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7 年度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转型与创新创业教育项目工作的通知 

辽教函〔2017〕838 号 

 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实施意见》

（辽政办发〔2015〕89 号）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深化普通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辽政办发〔2015〕70 号）精神，推动我省高等学校

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老工业基地全面

振兴，我厅组织开展了2017年度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转型与创新创业教育项目申报工作。

经学校推荐，专家遴选，厅长办公会审议，决定开展项目建设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定 50 个 2017 年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名单见附件 1）。试点专业所在

学校和专业负责人要高度重视试点专业建设工作，切实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使创新

创业教育贯穿于专业教育全过程，建立立足于专业教育并融合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的人才培

养体系，提升专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 

二、确定 54 个 2017 年大学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6 个 2017 年大学生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名单见附件 2、3）。各中心所在学校和负责人要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

创业能力。 

三、确定 100 个 2017 年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名单见附件 4）。各基地所在学校

和基地建设负责人要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

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创业能力。 

四、请相关高校填写任务书，加盖学校公章，于 1 月 15 日 20 日期间将 pdf 格式文本

上传至“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实践教学管理与资源共享平台（http://218.24.106.9）。 



五、联系人与联系方式：辽宁省教育厅工业高等教育处张越 李勇江；电话：

024-86896698。 

  

附件： 

1.2017 年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名单 

2.2017 年大学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名单 

3.2017 年大学生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名单 

4.2017 年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名单 

5.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建设任务书（格式） 

6.大学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任务书（格式） 

7.大学生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任务书（格式） 

8.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任务书（格式） 

  

  辽宁省教育厅 

2017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upln.cn/uploadfile/2018/0102/20180102103939171.xlsx
http://www.upln.cn/uploadfile/2018/0102/20180102103947505.xlsx
http://www.upln.cn/uploadfile/2018/0102/20180102103957584.xlsx
http://www.upln.cn/uploadfile/2018/0102/20180102112725697.xlsx
http://www.upln.cn/uploadfile/2018/0102/20180102104015678.doc
http://www.upln.cn/uploadfile/2018/0102/20180102104023822.doc
http://www.upln.cn/uploadfile/2018/0102/20180102104030840.doc
http://www.upln.cn/uploadfile/2018/0102/20180102104037482.docx


附件1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负责人

1 东北财经大学 电子商务 刘子龙

2 大连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孔维强

3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马彧

4 东北大学 自动化 孙秋野

5 大连海事大学 轮机工程 林叶锦

6 辽宁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宏祥

7 辽宁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程春梅

8 大连海事大学 通信工程 何荣希

9 大连民族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李厚杰

10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王宇彤

11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电子商务 吴赜书

2017年创新创业改革试点专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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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负责人

12 辽宁大学 国际商务 王伟光

13 大连科技学院 软件工程 王立娟

14 大连工业大学 通信工程 王智森

15 大连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常玉春

16 沈阳体育学院 体育经济与管理 曹亚东

17 沈阳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景再方

18 营口理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邓书平

19 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 巩亚东

20 中国医科大学 临床药学 魏敏杰

21 东北财经大学 财政学类 孙开

22 辽宁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韩冰

23 沈阳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惠鑫

24 沈阳大学 会计学 徐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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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负责人

25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市场营销 赵丽洲

26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吕红军

27 辽宁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费如纯

28 沈阳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但菲

29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建筑学 石华

30 辽宁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 林木西

31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会计学专业 王月 

32 沈阳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白泉

33 沈阳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鞠振河

34 沈阳工业大学 辽阳分校商贸学院电子商务 宁凯

35 沈阳工学院 金融学 吴云勇

36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娜

37 辽宁理工学院 电子商务 赵丽霞

38 渤海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励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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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负责人

39 大连工业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潘力

40 沈阳大学 环境设计专业 陈德胜

41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吴景泰

42 辽宁科技大学 网络工程 张玉军

43 沈阳化工大学 能源化学工程 李文秀

44 辽东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广达

45 辽宁科技学院 广告学 任丽华

46 鞍山师范学院 应用化学 李铁纯

47 沈阳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专业 于树祥

48 大连海洋大学 水产养殖学 王华

49 沈阳建筑大学 土木工程 孙丽

50 大连外国语大学 市场营销 刘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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