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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文件

湖汽院教﹝2022﹞2 号

----------------★--------------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第一批校级“课程思政

示范课”“金课”“新形态教材”教改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院部、各相关部门：

根据学校教改工作总体安排，决定开展 2022 年度第一

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金课”“新形态教材”教改项

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本次申报工作主要面向新任的专职任课教师和行政兼

课教师（以下称“新任教师”）。可以由非新任教师且具有

高级职称的教师牵头，融合不少于 2 位新任教师组建团队申

报。主持或参与各级各类教改项目超过 4 项、主持项目处于

延期状态、近三年内主持项目被撤销（或验收不合格）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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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可牵头本次申报。

二、项目课程

项目课程须为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实际开设课程，

且将在未来三年内持续开设。近五年内，已立项或通过验收

的校级、省级项目课程（见附件 9-12）不参与本次同类校级

项目申报，如：已立项校级“金课”的课程，不可申报本次

“金课”项目，可申报其他两类项目。

三、立项数量

本次拟立项“课程思政示范课”“金课”“新形态教材”

项目各 10 项左右。如有调整，评审前向全校公布。

四、申报组织

1.本次申报，须以院部为单位申报，不接受个人及行政

部门申报材料。行政兼课教师通过教学关系所在的院部申

报。

2.各院部组织本部门申报团队准备申报材料（见附件

1-3），按照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金课、新形态教

材建设要求（见附件 4-6）完成初评，经部门公示后，择优

向学校推荐。

3.2022 年 3 月 14 日前，各院部向教务处提交本院部推

荐项目的纸质汇总表（见附件 7），并组织推荐的项目团队

按照《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研教改平台操作指南》（见

附件 8）上传申报资料。

五、其他说明

1.经评审后公布立项的项目，学校从“双高”建设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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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匠心湖汽”2-4 中分别列支 1 万、0.5 万和 0.5 万经费

支持。

2.工作联系人：蔡秋娥，18573357239；程泊静，

18573359353。

附件：

1.“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申报书

2.“金课”项目建设申报书

3.“新形态教材”培育项目建设申报书

4.“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建设要求（试行）

5.“金课”建设项目建设要求（试行）

6.新形态教材培育项目建设要求（试行）

7.**学院 2022 年度第一批教改项目汇总表

8.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研教改平台操作指南

9.2020-2021 立项金课一览表

10.2020-2021 立项课程思政一览表

11.2020-2021 立项新形态教材一览表

12.省级精品在线课程立项建设一览表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1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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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申报书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类 别： [ ]专业类课程 [ ]公共基础类课程

课程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

联 系 电 话：

填 表 日 期：

教务处 制

202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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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1-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适用专业

课程学分/学时 使用教材名称

1-2 课程团队基本信息

课

程

负

责

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最后学位

手 机 电子邮箱

团

队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任务及分工

建设周期（1年） 年 月至 年 月

申请经费（元）

预期建设成果

1.新修订的课程教学标准；

2.配套的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3.特色示范课堂及视频；

4.其他配套成果：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教学教研改活动资料及

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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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建设简介

团队简介、课程概况与应用现状、现存问题、建设的必要性（800字以内）

三、课程建设思路

建设的目标、内容、方法、预计效果及特色创新（15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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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设计表
序

号
项目/任务/章节 课程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 教育方法和载体途径

1

2

3

4

5

1.课程目标：描述根据课程专业教育要求，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精神、政治

意识、职业情怀、技术思想、人文素养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教育的内容。

2.思想政治教育在专业教育中的融入点：描述课程教学中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业

知识技能教育内容有机融合的领域。

3.教育方法和载体途径：如信息化载体、参观体验、课堂讨论、考核方式、使用教材等。

4.本页不够，可自行加页。

五、课程预期成果及经费预算

序号 主要任务（内容） 产出成果 预算依据（说明） 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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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报部门推荐意见及学校意见

部门

推荐

意见

部门盖章： 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组

评审

意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学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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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金课”建设项目申报书

