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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拟立项名单 

一、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校 

1 
兰州财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创新实践教育中心） 
党建宁 兰州财经大学 

2 兰州理工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芮执元 兰州理工大学 

3 西北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董晨钟 西北师范大学 

4 兰州交通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汤旻安 兰州交通大学 

5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带 

一路”产教融合双创学院 
安建平 

甘肃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二、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示范中心 

序号 中心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校 

1 兰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邓毓博 兰州大学 

2 兰州理工大学红柳创客梦工厂 曹  洁 兰州理工大学 

3 陇东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中心 许  斌 陇东学院 

4 实·化众创空间 刘兴勤 
兰州石化职业 

技术大学 

5 STEAM 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摆玉龙 西北师范大学 

6 A.力创客空间 赵浪涛 兰州工业学院 

7 
轨道交通信号创新创业实践教育 

示范中心 
何  涛 兰州交通大学 

8 武威职业学院众创空间 赵  明 武威职业学院 

9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 倪兴军 
酒泉职业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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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创业教育示范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校 

1 自动化 王志文 兰州理工大学 

2 草业科学 沈禹颖 兰州大学 

3 地理信息科学 李传华 西北师范大学 

4 林学 何  静 甘肃农业大学 

5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甄箫斐 兰州交通大学 

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弥  宁 陇东学院 

7 工商管理 杨  瑚 河西学院 

8 信息安全 安德智 甘肃政法大学 

9 大数据与会计 王  韬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10 自动化 王淑红 兰州工业学院 

11 数控技术 胡宗政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12 旅游管理 孙永龙 西北民族大学 

13 电子信息工程 赵利民 天水师范学院 

14 应用化学 张兴辉 兰州文理学院 

15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杨平科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6 宠物养护与驯导 郭志明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17 电子商务 武晶晶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 计算机应用技术 唐  林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大学 

四、创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 

序号 项目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所属学校 

1 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李海莲 兰州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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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所属学校 

2 Linux与嵌入式系统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张玺君 兰州理工大学 

3 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马乐元 甘肃农业大学 

4 
“食用菌栽培学”创新创业

示范课 
线下课程 祁伟亮 陇东学院 

5 仪器分析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李振华 西北民族大学 

6 医学地质与人体健康 线下课程 任桂平 兰州大学 

7 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胡宗政 

兰州职业技术 

学院 

8 移动应用开发 线下课程 曹晓丽 兰州文理学院 

9 信号与系统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龚成莹 兰州工业学院 

10 食品分析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焦  扬 河西学院 

11 组织行为学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郝金磊 兰州财经大学 

12 微生物学 线下课程 张爱梅 西北师范大学 

13 猪生产 线上课程 赵润梅 
甘肃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 

14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王振禄 兰州城市学院 

15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张  欣 

兰州资源环境职

业技术大学 

16 超声波检测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魏延宏 

兰州石化职业 

技术大学 

17 动物诊疗技术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张  忠 

甘肃畜牧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18 可编程控制器技术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朱力琼 

甘肃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19 电力系统分析 
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 
陈天胜 

兰州信息科 

技学院 

20 电气控制与 PLC 线上课程 张  浩 
甘肃林业职业技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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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名师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校 

1 结构力学 李万润 兰州理工大学 

2 核物理实验方法 李公平 兰州大学 

3 大学生就业指导、土地利用规划 马利邦 西北师范大学 

4 创新创业基础 颜为民 兰州财经大学 

5 先进制造工程训练 孙永吉 兰州工业学院 

6 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毕冬梅 甘肃农业大学 

7 美术技能Ⅴ手工 焦丽霞 兰州城市学院 

8 
创新与创业、创新创业实训、大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 
赵百祥 天水师范学院 

