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启动 

2011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 

辽教发[2011]87 号 

省内普通高等学校： 

按照《辽宁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总体部署，根据《辽

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1 年度辽宁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提高工程建设项

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辽教办[2011]37 号）要求，我厅组织开展了 2011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项目遴选工作，经学校择优限额申报，我厅组织初审、网上

公示和专家评审，并经厅长办公会审定，批准 60 个本科专业启动综合改革试点建设工作（名

单见附件 1）。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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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学校和项目负责人要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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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为

主题，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实践教学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及教材建

设；改革教育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方法，增强教学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切实起到示范和

带动作用。 

二、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周期一般为 4 年，建设项目要填写《辽宁省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项目任务书》（附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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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承担学校应在学校网站设立“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项目”专栏，对外公

布项目的建设内容、实施方案和进展情况等相关信息，加强对建设成果的宣传推广，充分发

挥项目的示范作用。网站专栏的建设、运行和维护情况将作为项目中期检查和验收的内容与

依据。 

四、各建设项目请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前，将《任务书》一式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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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1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项目名单 

2．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项目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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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1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名单 

项目 

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负责人

Z201101 大连海事大学 轮机工程 081206 吴桂涛 

Z201102 大连海事大学 航海技术 081205 戴冉 

Z201103 大连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081101 曲景平 

Z201104 大连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301 贾振元 

Z201105 大连民族学院 会计学 110203 李秀莲 

Z201106 东北大学 冶金工程 080201 姜茂发 

Z201107 东北大学 自动化 080602 刘建昌 

Z201108 渤海大学 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方向） 040105W 朱成科 

Z201109 大连大学 土木工程 080703 关萍 

Z201110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080611W 郭 权 

Z201111 大连工业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081406 钱晓农 

Z201112 大连海洋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080803 桂劲松 

Z201113 大连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080306W 佟维 

Z201114 大连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 080611W 梁旭 

Z201115 大连外国语学院 俄语 050202 孙玉华 

Z201116 大连外国语学院 日语 
050207 

刘利国 

Z201117 大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100301 唐建武 

Z201118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

院 
护理学 100701 张新宇 

Z201119 大连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050403 曲致正 

Z201120 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110201 高良谋 



 

Z201121 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 020204 邢天才 

Z201122 
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

学院 
会计学 110203 陈国辉 

Z201123 辽宁大学 经济学 020101 黄泰岩 

Z201124 辽宁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 020105W 林木西 

Z201125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102 吕红军 

Z20112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采矿工程 080101 张宏伟 

Z20112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测绘工程 080901 徐爱功 

Z201128 辽宁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301 李卫民 

Z201129 辽宁工业大学 自动化 080602 张健 

Z201130 辽宁科技大学 自动化 080602 陈雪波 

Z201131 辽宁科技大学 采矿工程 080101 张国建 

Z201132 辽宁科技学院 冶金工程 080201 吴国玺 

Z201133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040104 戴心来 

Z201134 辽宁师范大学 博物馆学 060104 田广林 

Z201135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081101 赵德智 

Z201136 辽宁医学院 临床医学 100301 刘学政 

Z201137 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七年制) 100501 石岩 

Z201138 沈阳大学 会计学 110203 金永利 

Z201139 沈阳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080501 盛伟 

Z201140 沈阳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王晓文 

Z201141 沈阳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080301 苏东海 

Z201142 沈阳工业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80320 常云龙 

Z201143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制造工程 081503 张凌云 



 

Z201144 沈阳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80204 王长松 

Z201145 沈阳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081101 刘云义 

Z201146 沈阳建筑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080203 刘军 

Z201147 沈阳建筑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301 吴玉厚 

Z201148 沈阳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301 黄树涛 

Z201149 
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

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自动识别技术

方向） 
080603 石丽 

Z201150 沈阳农业大学 园艺 090102 冯辉 

Z201151 沈阳农业大学 农学 090101 曹敏建 

Z201152 沈阳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040102 但菲 

Z201153 沈阳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 080611w 刘杰 

Z201154 沈阳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专业 040202 张绍礼 

Z201155 沈阳药科大学 药物制剂 100803 潘卫三 

Z201156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 100801 毕开顺 

Z201157 沈阳医学院 预防医学 100201 徐超 

Z201158 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民族声乐演唱） 050403 刘辉 

Z201159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侦查学 030502 许昆 

Z201160 中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100301 闻德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