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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教研〔2019〕875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 2019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第二批鉴定结

项结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高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9 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首批鉴定结项结果的通知》（教

研〔2019〕450 号）精神，我厅组织专家对 25 个申请延期结项和

14 个未通过首批鉴定结项的 2017 年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进行了

评审，其中有 34 项“通过鉴定”，准予结项（见附件 1）；5 项“未

通过鉴定”，予以撤项（见附件 2），现将结果予以公布。 

已结项的项目负责人要进一步总结完善项目研究成果，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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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应用、交流和推广。被撤项的项目负责人 5 年内不得申报

或参与申报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

育），其所在高校下一年度同类项目的申报限额将被适度削减。 

希望各单位高度重视教改项目在研究生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切实做好项目实施的督促指导工作，避免出现重申报轻

建设的现象，充分发挥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

动作用，不断提高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附件：1. 2019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

究生教育）结项名单 

2. 2019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

究生教育）撤项名单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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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 

结项名单（34 项  以项目批准号排列）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主要参加人 项目完成单位 项目类别 证书编号 

2017SJGLX019Y 
河南省文科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机制研究——以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例 
李华丽 

张军党、林万成、蒋笃运、马福运、王  琛、

禄德安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34 

2017SJGLX023Y 外国文学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研究与实践 梅启波 
王士祥、赵艳花、王允亮、辛雅敏、Ronnie 

Torrance、宋硕夫、王昱泽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35 

2017SJGLX035Y 研究生创新基地内涵建设研究与实践 齐永安 
王海邻、贺玉晓、武  俐、李云波、庞绪成、

刘保民、左鹏飞 
河南理工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36 

2017SJGLX042Y 
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应用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王延峰 

杨存祥、曹玲芝、王  慰、姜利英、申永鹏、

窦智峰、张焕龙 
郑州轻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37 

2017SJGLX043Y 集成创新设计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任建军 
魏  华、张  宇、刘  娟、崔俊杰、王亚娜、

胡孟霞、李修谕 
郑州轻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38 

2017SJGLX044Y 食品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陈复生 
郭兴凤、刘昆仑、张丽芬、田少君、布冠好、

辛  颖、李海旺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42339 

2017SJGLX048Y 项目依托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焦  丹 彭秀玲、马丽军、鲍成莲、刘红强、张晓萍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40 

2017SJGLX050Y 河南新增艺术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蒋  鑫 
曲红升、徐润泽、申  柏、王  娟、陈蓓露、

郑文雅 

河南科技大学 

洛阳理工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42341 

2017SJGLX054Y 
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长效机制及质量监控

体系研究 
张明柱 魏冰阳、薛玉君、张彦斌、李聚波、谢建军 河南科技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42 

2017SJGLX055Y 作物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与探索 焦念元 
马  超、付国占、尹  飞、徐国伟、范丙友、

王征宏 
河南科技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43 

2017SJGLX056Y 工程硕士创新培养基地建设研究与实践 边亚东 
纠永志、张  凯、王  凯、郝育喜、尹  松、

李新明、田光辉 
中原工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42344 

2017SJGLX061Y 
农业高等院校农学专业研究生“顶天”与“立地”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张学林 杨青华、刘银银、王春丽、张  辉、郝晓峰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4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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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JGLX063Y 会计专业硕士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陈素云 
李婷婷、丁  丽、李  劼、王  娟、余  航、

杨  鑫 、赵慧芬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46 

2017SJGLX064Y 农业硕士农村发展领域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王晓勇 李振志、张颖举、李  伟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47 

2017SJGLX065Y 农业硕士（农村发展领域）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赵翠萍 
宋  宇、郭晶晶、张  颖、谭骁喆、刘向华、

徐会苹、赵明正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48 

2017SJGLX066Y 高等农业院校翻译硕士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与实践 张俊杰 马孝幸、李永红、王保安、曲臻禛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49 

2017SJGLX068Y 作物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化的创新与实践 周  岩 单长卷、张胜利、魏琦超 河南科技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50 

