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商 业 行 业 商 会 

商贸促字〔2021〕151 号 

 

关于公布全国商科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商科教育领域的教育科研工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和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经评审，决定

立项全国商科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 171 项（详

见附件）。请课题负责人抓紧落实，并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前向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教育培训部提交课题

研究报告。 

本次立项科研课题所需经费均为自筹。为保证科研课题的顺

利开展，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应给予适当比例经费的支持（建议

不低于 5000 元人民币或课题经费的 50%以上）。课题负责人所在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对课题资助经费实施具体管

理。同时请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按照国家部委所属

司局下达的纵向课题对本次立项课题予以认定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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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国商科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立

项名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

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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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商科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10501 商科类“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路径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程天敏 

SKJYKT-210502 产教融合视阈下高职院校涉农会展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李艳婷 

SKJYKT-210503 高校家校协同育人：困境、机制与路径 四川农业大学 蒲波 

SKJYKT-210504 人工智能专业创新及产学研结合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智能装备学院 宋庆军 

SKJYKT-210505 双创背景下高校“人工智能+智慧管理”商科物流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程凤菊 

SKJYKT-210506 “会展+”虚拟仿真实训教学研究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程睿 

SKJYKT-210507 应用型人才培养中课程思政融合路径研究——以《会计学原理》课程为例     天津天狮学院 冯怡 

SKJYKT-210508 基于 OBE理念的商科类课程“234”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宫琳琳 

SKJYKT-210509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等院校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路径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郭岩 

SKJYKT-210510 基于共享和自主思维的混合式自主课堂模式的建设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韩春磊 

SKJYKT-210511 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下工作室制跨境电商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胡登龙 

SKJYKT-210512 “赛教学创训研”六要素融合下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人才培养路径与机制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姜作鹏 

SKJYKT-210513 数智化时代产教融合视阈下智能财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路径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孔凡娜 

SKJYKT-210514 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新商科育人模式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李光燕 

SKJYKT-210515 商科类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李娜 

SKJYKT-210516 基于工作室的 TBES 教学模式实践研究——以电商美工工作室为例 青岛黄海学院 李燕 

SKJYKT-210517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建设研究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林丽青 

SKJYKT-210518 市场需求导向下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伯超 

SKJYKT-210519 “立德树人”理念下《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的建设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刘莉 

SKJYKT-210520 智慧社会视域下商科学生数据信息素养框架设计与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刘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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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10521 
基于 PBL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应用型本

科院校新商科背景下 
青岛黄海学院 闵素玲 

SKJYKT-210522 新商科建设背景下应用型高校跨境电商专业群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齐晓明 

SKJYKT-210523 协同视域下民办高校电子商务专业“融入式”教学模式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石淑翠 

SKJYKT-210524 国际商务专业中高职“3+2”分段培养实施现状及对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史立平 

SKJYKT-210525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贸专业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研究 哈尔滨华德学院 孙艳萍 

SKJYKT-210526 产教融合背景下民办本科院校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孙增娟 

SKJYKT-210527 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王红 

SKJYKT-210528 民办高校商科教育“引企入教”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王秀凤 

SKJYKT-210529 新商科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校企资源共享及深度合作模式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王燕 

SKJYKT-210530 信息化时代商科课程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建设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王永刚 

SKJYKT-210531 项目式教学在高职学校会计专业《管理会计》的应用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小红  

SKJYKT-210532 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应用研究——以市场调研与预测课程为例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徐夷冶 

SKJYKT-210533 基于生产性服务面向的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于斌 

SKJYKT-210534 协同育人视角下跨境电商专业“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潍坊理工学院 于树兰 

SKJYKT-210535 新商科理念下的 ERP 课程教学探讨与实践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袁韶斌 

SKJYKT-210536 “产教融合”下民办高校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青岛黄海学院为例 青岛黄海学院 云鹏宇 

SKJYKT-210537 新商科背景下数字营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武汉东湖学院 张洁意 

SKJYKT-210538 
基于 STEM-OBE的应用型本科教育自适应学习模式研究----以黄海学院电子商务

为例 
青岛黄海学院 张童 

SKJYKT-210539 新商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训练过程中的心理健康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武汉商学院 张燕妮 

