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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教办研〔2020〕283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20 年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 

项目结项情况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高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对 2017 年度河南省研究生教

育优质课程项目进行结项验收的通知》（教办研〔2020〕208 号）

精神，经个人申请、学校审核，我厅组织专家对 2017 年经省教育

厅批准立项建设的 30 项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项目进行了

严格评审，现将结果予以公布（见附件）。 

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高度重视

课程学习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省级研究生教育

优质课程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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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课程体系，加强教材建设，推动优质课程资源共享，不断提升

研究生培养质量。 

 

附件：2020年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项目结项情况 

 

 

 

202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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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0 年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项目结项情况 

（共 30 项，以学校代码排列） 

序号 
学校 

代码 
学校名称 课程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研究及教学团队成员 

结项 

情况 
结项证书编号 

1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单片机原理及机械工程应用 王丽君 王欣欣，雷冀南，牛金星，运红丽，宋小娜 合格 豫教〔2020〕45984 

2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专业外语 姜  彤 张俊然，王忠福，王文学，张  昕，李洪军 合格 豫教〔2020〕45985 

3 10459 郑州大学 国际金融管理 田  霖 刘  霞，张婷玉，李  祺，李  飚，孔喜梅 合格 豫教〔2020〕45986 

4 10459 郑州大学 医学分子生物学 朱晓燕 张钦宪，丁  一，邢文英，杨继要，刘国红 合格 豫教〔2020〕45987 

5 10459 郑州大学 影视导演艺术与创作 陈晓伟 张兵娟，汪振军，史历峰，延  婧，刘  洋 合格 豫教〔2020〕45988 

6 10459 郑州大学 国际金融法学 郭德香 马  冉，成先平，马  迁，马志强，贺  辉 合格 豫教〔2020〕45989 

7 10459 郑州大学 中共党史史料学 武艳敏 朱西周，孙  楠，任中义，程明欣，岳红琴 合格 豫教〔2020〕45990 

8 10460 河南理工大学 工程测试与信号处理 张登攀 林  龙，张明军，闫勇刚，赵俊伟，李长有 合格 豫教〔2020〕45991 

9 10460 河南理工大学 应用统计 姚绍文 张颖芳，司增艳，赵延霞，刘中强，李文玲 合格 豫教〔2020〕45992 

10 10462 郑州轻工业大学 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王才东 尚宝平，肖艳秋，崔光珍，李立伟，李晓科 合格 豫教〔2020〕45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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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数理统计 曹建莉 张宏伟，肖留超，李  芳，李俊海，郭念国 合格 豫教〔2020〕45994 

12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固废资源化 刘永德 万东锦，谢玲玲，张  杰，张良波，宋  雪 合格 豫教〔2020〕45995 

13 10464 河南科技大学 材料热力学与动力学 贾淑果 宁向梅，王悔改，田保红，张  毅，张鹏飞 合格 豫教〔2020〕45996 

14 10464 河南科技大学 智能控制理论及应用 尚振东 蔡海潮，刘春阳，黄  艳，张志文，张毅晖 合格 豫教〔2020〕45997 

15 10465 中原工学院 工程最优化方法 赵慧杰 瞿博阳，杨  关，陆筱霞，王  璐，钱晓惠 合格 豫教〔2020〕45998 

16 10466 河南农业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陈  娱 刘歆立，郭风英，姚锡长，甄京博，宗高峰 合格 豫教〔2020〕45999 

17 10466 河南农业大学 硕士生英语演讲与交际 魏少敏 豆  涛，聂宝玉，张宝仓，韩  斐，田菡君 合格 豫教〔2020〕46000 

18 10467 河南科技学院 现代食品微生物学 计红芳 张令文，王正荣，康壮丽 合格 豫教〔2020〕46001 

19 10471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儿科学 翟文生 丁  樱，任献青，黄岩杰，张  建，冯  刚 合格 豫教〔2020〕46002 

20 10471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诊断学 车志英 何  磊，樊尊峰，王常海，张良芝，谢文英 合格 豫教〔2020〕46003 

21 10471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药炮制专论 张振凌 李红伟，田连起，张宏伟，李  凯，李  娴 合格 豫教〔2020〕46004 

22 10472 新乡医学院 临床思维与医患沟通 杨世昌 杜爱玲，陈雷音，王新友，张瑞岭，陈佐明 合格 豫教〔2020〕46005 

23 10475 河南大学 配位化学 柏  䶮 党东宾，牛景杨，王敬平，王  冠，李海燕 合格 豫教〔2020〕46006 

24 10475 河南大学 细胞生物学 江  静 刘凌云，安国勇，王棚涛 合格 豫教〔2020〕46007 

25 10475 河南大学 自然资源学 朱连奇 朱文博，时振钦，马建华，秦明周，杨永芳 合格 豫教〔2020〕46008 

26 10476 河南师范大学 教学系统设计 叶海智 朱  珂，卜彩丽，梁云真，黄宏涛，邓敏杰 合格 豫教〔2020〕4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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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476 河南师范大学 泛函分析 高福根 李海英，左红亮，杨长森，王  翠，王  伟 合格 豫教〔2020〕46010 

28 10477 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列专题 蔡宇宏 杨云善，李春生，李世书，李  蕊，张  冉 合格 豫教〔2020〕46011 

29 10484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高级宏观经济学 朱红恒 刘  方，武晓利，高  霞，兰  烯 合格 豫教〔2020〕46012 

30 1048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Web 信息系统研究 常金玲 付永华，高大伟，赵  怡，张培宾，莫祖英 合格 豫教〔2020〕4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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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