课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课程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课平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务处 制

202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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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课程类型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其他

□思想政治理论课 □创新创业教育课 □教师教育课

课程讲授语言
○中文

○中文+外文字幕（语种） ○外文（语种）

主要开课平台

平台首页网址

首期上线平台及

时间

课程开设期次

课程链接

申请经费（元）

二、课程团队情况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含负责人，限 5 人之内）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承担任务 平台用户名

1

2

3

4

课程团队简介（300 字内，可附上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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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简介及课程特色（不超过 500 字）

（课程主要内容及面向对象，课程的考评方法，本课程运用信息技术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及创新情况）

四、课程应用情况（不超过 300 字）

（在本校教学中的应用情况；面向其他学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应用情况及效果，其中包括使用课程

学校总数、选课总人数、使用课程学校名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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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建设计划（不超过 500 字）

（目标、思路、方法及建设计划表，对本校学生或社会开放学习服务计划，包括面向高职院校的教

学应用计划和面向社会开设期次、持续更新和提供教学服务设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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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预期成果及经费预算

序号 主要任务（内容） 产出成果 预算依据（说明） 经费预算

七、课程负责人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申报学院承诺意见

本单位已按照申报要求，组织对申报课程网上内容和教学活动进行了审查，对课程有关信息及

课程负责人填报的内容进行了核实。

本课程如果被认定为校级“金课”课程，二级学院承诺为课程团队提供政策、技术等方面的支

持，确保该课程面向本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 5期以上教学服务，监督课程教学团队对课程不断

改进完善。

二级学院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14

九、课程建设数据信息表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二级学院名称

单期课程开设周数 课程运行平台

课程开设情况

开设学期 起止时间 开课人数 课程链接

1

2

课程资源与学习数据

数据项 第（ ）学期

线上视频
数量（个）

时长（分钟）

非视频资源 数量（个）

课程公告 数量（次）

测验和作业

总次数（次）

习题总数（道）

参与人数（人）

互动交流情况

发帖总数（帖）

教师发帖数（帖）

课堂互动（次）

参与互动人数（人）

考核（试）

次数（次）

试题总数（题）

参与人数（人）

课程通过人数（人）

填表说明：

1. “单期课程开设周数”指课程一个完整教学周期的运行周数。

2. “课程开设情况”，一门课开设多期，则填写多行记录，学期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具体到

日，格式如：2020-3-5（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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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新形态教材培育项目申报书

教材名称

申报类型 [ ]计划新编教材 [ ]计划修订教材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学院（部门）

填报日期

教务处 制
二

202 年 月



16

主编姓名 职称 所在学院（部门）

手机 E-mail 适用专业

教材名称 适用课程

申请经费（元）

交稿时间 意向出版社

教材类型

基础课程教材 □通识课程教材

□专业课程教材 □创新创业类课程教材

□系列教材 □其他教材

参

编

人

员

情

况

姓名 职称 手机 所在单位

例如：某某校企合作单位

例如：某某职教“1+X”试点企业

编写团队简介：

教材编写的背景与意义：

教材编写的理念与内容设计：

教材的特色创新与预计应用效果：

教材将包含的数字资源类型：在线课程□视频□动画□音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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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推荐意见
二级学院（部门）意见（含对申报材料的学术审查意见）

二级学院主管院长（部门）（签字、盖学院（部门）章）：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部门）党组织对申报材料、编写人员的政治审查意见

意识形态第一责任人签字、二级学院（部门）党组织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及学校意见
评

审专家组意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学

学校意见：

学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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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建设要求（试行）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否决项

指标 依据 是否否决

存在思想性或较严重的科学性问题 课程标准、教案、案例 是 否

团队存在师德师风问题 相关材料及其他 是 否

提交的验收材料不完整 应交的 4 项材料 是 否

建设任务未完成，目标达成度低 结项申请表、教案等 是 否

部门不重视，评审随意，意见套话多、结论偏差大 结项申请表及其他 是 否

材料项（100 分）

材料名称 指标评价 分值 计分

课程标准 设计较科学，安排较合理，改革有创新，排版很规范 40

课程思政案例 撰写符合要求，有创新，示范推广价值高 30

结项申请表 实事求是，填写符合要求，排版规范 30

合计 100

水平项（100 分）

指标 观测 依据 权重 计分

课程目标

能根据课程性质、特点及授课对象等，制定明确的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价值引领目标符合学校和专业