SKJYKT-210540 以《电子商务概论》为例研究“O2O2O”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山东协和学院 张媛媛 

SKJYKT-210541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专业+文化传播”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赵莉莉 

SKJYKT-210542 应用型本科专业课程标准建设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洪春  

SKJYKT-210543 高职院校《新媒体营销》课程思政对策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庄薇薇 

SKJYKT-210544 数字经济背景下大连市装备制造产业技能人才需求与培养研究 大连市创新创业创投服务中心 李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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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10545 高等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民办高校商科学生全球胜任力培养路径研究  上海杉达学院胜祥商学院 孟海樱 

SKJYKT-210546 数字时代商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新启示 四川轻化工大学 王鹏雁 

SKJYKT-210547 新商科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霞 

SKJYKT-210548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指数化评估研究 武汉商学院 叶磊 

SKJYKT-210549 职业院校会计专业“课堂思政”教育教学方法的探索与研究 河南工业技术学院 李乐 

SKJYKT-210550 基于 CDIO的跨境电子商务 SNS 课程设计 广东科技学院 陈环 

SKJYKT-210551 新时代儒商企业家精神与商科学生专业素质培育体系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陈敏 

SKJYKT-210552 基于海外版抖音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直播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广东科技学院 陈青梅 

SKJYKT-210553 会展活动对酒店业服务质量管理影响研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姝 

SKJYKT-210554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新商科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陈晓宇 

SKJYKT-210555 基于智慧物流的智能制造企业库存管理业务 BPR应用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勇 

SKJYKT-210556 MOOC背景下高校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陈玉芳 

SKJYKT-210557 “双循环”背景下商科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武汉商学院 程宇欢 

SKJYKT-210558 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创教育研究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丁炎 

SKJYKT-210559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入商科教育课程体系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董香丽 

SKJYKT-210560 文化自信视阈下高职《商务日语翻译》课程思政改革路径研究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方志娟 

SKJYKT-210561 乡村人才振兴战略背景下高技能人才引进对策研究 武汉商学院 付园 

SKJYKT-210562 新文科背景下基于 JD-R模型的商科教师创新行为提升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高超 

SKJYKT-210563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金融工程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潍坊理工学院 高亚存 

SKJYKT-210564 高职院校《管理会计基础》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索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龚诤 

SKJYKT-210565 基于行业岗位胜任力的复合型电商网页美工人才培养路径优化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郭恩 

SKJYKT-210566 基于超星平台的 SPOC 教学模式在《前厅客房管理实务》中的应用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郭冉冉 

SKJYKT-210567 应用型本科院校成本会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山东女子学院 韩晓娟 

SKJYKT-210568 基于 SC-CDIO 教育理念的国贸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 潍坊理工学院 韩雪 

SKJYKT-210569 新商科教育背景下校企深度合作模式创新研究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胡其亮 

SKJYKT-210570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务驱动、项目导向”高职礼仪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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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10571 产教融合视阈下课程思政融入电子电工类课程教学的路径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小丹 

SKJYKT-210572 校企合作背景下职业院校商科类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江翠元 

SKJYKT-210573 物联网、大数据背景下人工智能专业产教研深度融合机制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智能装备学院 姜海燕 

SKJYKT-210574 基于协同理论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路径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蒋丽君 

SKJYKT-210575 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商科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靳肖肖 

SKJYKT-210576 企业经营管理沙盘实训课程融入思政工作的教学设计理念与方法的探索 河南工业技术学院 康琼 

SKJYKT-210577 新经济形势下高职金融人才核心素养的再确认及重点塑造研究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孔盼盼 

SKJYKT-210578 基于“雨课堂”的《涉外会计》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李蓓 

SKJYKT-210579 “新商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李海燕 

SKJYKT-210580 大智移云物区背景下会计信息化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李红 

SKJYKT-210581 “新商科数字化”背景下财会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李惠敏 

SKJYKT-210582 产教融合背景下新商科创新创业人才跨界培养模式构建及评价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李江辉 