9 创新创业素质提升 刘  珂 
兰州石化职业 

技术大学 

10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务 奚小龙 
甘肃财贸职业 

学院 

11 电子商务运营与推广 张智瀚 
兰州资源环境 

职业技术大学 

12 创新创业基础、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赵  妍 甘肃中医药大学 

13 企业财务管理 马锁生 
兰州职业技术 

学院 

14 
C语言程序设计、大学生就业与 

创业指导 
高立兵 

甘肃有色冶金职

业技术学院 

15 
国际贸易学、电商创业、天佑双创 

大讲堂 
宋结焱 兰州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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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序号 团队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所属学校 

1 
轨道交通虚拟可视化创新创业教育 

教学团队 
雍  玖 

陈永、杨景玉、王松、张振海、王文润、岳彪、张
雁鹏、杨旭、房超、任鹏百、魏建国、王阳萍、郭

世勇、卢明、郝旗、雷晓妹、更太加、黄金元、王
强强 

兰州交通大学 

2 
面向金融科技的投融资“专创融合” 

教学团队 
程  贵 

陈芳平、慕丹、张宗军、姬新龙、董彦峰、王振军、
黄华一、马留赟、柴用栋、郭冬梅、姚佳、牛丽娟、
陈冬亚、周亮、顾乐琼、李英丽、王馨茹、吴方华、
韩国强、李福祥、储著贞、王希宁 

兰州财经大学 

3 精细化学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路德待 
雷自强、杨志旺、孟汇海、冯华、魏强兵、曾巍、
姚雯还、董晓辉、张永显、李刚辉、王成润、张定

军、闫河、汪利平 

西北师范大学 

4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创新创业教育 

教学团队 
石  强 

刘月兰、张耀宗、石彦、马永祥、孙琳婵、刘治立、
李朝阳、李亚娟、崔溶芷、赵法发、王建吉、王梦
洁、路琪琪、王雅丽、王倩楠、张全钰、李浩 

陇东学院 

5 《天然药物化学》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胡芳弟 
李文、崔方、费冬青、张占欣、戴建业、封士兰、
张淹、柴国林、陈杰 

兰州大学 

6 
绿色智能时代装配式钢结构创新创业 

教学团队 
王秀丽 

殷占忠、吴长、李晓东、梁亚雄、罗斌、冉永红、
马张永、周岩、吴小燕、陈天镭、马云龙、赵吉川、

李红强 

兰州理工大学 

7 “天马创客”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颜鲁薪 

蔡济众、张世亮、孟建文、司玲、徐生龙、王慧敏、
史子新、苗渝婧、杨伟鹏、李国梁、晁媛媛、徐向
阳、刘力群、袁媛、李晓东、金能智、尚蓬勃、邹
秀峰、王彦龙 

武威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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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团队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所属学校 

8 生命科学“专创融合”教学团队 杨  彬 

张喜峰、焦扬、李彩霞、刘霞、高潮、曹礼、张超
强、马国泰、韩多红、崔玮、关天霞、李彩霞、高
慧娟、张爱萍、李兴艳、张红娟、罗光宏、王丹霞、
杨生辉、王丽娟 

河西学院 

9 汽车工程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刘小斌 

尹新权、罗钿、马宏锋、孙永吉、李祥林、程仲文、
沈建成、包尔慨、王珺、陈芳、辛万翔、王彦、李
万敏、张亚萍、白漫溪、李彦晶、焦健、黄莉莉、
王栋梁、赵耕云、陈晶、杨昀梓、连文香、展靖华、
王佳、席海亮、王芊霖、王东亮、杜遥、朱有地、
金慧、陈永哲、冯银兵、李晶、李淑敏、李珺、刘
晓研、魏煜倬、夏江林、曾小荣、王青海、安瑞强、
周安平、林乃挺、王莲莲、陈健、赵胜、张珊珊、

田爱军 

兰州工业学院 

10 农业工程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教学团队 孙  伟 
高爱民、张克平、刘小龙、张华、李辉、李晓康、
赵明、马海军 

甘肃农业大学 

11 “名师工作室”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王秀玲 
张媛媛、魏潇、许淳、程活、张辽圣、王国春、艾
亚西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12 畜牧兽医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贺  军 