人才培养要求，特色鲜明。

课程标准、教案、

案例
10

教学设计

能根据目标、内容、对象等教学要素，找准课程思

政切入点:在教学、实训、考核等各环节能有机融入

课程思政的理念和元素，做到恰当合理、不生硬

课程标准、教案、

案例
20

课程资源

挖掘和开拓与课程紧密相关的课程思政资源，形成

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库;能从最新国家时政要点、社

会时事热点等内容中精选与专业教学相关的素材。

结项申请表中

资源链接呈现

的资源

20

教学实施

注重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多样化，采取启发式、研究

性、案例式、PBL 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动课程思政与现代教

育技术深度融合，创新思政元素展现形式，增强课

程思政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课程思政元素充分融入

过程考核和最终考核所涵盖的知识、能力与素质中。

课程标准、教

案、案例，以及

自主提供的其

他相关材料

25

教学效果

督导评价优秀，同行认可度高，学生对教师师德师

风评价高，学习满意度高，评教效果好；课程思政

教学理念、方法、手段及实施效果显著，具有一定

的辐射和推广价值。

结项申请表、教

案、案例，以及

自主提供的其

他相关材料

2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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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金课”建设项目建设要求（试行）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否决项

指标 依据 是否否决

存在思想性或较严重的科学性问题 课程标准、教案、案例 是 否

团队存在师德师风问题 相关材料及其他 是 否

提交的验收材料不完整 应交的 4 项材料 是 否

建设任务未完成，目标达成度低 结项申请表、教案等 是 否

部门不重视，评审随意，意见套话多、结论偏差大 结项申请表及其他 是 否

材料项（100 分）

材料名称 指标评价 分值 计分

课程标准 设计较科学，安排较合理，改革有创新，排版很规范 40

课堂革命案例 撰写符合要求，有创新，示范推广价值高 30

结项申请表 实事求是，填写符合要求，排版规范 30

合计 100

水平项（100 分）

指标 观测 依据 权重 计分

课程目标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符合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坚持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体
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目标描述准确
具体，符合专业需求、培养规律、学生需求，
达成路径清晰，便于考核评价。

课程标准、案
例、在线课程

10

课程内容

落实课程思政建设要求，体现前沿性与时代
性，反映行业先进技术、工艺和成果，落实
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要求，科学设计学习
项目和任务。

课程标准、案
例、在线课程

20

课程资源
整合开发各类高质量资源,形成优质、适用的
资源体系，有效支撑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
外的混合式学习。

课程标准、案
例、在线课程

20

教学实施
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因材施教，
强化教学互动，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有效开展
线上与线下密切衔接的全过程教学活动。

课程标准、案
例、在线课程，
以及其他材料

20

教学评价
考核方式多元，加强非标准化、综合性等评
价,契合相对应的人才培养类型，学生评价连
贯完整,过程可回溯,诊断改进积极有效。

课程标准、案
例、在线课程，
以及其他材料

10

教学效果
学习效果提升,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度、学习获
得感、对教师教学以及课程的满意度有明显
提高；督导评价优秀，同行认可度高。

结项申请表、在
线课程、案例，
以及其他材料

2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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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新形态教材培育项目建设要求（试行）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否决项