SKJYKT-210583 思政教育视角下高校社区育人工作模式初探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敏仪 

SKJYKT-210584 职业发展导向下旅游管理专业“4+3”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改革 山东女子学院 李鹏 

SKJYKT-210585 职业教育经管类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琰芬 

SKJYKT-210586 数字经济环境下虚拟现实技术在新商科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林教刚 

SKJYKT-210587 生态思维视域下商科教学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武汉商学院 林俊 

SKJYKT-210588 大师工作室引领下的“七化同心” 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蔺圣翠 

SKJYKT-210589 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国际结算”课程中的应用 天津天狮学院  刘超静 

SKJYKT-210590 新商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探究 青岛黄海学院 刘卿卿 

SKJYKT-210591 高校商科类专业 “235”英语语音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刘瑶 

SKJYKT-210592 立足于国际市场前提下的数字化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研究 北京城市学院 卢瑞辰 

SKJYKT-210593 新文科背景下财务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潍坊理工学院 邱飞飞 

SKJYKT-210594 基于"双高"背景探索国际贸易专业融合智慧金融专业群的路径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商玮 

SKJYKT-210595 应用型本科高校商科教育与校企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尚现娟 

SKJYKT-210596 现代学徒制下的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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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SKJYKT-210597 “活动管理”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与实践 云南财经大学 谭庆莉 

SKJYKT-210598 融合农村电子商务的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策略及路径研究 玉林师范学院 唐微 

SKJYKT-210599 基于商科专业本科生学术能力培养的计量经济学课程改革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王红蕾 

SKJYKT-210600 依托新区供销系统，构建校企合作新模式--以黄海学院为例 青岛黄海学院 王竟谕 

SKJYKT-210601 1+X证书制度下应用型本科院校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广东科技学院 王妮 

SKJYKT-210602 企业集团业财融合模式在中小企业的适用性研究 天津天狮学院 王瑞星 

SKJYKT-210603 双创视角下商科类专业协同育人实践教学流程再造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王守霞 

SKJYKT-210604 
研究性教学模式在《旅游经济学》课程改革中的应用——以山东女子学院旅游管

理专业为例   
山东女子学院 王志燕  

SKJYKT-210605 课程思政改革背景下饮食文化育人的创新与实践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温宝莉 

SKJYKT-210606 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导向下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南华大学 吴加广 

SKJYKT-210607 新商科背景下基于 AL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吴兆丽 

SKJYKT-210608 民办高校国际商务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天津天狮学院 谢茜萍 

SKJYKT-210609 新零售模式下电子商务人才的转型培养 青岛黄海学院 徐立娟 

SKJYKT-210610 深圳湾跨境电商生态圈视角下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路径探究 广东科技学院 杨丽 

SKJYKT-210611 跨境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建设研究 广东科技学院 杨希 

SKJYKT-210612 新商科背景下构建计算思维导向的课程体系创新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岳秀明 

SKJYKT-210613 协同育人引领下高校旅游专业课程群建设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张利霞 

SKJYKT-210614 社交网络中视频信息挖掘及其应用研究 玉林师范学院 赵瑾珺 

SKJYKT-210615 疫情时期大学生创业意愿和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周倩 

SKJYKT-210616 新商科背景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改革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朱文彬 

SKJYKT-210617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研究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黄琪 

SKJYKT-210618 高职转化对技师学院烹饪教学的影响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李艳丽 

SKJYKT-210619 新商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武汉商学院 余松筠 

SKJYKT-210620 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商科人才“多维度协同”培养体系改革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赵长虹 

SKJYKT-210621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商科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与探究 青岛黄海学院 卢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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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JYKT-210622 应用型本科高校“1+X产证教融通”商贸人才协同培养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古全美 

SKJYKT-210623 地方高校助推地域特色文化传承的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贾绪红 

SKJYKT-210624 大数据背景下基于跨学科工作室的“新商科”人才培养实践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孙守强 

SKJYKT-210625 基于中外合作的高职国贸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陶泽邦 

SKJYKT-210626 “一带一路”背景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武汉东湖学院 谢丽湘 