2017SJGLX078Y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案例库建设研

究与实践 
杨世昌 

陈雷音、杜爱玲、王新友、姚丰菊、王传升、

孟  焱、赵晶媛 
新乡医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51 

2017SJGLX081Y 应用心理硕士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王明辉 赵国祥、李永鑫、郭腾飞 河南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42352 

2017SJGLX084Y 媒介批判理论双语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内容优化研究 李  勇 
杨萌芽、陈  钟、李  姣、张向辉、文玮玮、

李  晓、安琪奇、殷静静、杨亚丽 

河南大学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53 

2017SJGLX085Y 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与制度构建 王爱鲜 杨金科、杜启顺、刘  夏 河南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54 

2017SJGLX087Y 文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评价与保障体系研究与实践 姬志闯 赵炎峰、李胜辉 河南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55 

2017SJGLX088Y 
跨界视阈下专业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建设研究——基于河

南A大学教育硕士项目的调研 
王为民 李五洲、杨  栋、李瑞萍、雷  霞 

河南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56 

2017SJGLX090Y 生物化学课程双语教学改革 王天晓 时小燕、雷凯健 河南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57 

2017SJGLX093Y 
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体系建设研究与实

践 
刘玉芳 

梁作振、董  菊、王晓东、王彩琴、田嘉玺、

赵辰柯 

河南师范大学 

新乡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42358 

2017SJGLX096Y 卓越水产学硕士培养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 聂国兴 田  雪、孟晓林、董传举、李学军 河南师范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59 

2017SJGLX099Y 
从“学术型”向“专业型”转变的培养模式探讨——以戏剧影

视文学专业为观测点 
平  原 李钦彤、丁永祥、陈  鹏 、陶  宏、何  昊 

河南师范大学 

新乡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60 

2017SJGLX101Y 音乐领域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王晓坤 
杨宝刚、魏  波、王  燕、马颖辉、郭晓妍、

庞  洁、李  萌 
河南师范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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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JGLX102Y 新媒体对研究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 何安明 
惠秋平、张永欣、丁  倩、魏  华、张耀庭、

李永鑫 

信阳师范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河南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42362 

2017SJGLX104Y 
“U-G-S”协同培养“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研究

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 
朱桂琴 

王丽霞、骆丽娟、李辉辉、蔡冰心、宋树林、

耿恒宁、范文慧 

信阳师范学院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63 

2017SJGLX107Y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程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 
张秋娥 

李小山、杨  毅、郭淑萍、张同利、马海霞、

赵新顺、魏鸿雁 

安阳师范学院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64 

2017SJGLX116Y 管理类硕士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及其质量监控研究 叶忠明 
吴琳芳、张培宾、孙梦洁、李  欣、高金章、

衡夏欣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

院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42365 

2017SJGLX117Y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探索与实践 郭晓琴 
关  莉、丁云鹏、白中义、马彦波、张  宁、

曾凡光、王秀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66 

2017SJGLX118Y 
面向高端制造业的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

究 
张功富 

田  雯、王秀芬、李丰团、陈明灿、董红杰、

张  圆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郑州财经学院 

郑州商学院 

河南豫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4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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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 

撤项名单（5 项  以项目批准号排列）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主要参加人 项目完成单位 项目类别 

2017SJGLX026Y 电气信息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蒋建东 高金峰、杨庆华、陈玉霞、王雪冰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49Y 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秦海敏 
穆庆榜、张延涛、苏淑艳、朱  琳、袁晓波、

阮渝生、王  敏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74Y 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崔  瑛 
陈随清、李晓飞、韩永光、王  辉、李学林、

张振凌、冯素香 
河南中医药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95Y 研究生学术不端预防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梁晓冬 
张军民、刘静观、肖俊林、吴进善、张慧真、

于浩鹏 
河南师范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110Y 全程五环节嵌入式卓越教师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时明德 曹玉涛、董朝宗、梁晓丽、王小振、关  莉 洛阳师范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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