指标 依据 是否否决

存在思想性或较严重的科学性问题 课程标准、教案、案例 是 否

团队存在师德师风问题 相关材料及其他 是 否

提交的验收材料不完整 应交的 4 项材料 是 否

建设任务未完成，目标达成度低 结项申请表、教案等 是 否

部门不重视，评审随意，意见套话多、结论偏差大 结项申请表及其他 是 否

材料项（100 分）

材料名称 指标评价 分值 计分

课程标准 设计较科学，安排较合理，改革有创新，排版很规范 60

结项申请表 实事求是，填写符合要求，排版规范 40

合计 100

水平项（100 分）

指标 观测 依据 权重 计分

编写理念

突出立德树人，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符合“三教”改革新要求；体现

注重先进企业文化传承，融入专业精神、职

业精神和工匠精神；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做中学、做中教”的教育理念。

课程标准、结

项申请表、书

稿

10

编写思路
符合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满足分类施教、因

材施教需要，突出产教融合、校企双元开发。

结项申请表、

书稿
20

编写水平

源于行业企业深度调研，反映行业企业技术

技能人才岗位要求新变化，框架完整，层次

分明，主线清晰，条理清楚，知识关联逻辑

性强，有利于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无抄

袭、拼凑现象，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衔接，

体现 1+X 证书制度的要求。

结项申请表、

书稿
30

配套资源

配套信息化教学资源体系完整，能支持“做

中学、做中教”教学方式的实施，满足经济

性教学、高效教学、分层教学、个性化教学。

结项申请表、

书稿、链接的

配套资源

20

呈现形式

以真实生产项目、典型工作任务等为载体组

织教学单元，具有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

智慧功能式等特征。

结项申请表、

书稿、链接的

配套资源

2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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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学院 2022 年度第一批教改项目汇总表
单位（公章）： 分管联系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主要参与人 类型
主要开

课平台

课程链接

地址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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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研教改平台操作指南

1、登陆系统

（1）登陆网址：hnqc.kypt.chaoxing.com

（2）在主页右上方点击登录跳转至登录界面

(3)选择机构账号登录，输入个人工号和密码，未修改密码，

则默认密码为：s654321s 。（科研平台的账号和密码与超星泛

雅教学平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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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工作台

登陆后点击工作台按钮进入工作台模块

3、在线申报

进入工作台默认进入我的项目模块，点击在线申报进入在线申

报模块

选择需要申报的项目类型，点击项目类型名称查看申报要求

点击详细页面中的我要申报按钮，进入项目资料填写模块

首先填写项目基本信息

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所属单位，建设时间，负责人信息

注：项目邮箱会接收到项目评审结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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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项目成员，项目成员可以添加本校成员及其他成员

点击添加本校成员，在弹出框中，通过筛选条件或者查找添加

项目成员。

填写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可以选择上传申报书（可以上传 word，pdf 格式的申

请书。）或者输入项目网站（项目如果有网站可以勾选项目网站

启用）的方式

当选择创建网站，跳转界面，点击创建网站

填写网站名称，与地址将项目网站附件到项目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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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网站地址前缀 http://必填。

上传作证资料：上传项目所需附件，附件大小不能超过 2G，附

件较大上传时间较长，请耐心等待。

如果还没有完全填写完申报资料可以点击保存，项目会保存在

我的项目中，点击继续申报即可继续编辑。

http://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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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资料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就可以将项目提交到评审流

程，提交之后无法修改。需要修改请联系教务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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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20-2021 金课立项一览表