SKJYKT-210627 智能仿真系统在物流实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朱耀勤 

SKJYKT-210628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媒介经营与管理》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武汉东湖学院 胡蕾 

SKJYKT-210629 基于校企合作的“1+X”证书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物流管理为例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朱兆朋 

SKJYKT-210630 经管类本科生数据素养能力培养路径研究 武汉商学院 张勤康 

SKJYKT-210631 商贸流通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与资源开发 天津职业大学 刘轶彤 

SKJYKT-210632 “双创”时代应用型高校商科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张镇 

SKJYKT-210633 立德树人视域下商科教育校企合作价格培养体系研究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毛晶 

SKJYKT-210634 后疫情背景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武汉跨境电商发展路径研究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贾钰 

SKJYKT-210635 新业态背景下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探究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陈海 

SKJYKT-210636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 天津职业大学 黄维静 

SKJYKT-210637 武汉市打造“国际交往中心”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闫素 

SKJYKT-210638 基于 OBE理念的应用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潍坊理工学院 杨晓瑛 

SKJYKT-210639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助力天津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天津职业大学 郭始雄 

SKJYKT-210640 新商科背景下“大数据思维”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孟真 

SKJYKT-210641 应用型本科教育供应量管理内涵解析与体系构建 广州南方学院  李顺萍 

SKJYKT-210642 产教融合背景下中小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机遇与对策研究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陈威 

SKJYKT-210643 新媒体环境下文创产品设计的审美研究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李猛 

SKJYKT-210644 职教高地背景下高职院校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三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薄兆明 

SKJYKT-210645 基于“CTLP”闭环式教学模式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丛文君 

SKJYKT-210646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的高职院校服务本地农村电子商务模式研究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葛珊 

SKJYKT-210647 1+X证书制度下《网店经营与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龚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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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JYKT-210648 税制改革背景下高职税收教学方法研究 东营职业学院 金梅英 

SKJYKT-210649 高职院校基于课程思政的金融专业路径设计及模式构建研究 东营职业学院 李建红 

SKJYKT-210650 
基于 1+X职业技能证书制度背景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动态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机制

的研究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刘凯 

SKJYKT-210651 中职（技工）学校实施商科现代学徒制的难点与困境研究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吕成斋 

SKJYKT-210652 融媒体背景下商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研究 齐鲁医药学院 马梅滋 

SKJYKT-210653 基于高阶能力培养的《市场营销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宋传珍 

SKJYKT-210654 高职中外合作商科专业大学英语教学创新研究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莹 

SKJYKT-210655 工匠精神融入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的策略研究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孙杰 

SKJYKT-210656 基于实战模式的电商视觉类实训课程创新研究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童红兵 

SKJYKT-210657 基于真实岗位应用下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以《网店经营与管理》为例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汪健 

SKJYKT-210658 双创背景下高职院校“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教学模式研究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王菲 

SKJYKT-210659 面向多层次需求的高职院校创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王璐璐 

SKJYKT-210660 1+X证书制度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王鑫鑫 

SKJYKT-210661 产教融合背景下电子商务专业群基于岗位“工单制 ”的实践课程体系研究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尹波 

SKJYKT-210662 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专创融合体系构建研究 临沂大学 于春杰 

SKJYKT-210663 基于 PBL的项目团队教学模式应用研究-以《现代推销学》为例 齐鲁医药学院 张宏亮 

SKJYKT-210664 基于 VR技术的应用本科《跨境电商物流》微课设计与实践研究 广东科技学院管理学院 谭蓉 

SKJYKT-210665 商科学科技能竞赛融合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途径的研究 上海杉达学院商学院 沈建军 

SKJYKT-210666 会展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探索实践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潘兰 

SKJYKT-210667 互联网+背景下高等院校传统服饰设计专业群建设路径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高英培 

SKJYKT-210668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广州本土旅游文本中生态价值取向的初探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杨 

SKJYKT-210669 关于《商务日语翻译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研究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丹丹 

SKJYKT-210670 引导、规范、纠偏：技能大赛与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建设互动研究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琳曦 

SKJYKT-210671 “一带一路”背景下借力鲁班工坊升级我国高职教育改革研究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闫莹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