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启动 2013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工程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试点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 

 辽教发[2013]114 号 

省内有关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11] 6 号）和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 号），以及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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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号）

精神，按照《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3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重点建设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辽教办发[2013]83 号）安排，我厅组织开展

了 2013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重点建设专业申报工作，重点建设专业分

为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两个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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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个本科专业启动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名单见附件 1）、60 个专业启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工作

（名单见附件 2）。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开展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工作，是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提升专业

建设水平，彰显专业办学特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试点专业所在学

校和试点专业负责人要充分认识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建设工作，切实通过实施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建设重点，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推进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教学管理

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提升，形成一批教育

观念先进、改革成效显著、特色更加鲜明的专业点，起到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开展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建设工作是促进工程教育改革和创

新、全面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试点专业所在学校和试点专业

负责人要充分认识试点专业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试点专业建设工作，

切实通过开展专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引导高校遵循工程的集成与创新

特征，大力推进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

能力与工程创新能力为核心，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加强创新能力训练，深

入开展工程实践活动，创立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机制，不断提高工程人才培养质量。 



三、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改革周期一般

为 3年，试点专业要填写《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任务

书》（格式见附件 3，以下简称《任务书》）或《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工程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建设任务书》（格式见附件 4，以下简称《任务书》），

并报我厅备案。备案后，试点专业要按照《任务书》开展改革和建设工作，我厅

将根据《任务书》进行中期检查和验收。 

四、试点专业所在学校应在学校网站设立专栏，对外公布试点专业的改革实

施方案和进展情况等相关信息，加强对改革成果的宣传推广，充分发挥试点专业

的示范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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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各试点专业请于 2013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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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jc86896698@163.com，联系电话：024-86896698。 

2013 年 5 月 31 日 

 



序号 推荐院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专业建设
负责人

1 辽宁大学 020201K 财政学 四年 经济学 杨志安

2 辽宁大学 030101K 法学 四年 法学 杨  松

3 辽宁大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四年 管理学 唐晓华

4 大连理工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四年 理学 卢玉峰

5 大连理工大学 080405 金属材料工程 四年 工学 雷明凯

6 大连理工大学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年 工学 盛贤君

7 沈阳工业大学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年 工学 苑玮琦

8 沈阳工业大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四年 管理学 祝爱民

9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082502 环境工程 四年 工学 李润东

10 沈阳理工大学 050201 英语 四年 文学 姚  丽

11 沈阳理工大学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年 管理学 金敏力

12 东北大学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四学 理学 宋书尼

13 东北大学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四年 工学 左  良

14 东北大学 120202 市场营销 四年 管理学 赵晓煜

15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20103 工程管理 四年 管理学 沈玉志

1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四年 理学 王崇倡

17 沈阳化工大学 080206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四年 工学 金志浩

18 沈阳化工大学 080801 自动化 四年 工学 袁德成

19 大连交通大学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年 工学 费继友

20 大连海事大学 030101K 法学 四年 法学 韩立新

21 大连海事大学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年 工学 吴志良

22 大连海事大学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四年 工学 柳晓鸣

23 大连工业大学 081701 轻化工程 四年 工学 周景辉

24 大连工业大学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艺术学 孙  青

25 沈阳建筑大学 082803 风景园林 四年 工学 朱  玲

26 沈阳建筑大学 120104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四年 管理学 刘亚臣

27 辽宁工业大学 080203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四年 工学 常国威

28 辽宁工业大学 080206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四年 工学 曾  红

29 沈阳农业大学 090301 动物科学 四年 农学 何剑斌

附件1

2013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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