项目编号 课程名称 项目负责人

HQJK2001 汽车营销策划 林崟

HQJK2002 汽车构造 程美

HQJK2003 数控多轴加工技术 何延钢

HQJK2004 Linux 系统管理与应用 向磊

HQJK2005 大数据仓库 Hive+ 王海霞

HQJK2006 二手车鉴定评估 宋丹

HQJK2007 手把手教你创业 杨琴

HQJK2008 智能汽车环境传感器技术 李荣

HQJK2009 智能网联汽车概述 侯志华

HQJK2010 汽车单片机技术 王维斌

HQJK2011 Hadoop 基础架构 崔曙光

HQJK2012 人文素养与应用 谭小琴

HQJK2013 地理信息与导航定位技术 程泊静

HQJK2014 JavaWeb 应用开发 谌桂枝

HQJK2015 电子商务网页设计 袁赠欢

HQJK2016 车载网络技术 刘小兵/肖永忠

HQJK2017 公共英语 彭旻珏

HQJK2018 机械制图 熊银花

HQJK2019 带你玩转互联网+新媒体营销 刘永超

HQJK2020 数据库管理与应用（Mysql） 周静

HQJK2021 信息技术 谭慧

HQJK2022 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技术应用 王伟平

HQJK2023 嵌入式产品开发 令狐昌伟

HQJK2024 汽车电气设备检修 黄海波

HQJK2025 网络设备管理与维护 袁润

HQJK2026 基础会计 周盈

HQJK202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张锋

HQJK2028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罗龙健

HQJK2029 数控车编程与加工 唐利平

HQJK2030 汽车构造与拆装（一） 胡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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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程名称 项目负责人

HQJK2031 HCIA-Security 实现与管理 刘洪亮

HQJK2032 图形图像处理（Photoshop） 肖硕武

HQJK2033 Python 程序设计 李卓

HQJK2034 汽车电子产品工艺 彭铁牛

HQJK2035 汽车配件营销与管理 吴燕

HQJK2036 网页前台技术 夏敏纳

HQJK2037 三大构成 刘芹

HQJK2101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 检修 秦咏梅

HQJK2102 EPLAN 电气设计 王 嵘

HQJK2103 电工技术 刘春梅

HQJK2104 商品信息采集与处理 易 蕾

HQJK2105 商务职业能力 唐 玲

HQJK2106 汽车智能终端安装与 调试 刘小兵

HQJK2107 汽车客户关系管理 张峰玉

HQJK2108 机械设计基础 乐启清

HQJK2109 中国共产党历史 熊兰芝

HQJK2110 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 杨明鄂

HQJK2111 机械精度设计与检测 孙国勋

HQJK2112 PLC 控制与应用技术 石建军

HQJK2113 python 数据分析与可 视化 邓国群

HQJK21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谭阳希

HQJK2115 汽车维护与保养 唐 伦

HQJK2116 大学英语 2 周 进

HQJK2117 网络服务器架构 （windows 平台） 张 捷

HQJK2118 工厂供配电技术 李 湾

HQJK2119 经济学基础 邓仕燕

HQJK2120 财务共享 袁 娟

HQJK2121 vi 设计 易扬扬

HQJK2122 居住空间设计（工程图 绘制） 刘 英

HQJK2123 汽车舒适与安全系统 检修 刘 国

HQJK2124 交通工程制图 程 美

HQJK2125 跨境电商英语应用 黄 卉

HQJK2126 交通信息采集与处理 胥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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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程名称 项目负责人

HQJK2127 网店经营与管理 陈梅梅

HQJK2128 spark 大数据分析 李 卓

HQJK2129 Java 程序设计 崔曙光

HQJK2130 居住空间设计（效果图 表现） 王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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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2020-2021 课程思政立项一览表

