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启动 

2012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重点支持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 

辽教发[2012]108 号 

省内有关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和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政厅

共同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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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按照《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2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重点支持专

业申报工作的通知》（辽教办发[2012]98 号）要求，我厅组织开展了 2012 年度辽宁省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重点支持专业申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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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个本科专业启动重点建设工作（名单见附件 1）。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开展重点支持专业建设工作是提高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培养相关专

业高素质人才，提升专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贡献率的重要举措。各高校和专业负责人

要充分认识重点支持专业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重点支持专业建设工作，要根据战

略性新兴产业、辽宁工业产业集群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建设教学能力特别是实践教

学能力较强的专业教学团队；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更新完善教学内容，加强协同开发，建设

优质教学资源和满足专业教学需要的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和实践教学共享平台；建立健全

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的教学管理制度。 

二、本科重点支持专业建设周期一般为 2年，重点支持专业要填写《辽宁省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重点支持专业建设任务书》（附件 2，以下简称《任务书》），并报我厅备案。备案后，

重点支持专业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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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点支持专业所在学校应在学校网站设立专栏，对外公布重点支持专业的建设方案

和进展情况等相关信息，加强对建设成果的宣传推广。网站专栏的建设、运行和维护情况将

作为中期检查和验收的内容与依据。 

四、各重点支持专业请于 2012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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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jc86896698@163.com，联系电话：024-86896698。 

附件： 

1．2012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重点支持专业名单 

2．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重点支持专业建设任务书 

二○一二年六月七日 



 

 

2012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重点支持专业确定名单 

编号 推荐学校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负责人

ZD201201 辽宁大学 制药工程 081102 陈长兰

ZD201202 辽宁大学 金融学 020104 赫国胜

ZD201203 大连理工大学 物流管理 110210W 张令荣

ZD201204 大连理工大学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081303S 王永学

ZD201205 沈阳工业大学 功能材料 080215s 张爱玲

ZD201206 沈阳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3 刘丽钧

ZD201207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 080501 徐让书

ZD201208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3 李玉峰

ZD201209 沈阳理工大学 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209W 杨云川

ZD201210 东北大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 080702 蔡九菊

ZD201211 东北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3 张石 

ZD201212 辽宁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081101 余江龙

ZD20121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080103 任瑞晨

ZD20121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080305y 毛  君

ZD201215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石油工程 080102 马贵阳

ZD201216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应用化学 070302 乔庆东

ZD201217 大连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205Y 王晶 

ZD201218 大连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080305Y 何卫东

ZD201219 大连海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3 柳晓鸣

ZD201220 大连海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吴志良

ZD201221 大连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1401 张彧 

ZD201222 大连工业大学 光源与照明 080610W 邹念育

ZD201223 沈阳建筑大学 工程管理 110104 刘亚臣

ZD201224 沈阳建筑大学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080704 冯国会

ZD201225 辽宁工业大学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080704 赵薇 



 

 

ZD201226 辽宁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鲁宝春

ZD201227 沈阳农业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090403 张玉龙

ZD201228 沈阳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090103 傅俊范

ZD201229 大连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1401 汪秋宽

ZD201230 中国医科大学 临床药学 100805 魏敏杰

ZD201231 大连医科大学 临床药学 100808S 刘克辛

ZD201232 沈阳药科大学 中药学 100802 裴月湖

ZD201233 沈阳药科大学 生物工程 081801 夏焕章

ZD201234 辽宁师范大学 生物技术 070402 邹伟 

ZD201235 沈阳师范大学 粮食工程 081415S 肇立春

ZD201236 沈阳师范大学 网络工程 080613W 刘天华

ZD201237 渤海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1401 励建荣

ZD201238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 110203 方红星

ZD201239 东北财经大学 保险学 020107 邢天才

ZD201240 鲁迅美术学院 动画 050418 王亦飞

ZD201241 沈阳大学 环境工程 110035 王英刚

ZD201242 沈阳大学 生物工程 081801 杨绍斌

ZD201243 大连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80204 詹世平

ZD201244 大连大学 制药工程 081102 冯宝民

ZD201245 辽宁科技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301 杜运普

ZD201246 沈阳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080512S 王胜辉

ZD201247 沈阳工程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081106S 毕孝国

ZD201248 辽东学院 园艺 090102 黄国辉

ZD201249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动画 050418 余庆军

ZD201250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080640S 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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