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启动 

201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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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 

辽教发[2012]106 号 

省内有关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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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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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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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工作的通知》（辽教办发[2012]90 号）要求，我厅组

织开展了 201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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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本科专业启动工程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工作（名单见附件 1）。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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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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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行业领域人才培养需求，重构课程体系，更

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探索并建立高校与行业、

企业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切实通过本科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工作，不断强化学生的

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促进工程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二、本科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改革周期一般为 4 年，试点专业要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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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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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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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试点专业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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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名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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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二年六月七日 

 

 

 



 

附件 1： 

2012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试点专业名单 

编号 推荐学校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负责

人 

GZ201201 大连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081001 全燮 

GZ201202 大连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080703 吴智敏 

GZ201203 大连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080611W 郭禾 

GZ201204 沈阳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张凤阁 

GZ201205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动力工程 081502 艾延廷 

GZ201206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301 曹国强 

GZ201207 沈阳理工大学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081602 郝永平 

GZ201208 沈阳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80302 邓子玉 

GZ201209 沈阳理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080401 于洋 

GZ201210 东北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80302 丁桦 

GZ201211 东北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080103 魏德州 

GZ201212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080611w 朱志良 

GZ201213 辽宁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301 黄秋波 

GZ201214 辽宁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080201 汪琦 

GZ201215 辽宁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080203 张玲 

GZ20121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安全工程 081002 刘剑 

GZ20121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环境工程 081001 王道涵 

GZ20121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郭凤仪 

GZ201219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环境工程 081001 张洪林 

GZ201220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081203 吴明 

GZ201221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080304 谢禹钧 

GZ201222 大连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080703 王生武 

GZ201223 大连交通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80302 陈美玲 

GZ201224 大连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王英 

GZ201225 大连海事大学 自动化 080602 李晖 

GZ201226 大连海事大学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080636S 邱赤东 



 

GZ201227 大连工业大学 生物工程 081801 李宪臻 

GZ201228 大连工业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80302 杨林 

GZ201229 沈阳建筑大学 土木工程 080703 贾连光 

GZ201230 沈阳建筑大学 建筑学 080701 张伶伶 

GZ201231 辽宁工业大学 车辆工程 080306 王天利 

GZ201232 辽宁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205 石萍 

GZ201233 沈阳农业大学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081902 朴在林 

GZ201234 沈阳农业大学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081901 任文涛 

GZ201235 沈阳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1401 孟宪军 

GZ201236 中国医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080607 沙宪政 

GZ201237 沈阳药科大学 制药工程 081102 孙铁民 

GZ201238 辽宁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605 刘小丹 

GZ201239 辽宁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3 王朋娇 

GZ201240 沈阳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605 刘杰 

GZ201241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刑事科学技术 082101 史力民 

GZ201242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公安视听技术 082106s 杨洪臣 

GZ201243 沈阳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80302 王建明 

GZ201244 大连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301 吴蒙华 

GZ201245 大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605 丁元明 

GZ201246 沈阳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605 王庆利 

GZ201247 大连民族学院 土木工程 080703 覃丽坤 

GZ201248 大连民族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3 李敏 

GZ201249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3 孙晓凌 

GZ201250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605 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