项目编号 课程名称 项目负责人

HQKCSZ2001 汽车构造 程美

HQKCSZ2002 机械基础 乐启清

HQKCSZ2003 创业基础 何辉

HQKCSZ2004 公共英语 彭旻珏

HQKCSZ2005 商务职业能力 唐玲

HQKCSZ2006 人文素养与应用 谭小琴

HQKCSZ2007 信息技术 谭慧

HQKCSZ2008 汽车营销策划 林崟

HQKCSZ2009 汽车舒适与安全系统检修 田万鹏

HQKCSZ2010 Web 前端开发技术 罗花芝

HQKCSZ2011 人文素养与应用 谭泽媛

HQKCSZ2012 办公软件应用 洪亚玲

HQKCSZ2013 电子商务网页设计 袁赠欢

HQKCSZ2014 电工电子技术 刘春梅

HQKCSZ2015 经济学基础 邓仕燕

HQKCSZ2016 公共英语 2 周 进

HQKCSZ2017 汽车服务企业管理 唐金国

HQKCSZ2018 汽车机械基础 张丹

HQKCSZ2019 汽车电气设备检修 陈琨

HQKCSZ2020 动力总成及控制技术 陈标

HQKCSZ2021 包装设计 彭黎

HQKCSZ2022 PLC 控制与应用技术 石建军

HQKCSZ2023 机械测量 程文

HQKCSZ2024 python 程序设计 李卓

HQKCSZ2025 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技术应用 姚千里

HQKCSZ2026 嵌入式人工智能技术 王嵘

HQKCSZ2027 UG 三维建模 王志洪

HQKCSZ2028 体育课 邓珊

HQKCSZ2029 底盘电控系统检修 陈露

HQKCSZ2030 大数据可视化技术 邓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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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KCSZ2101 运营数据分析 陈善祥

HQKCSZ2102 机械制图与识图 熊银花

HQKCSZ2103 篮球 谭 震

HQKCSZ2104 财经应用文写作 朱 雯

HQKCSZ2105 交通信息采集与处理 胥 刚

HQKCSZ2106 商品信息采集与处理 陈梅梅

HQKCSZ2107 发动机构造与拆装 胡鸿飞

HQKCSZ2108 混合 app 应用技术开 发 谌桂枝

HQKCSZ2109 大学英语 漆江艳

HQKCSZ2110 艺术修养 罗 婷

HQKCSZ2111 新媒体营销 岳 伟

HQKCSZ2112 连锁经营管理 吴 兰

HQKCSZ2113 数字电子技术 蒋松云

HQKCSZ2114 汽车性能评价与选购 杨 庆

HQKCSZ2115 智能终端安装与调试 陈 露

HQKCSZ2116 羽毛球 黄 伦

HQKCSZ2117 素描基础 刘承芳

HQKCSZ2118 视觉营销 徐雪君

HQKCSZ2119 电力电子技术及应用 伍艮常

HQKCSZ2120 路由交换基础 王 硕

HQKCSZ2121 军事理论 黄史记

HQKCSZ2122 汽车探秘（汽车认知实 训） 杨 琴

HQKCSZ2123 高级路由交换技术 刘星海

HQKCSZ2124 地理信息采集与编辑 刘红业

HQKCSZ2125 航空概论 陈 列

HQKCSZ2126 图形图像处理 李媛钰

HQKCSZ2127 居住空间设计 刘思篁

HQKCSZ2128 Vue 前端开发技术 刘湘煜

HQKCSZ2129 BIM 建模 朱 理

HQKCSZ2130 钳工实训 柯 闽

HQKCSZ2131 机械制造技术 周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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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0-2021 新形态教材立项一览表

项目编号 教材名称 项目负责人

HQJC2001 汽车构造与拆装 程美

HQJC2002 机械制图与识图 欧阳波仪

HQJC2003 机械基础 乐启清

HQJC2004 新能源汽车装配与质量控制 陈刚

HQJC2005 新编高职语文 谭小琴

HQJC2006 汽车单片机技术 舒望

HQJC2007 汽车机械基础 王伟平

HQJC2008 Python 程序设计 黄宁

HQJC2009 储能系统及控制技术 刘骞

HQJC2010 居住空间设计（效果图表现） 王培宏

HQJC2011 手把手教你创业 何辉

HQJC2012 点焊机器人工作站系统应用（ABB 模块） 廖卓/石建军

HQJC2013 汽车电气设备原理与检修 黄海波

HQJC2014 机械零部件制造工艺 周瑜飞

HQJC2015 大数据仓库 Hive 王海霞

HQJC2016 JavaWeb 应用开发 谌桂枝

HQJC2017 纯电动汽车故障诊断 侯志华

HQJC2018 财务共享 沈训东

HQJC2019 智能制造生产线控制系统编程与应用 赵橄培

HQJC2020 车载网络技术 刘小兵

HQJC2021 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及控制技术 陈标

HQJC2022 PLC 控制与应用技术 石建军

HQJC2023 居住空间综合设计 刘华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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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教材名称 项目负责人

