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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教发[2012]140号 

  

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按照 教育部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地建设工作的通知 教

高函[2012]7号 和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 厅关于印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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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知 辽教发[2011]105号 精神，根据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2年度大学生实践教育 地申 工作的通知 辽教

办发[2012]42号 要求，我厅面向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2年度辽宁省大

学生实践教育 地建设项目遴选工作 经学校择优限额申 ，我厅组织初审 网 公示和专

家评审，确定 59个大学生实践教育 地启动建设工作 单 附件 1 将 关 宜通

知如  

一 2012年度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 地分为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文科实践教育 地

理科实践教育 地 农科教合作人才 地 法学教育实践 地 临床 能综合 训中心

和药学实践教育 地等类  

各高校要通过实践教育 地的建设转变教育思想 念，改革人才 模式， 强

实践教学 节，提升高校学生的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 社会 任感和就业能力 要健全实践

教育 地的组织管理体系 改革校外实践教育模式 建设专 结合指导教师队伍 建立开

共享机制 保 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  

大学生实践教育 地建设周期一般为 2年，建设项目要填写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

校大学生实践教育 地建设项目任 书 附件 2，以 简称 任 书 ，并 我厅备案



备案 ，项目 担学校要按照 任 书 开展建设工作，我厅将根据 任 书 进行中期检

查和验收  

四 各高校请于 2012年 9 30日前，将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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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发送电子文档

至 liyongjiang1998@163.com，联系电话 024-86891936  

  

 

 

 

 

 

 

 

 

 

 

 

 

 

 

 

 

 

 

 

 

 



附件 1 

2012 年度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基地名称 基地类  

1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沈阳鼓风机集团实践

教育基地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2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东北石油管道公

司实践教育基地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3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飞机工业有

限公司面向航空航天类专业实践教育

基地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4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锦州航星集团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5 沈阳工程学院 
沈阳工程学院—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

限公司能源与动力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6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水利综合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7 大连工业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大连豪森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8 
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

术学院 

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沈阳机

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工程实践教

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9 沈阳理工大学 
沈阳理工大学—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

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0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中航黎明锦化机集团

实践教育基地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国建筑第五工

程局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2 大连大学 
大连大学—奇瑞汽车 大连分公司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3 沈阳化工大学 
沈阳化工大学）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

司材料加工综合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4 沈阳建筑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学

生实践教育基地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5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工业大学—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

限公司机械工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6 大连交通大学 

大连交通大学—中软国际集团大连中

软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7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华信计算机技师

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外包工程实践教育

基地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8 沈阳工业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

司电气类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9 大连民族学院 
大连民族学院—大连亮景光明有限公

司半导体照明实践教育基地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20 辽宁科技大学 
辽宁科技大学—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冶

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21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华信信托•大通证券

高校人才校企联合培养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2 沈阳工业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渤海商品交易所东北

服务中心应用经济实践教育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3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美联国际 唯瑜伽

乐天健身有限公司社会体育专业校外

实践教育与就业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4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工业大学—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管理实践教育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5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6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实践教学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7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艾克卓越 大连 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卓越国际化商务人才

实践教育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8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辽宁省民 厅实践教学基

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29 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省民 厅社会工

作实践教育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0 大连工业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大连桑扶兰实业有限

公司服装学院创意产业孵化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1 辽东学院 
辽东学院—北京昆仑饭店有限公司实

践教育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2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大连翰星传媒有

限公司数字艺术实践教育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3 大连艺术学院 
大连艺术学院—大连凯伦饭店有限公

司实践教育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4 大连外国语学院 
大连外国语学院—美国迪斯尼旅游管

理海外综合专业实践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5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建平县实验中学体育

教育专业开放 实习实训与教师培训

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6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连亿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日语实践教育基地 
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37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实验林场林学

综合实践教育基地 

农科教合人才培养

基地 

38 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法

学教育实践基地 
法学实践教育基地 

39 沈阳药科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40 大连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美罗药业大学生实

践教育基地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41 沈阳药科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沈阳军区总医院临床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42 大连海洋大学 
大连海洋大学—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

有限公司实践教育基地 

农科教合人才培养

基地 

43 沈阳理工大学 
沈阳理工大学—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学实践教育基地 
法学实践教育基地 

44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市司法局法学教

育实践基地 
法学实践教育基地 

45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大连美罗中药厂有

限公司实践教育基地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46 辽宁医学院 
辽宁医学院—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47 沈阳工程学院 
沈阳工程学院—沈北新区人民法院法

学专业实践教育基地 
法学实践教育基地 

48 大连海洋大学 
大连海洋大学—大连海事法院法学实

践教育基地 
法学实践教育基地 

49 辽宁何氏医学院 
辽宁何氏医学院—沈阳何氏眼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50 辽宁科技学院 

辽宁科技学院—本溪本草堂药物科技

有限公司大型仪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实践教育基地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51 中国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技

能实践教学中心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

中心 

52 中国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临床技

能中心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

中心 



53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临床技能

综合培训中心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

中心 

54 大连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二院临床

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

中心 

55 辽宁医学院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临床技能

实践中心 

临床技能综合培训

中心 

56 鲁迅美术学院 
鲁迅美术学院—十二届全运会组委会

全运设计艺术研究中心实践教育基地 
其它 

57 渤海大学 
渤海大学—凌海市教育局教师教育实

验区 
其它 

58 辽宁大学 
辽宁大学—辽宁仙人洞国家自然保护

区生物学及生态学专业实践教育基地 
理科实践教育基地 

59 鞍山师范学院 

鞍山师范学院—鞍山市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化工、食品产品质量检验实践

教育基地 

理科实践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