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教 学 管 理 文 件
经管教发 ﹝ 2022 ﹞ 10 号

2022 年经济管理学院暑期培训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技术技能水平、科研能力

和三教改革能力，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升师资队伍素质，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按照学校暑期培训总体要求，结合经济

管理学院实际，制定本培训方案。

一、培训内容

邀请校内外专家开展教学能力提升、科研水平、三教改

革能力提升以及课程资源建设等方面的培训。

二、培训时间及地点

第一阶段培训：6 月 27 日-6 月 29 日

第二阶段培训：7 月 1 日-7 月 3 日

第三阶段考核：7 月 4 日

地点：经管大楼

三、培训讲师

从校内外邀请专家，具体如下：

旷文兵，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车辆工程学院；



龙件元，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许宪国，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陈 垒，优课工坊；

徐金鸿，湖南华逸信息有限公司；

戴亿迈，精创公司高级培训师；

张金保，广联达高级培训师。

具体安排见附件 1，经济管理暑假培训安排表。

专家信息见附件 2，专家信息一览表。

四、参培人员

宋 丹、杨林安、谌小红、高 峰、华金科、李小青、刘 洪、

龙件元、沈训东、谭晓兰、唐永峰、熊 宁、许宪国、游文

华、袁 娟、赵仲芬、王晓月、陈 静、刘丽敏、朱 理、

魏 珺、陈 皓、刘 珊、彭 杨、陈天顺、过灵利、王晓

玲、尹春元、舒 辉、刘佳杰、李宁馨、邵 丹、陈明霞、

黄紫荆、戴妮娜、肖好纯，共计 35 人。

五、考核评价

以培训内容的成果开展汇报，具体考核评价见见后续通

知。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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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经济管理学院暑假培训安排表

时间 地点 培训主题（练习内容） 培训方式 培训师/负责人 辅讲教师 培训成果 培训人员

2022/6/27
9:00-12:00

经管大楼
209 室

教学设计实施及平台操作
体验式学

习
旷文兵 宋丹 课程团队负责人汇报

并展示平台课程及相
关资源

全体教师

2022/6/27
14:30-17:00

各教研室 按照教学预安排搭建课程
教研室组

织
龙件元/许宪国 王晓月/朱理/刘洪 分教研室

2022/6/28
9:00-12:00

经管大楼
209 室

湖南省精品在线课程申报解读
课程团队
交流为主

陈 垒 袁娟/王晓月

团队负责人汇报湖南
省精品课程申报书

全体教师

2022/6/28
14:30-17:00

经管大楼
214 按照教学预安排搭建一个模块的课

程，并开发一个单元的资源
教研室组

织
龙件元/许宪国

袁娟/王晓月/刘洪/
朱理

分教研室
经管大楼

208
2022/6/29
9:00-12:00

经管大楼

208
毕业设计研讨及专业模板研讨

案例分享
讨论式

许宪国 刘洪/朱理
评判学生毕业设计并
开发毕业设计模板

工管教研
室

2022/6/29
14:30-17:00

经管大楼
214

龙件元 袁娟/王晓月/陈静
财管教研
室含西校
区教师

2022/6/30 七一表彰



时间 地点 培训主题（练习内容） 培训方式 培训师/负责人 辅讲教师 培训成果 培训人员

2022/7/1
9:00-12:00

经管大楼
301 机房

用友新道财务大数据培训——（1）
大数据介绍、了解 Python 诞生、发展、
语言特点、常见应用方向。（2）了
解如何学好 Python 编程语言。（3）
用方掌握 Anaconda 安装和使法。（4）
熟悉 Python 变量、数字、字符串、元
组、字典、列表、集合的定义。

体验式学
习

徐金鸿 龙件元

运行第一个 Python 程
序

财管教研
室

（含西校
区）

2022/7/1
14:30-17:00

用友新道财务大数据培训——掌握
Python 变量、数字、字符串、元组、
字典、列表、集合常用方法的使用。

（1）Python 变量：定
义、语法规范。（2）
Python 数字：定义、语
法规范。（3）Python
字符串：定义、语法规
范。（4）Python 元组：
定义、语法规范。（5）
Python 字典：定义、语
法规范。（6）Python
集合：定义、语法规范。
（7）Python 列表：定
义、语法规范。

2022/7/2
9:00-12:00

用友新道财务大数据培训——（1）
熟悉注释、续行符、变量命名、数字
类型、字符串等的用法。（2）掌握
Python 的 print 输出语句、input 输入
语句的用法。（3）熟悉 Python 内置
函数的使用。（4）熟悉 Python 列表
的定义、函数与方法。（5）掌握 Python
字典定义、函数及方法。（6）了解
列表与字典的嵌套使用。

（1）案例引入-员工
信息管理。
（2）完成案例-客户
信息管理。



2022/7/2
14:30-17:00

用友新道财务大数据培训——（1）
掌握 Python 运算符的使用。（2）掌
握 Python input 输入语句，print 输出
语句的使用。（3）掌握 Python if 条
件语句，for-while 循环语句的使用。

（1）Python 运算符：
定义、语法规范。（2）
Python input 输入语
句：定义、语法规范。
（3）print 输出语句：
定义、语法规范。（4）
Python if 条件语句，
for-while 循环语句：定
义、语法规范。

2022/7/3
9:00-12:00

（1）掌握 Python 运算符及其使用方
法。（2）掌握 Python 条件判断语句
的使用方法。（3）掌握 Python 循环
语句的使用方法。（4）掌握 Python
函数的使用。

（1）案例引入-员工
薪薪资计算，讲解案例
中公司员工薪资计算
的方式。（2）设计个
人所得税计算器：
input（函数）、IF 多
条件判断的使用。（3）
职工福利计算：for 循
环语句、while 循环语
句的使用。

2022/7/3
14:30-17:00

（1）掌握 Python 类的使用。（2）掌
握 Python 函数及其使用方法。（3）
能够区分变量的作用域，能够将局部
变量修改为全局变量。

（1）案例引入-理财
收益计算，讲解案例中
公司理财收益计算的
方式。（2）计算理财
利息：函数的基本使
用。（3）计算理财投
资额：函数的参数传
递。（4）计算理财净
收益：变量的作用域。



时间 地点 培训主题（练习内容） 培训方式 培训师/负责人 辅讲教师 培训成果 培训人员

2022/7/1
9:00-12:00

经管大楼
501 机房

人力大数据——可视化培训

体验式学
习

戴亿迈——精
创公司

刘洪

可视化操作演示

人力资源
专业

2022/7/1
14:30-17:00

人力大数据——可视化实践

2022/7/2
9:00-12:00

人力大数据——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应用成果展示

2022/7/2
14:30-17:00

人力大数据——大数据应用

2022/7/3
9:00-12:00

人力综合沙盘——精创沙盘规则
沙盘对抗过程汇报及

结果展示2022/7/3
14:30-17:00

人力综合沙盘——精创沙盘实操

2022/7/1
9:00-12:00

经管大楼
401 机房

专业诊断
案例分享
讨论式

朱理

岗位课程关系图

工程造价
专业

2022/7/1
14:30-17:00
2022/7/2
9:00-12:00

课程思政及教材汇报
2022/7/2

14:30-17:00
2022/7/3
9:00-12:00

技能竞赛方案预安排
2022/7/3

14:30-17:00
2022/7/3
9:00-12:00

广联达技能竞赛培训
体验式学

习
张金保——广
联达培训师

朱理 技能竞赛方案
2022/7/3

14:30-17:00



附件 2：专家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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