HQJC2024 汽车商务礼仪 谭泽媛/刘方歆

HQJC2025 二手车鉴定评估与贸易 林崟/宋丹/周定武

HQJC2026 风景写生 曾原

HQJC2027 汽车专业英语 韦萧萧

HQJC2028 信息技术 谭慧

HQJC2029 汽车电子商务 杨佳思

HQJC2030 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 黄志勇

HQJC2031 电子技术 李二喜

HQJC2032 柴油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 胡鸿飞

HQJC2033 汽车客户关系管理 张峰玉

HQJC2034 智能网联汽车概述 姚小勇

HQJC2035 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 蒋松云

HCJC2101 现代礼仪实用教程 向 莉

HCJC2102 汽车零部件识图 程 美

HCJC2103 汽车维护与保养 唐 伦

HCJC2104 数控多轴编程与加工 何延钢

HCJC2105
EPLAN 电气设计项目

式教程
王 嵘

HCJC2106 机器视觉技术与应用 吴芳榕

HCJC2107 Windows Server 操作 系统管理 洪亚玲

HCJC2108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皮兴旺

HCJC2109 财经应用文写作 龙麒任

HCJC2110 商品信息采集与处理 宋吉华

HCJC2111 思想道德与法治实践 教程 张 锋

HCJC2112 汽车电气设备及其电 路分析 石庆丰

HCJC2113 数据特征分析与应用 龙 敏

HCJC2114 Linux 操作系统与应 用 向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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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教材名称 项目负责人

HCJC2115 前端网页制作技术 夏敏纳

HCJC2116 招聘管理 唐永峰

HCJC2117 Java 程序设计案例教 程 崔曙光

HCJC2118 数控车编程与仿真 周瑜飞

HCJC2119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 检修 秦咏梅

HCJC2120 信息素养与实践 周眺峰

HCJC2121 汽车智能终端安装与 调试 陈 露

HCJC2122 无人机模拟飞行技术 何苏博

HCJC2123 大学英语 漆江艳

HCJC2124 素描基础教程 刘承芳

HCJC2125 高级路由技术项目实 龙 敏

HCJC2126 军事基础技能 黄史记

HCJC2127 无人机编队技术 杨升平

HCJC2128 企业数字化认证 杨林安

HCJC2129 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技 术应用 姚千里

HCJC2130 BIM 建模 朱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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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省级精品在线课程立项建设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项目负责人 立项年度

1 创意思维与设计 欧阳波仪 2018 年认定

2 汽车电子商务 许祥鹏、黄宁 2018 年认定

3 汽车服务接待 刘永超 2018 年认定

4 汽车单片机及车载网络技术 舒望、王维斌 2018 年立项，2020 年认定

5 汽车构造与拆装 黄志勇 2018 年立项，2020 年认定

6 建筑效果图制作 贺琦 2018 年立项，2020 年认定

7 新能源汽车概述 旷庆祥 2018 年立项，2020 年认定

8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拆装 程美 2018 年立项，2020 年认定

9 动力电池及控制技术 刘骞、侯志华 2019 年认定

10 汽车商务礼仪 刘方歆、谭泽媛 2019 年认定

11 爱上汽车 黎修良 2019 年立项，2020 年认定

12 智能汽车电器系统检修 黄海波 2019 年立项，2021 年认定

13 驱动电机及控制技术 陈标、周首杰 2019 年立项

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王丹 2019 年立项

15 双人快修 旷文兵 2019 年立项

16 车载网络技术 刘小兵、肖永忠 2020 年认定

17 智能汽车环境传感器技术 李荣、刘兴恕 2020 年立项

1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陈良 2020 年立项

19 手把手教你创业 杨琴，朱雯 2021 年立项

20 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 易娇，胡鸿飞 2021 年立项

21 python 程序设计 李卓 2021 年立项

22 地理信息采集与编辑 刘红业，程泊静 2021 年立项

23 数控多轴加工技术 何延钢，孙文丰 2021 年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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