 大连海洋大学 大连海洋大学-大连市人民政府行

政服务中心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9 中国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口腔

医学院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 
F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

心 
10 辽宁医学院 辽宁医学院-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 
F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

心 
11 大连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大连市血液中心临

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 
F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

心 
12 大连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北京亦庄生物医药

园理科实践教育基地 
C 理科实践教育基地 

13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

心 

F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

心 

14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沈阳市精神卫生

中心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 
F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

心 
15 沈阳药科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辽宁大石药业有限

公司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G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16 沈阳药科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上药集团-辽宁美亚

制药有限公司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G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17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市食品药品检

验所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G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18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中影集团电影数字

制作基地有限公司文科实践教育基

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19 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沈阳保成希尔顿逸

林酒店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0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1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大连吉田拉链

(YKK)有限公司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2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大连市司法局、大连

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学教育实践中心 
E 法学教育实践基地 

23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辽宁分所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4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辽宁省足球管理中

心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5 沈阳大学 沈阳大学-冠亚教育集团文科实践

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6 辽宁警官高等专

科学校 
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大连市公

安局法学教育实践中心 
E 法学教育实践基地 

27 辽东学院 辽东学院-丹东市第一医院临床技

能综合培训中心 
F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

心 
28 沈阳工学院 沈阳工学院——沈阳假日大厦有限

公司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9 大连财经学院 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三亚喜

来登度假酒店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0 沈阳城市学院 沈阳城市学院—沈阳凯宾斯基饭店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B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