苗旭、李宁、王玺年、王璐菊、田启会、郭志明、

李和国、吴孝杰、田宗祥、任作宝、鲁文霞、魏瑞、
张玺、段龙、李学钊、刘瑞玲、卢富春、张陇峰、
陈建亮、尤婷婷、毕东亚、刘金瑞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13 “石榴花开”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高君智 
范乾苏、马雄、拉布杰巴桑、牛永有、刘伯渠、王
晓君、邵彪、牛军、李彤、倪清贵、程金奎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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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团队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所属学校 

14 文创设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赵  娟 
赵百祥、韩琦、刘晓毅、刘洋、康小花、陈汉府、
刘敬允、曹娟、刘传水、刘静波、张国栋、张平、
刘晓武 

天水师范学院 

15 矿山地质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逯  娟 

高磊、赵文青、许冬梅、苏巧云、郭明远、何海颦、

赵博、陈秀清、罗维斌、孔冉、李亚亚、侯云龙、
吴永强、赵晓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大学 

16 智慧林业技术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李鸿杰 

张超、武文廷、闫秀婧、廖永峰、罗宏伟、王琴、
李依静、黄伟、魏建兵、王琦、靳惠安、罗玉恒、
丁强、马秦靖、李靖霞、姚丽娟、冯仲科、盛鸿宇、
金万洲、李崇贵、杨双保、吴家付、冯德强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
学院 

七、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校 

1 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孙小伟 兰州交通大学 

2 “1 3 4 8”模式下专创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探索  赵鹏飞 兰州大学 

3 高水平专业支撑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实证研究 汪海燕 西北师范大学 

4 基于一流专业与新工科实验班的专·创协同建设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  毅 兰州理工大学 

5 基于"课赛结合"的机械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彭  斌 兰州理工大学 

6  双创视域下戏剧与影视学人才培养多元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张辉刚 西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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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校 

7 
基于智慧地勘实践平台的地质类专业“学训证赛、产研创培” 

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及应用  
逯  娟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8 多维融合模式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研究与实践 李国剑 西北民族大学 

9 
大类招生背景下依托专业建设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改革与实践 
吴  长 兰州理工大学 

10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数据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火久元 兰州交通大学 

11 物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与实践体系建设 李训栓 兰州大学 

12 
“标准对接，德技双修”现代生活服务专业群创新型人才培养 

路径探索 
赵淑巧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13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研究——以跨专业 

综合实训（VBSE）课程为例 
秦文进 兰州财经大学 

14 “两创”“双创”相融合的《敦煌绘画临创》项目式教学改革研究 岳  锋 西北师范大学 

15 
基于创新能力提升的机械电子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 

教学模式研究 
寇元哲 陇东学院 

16 新医科背景下地方高校护理类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杨淑珍 河西学院 

17 
新时代“专创融合”+“项目导师制”下管理类双创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胡潇文 西北民族大学 

18 丝路文化短视频创作——产学研一体化影视编辑教学创新实践 李  莉 西北师范大学 

19 以提高药学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药物分析“金课”建设  张  敏 甘肃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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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校 

20 地方高校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建设 王欣欣 陇东学院 

21 
“双创”教育背景下高校防艾公益平台的建设与实践—— 

以校园工作室为例 
罗小峰 兰州大学 

22 创新创业教育“嵌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刘殷君 兰州文理学院 

23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CDIO”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为例  
李  楠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4 
“科创融合、多元协同”背景下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研究与构建 
易湘斌 兰州工业学院 

25 基于 OBE教育模式的矿业类专业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构建 余  岚 陇东学院 

26 “专创融合”指引下药学专业双创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张开礼 武威职业学院 

27 专创融合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冯  煜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28 
新工科背景下《汽车构造》课程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的 

研究与实践 
魏家沛 天水师范学院 

29 《网页设计与制作》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研究与实践 张金溪 兰州财经大学 

30 “专创”融合视域下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李  婷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31 
“专创融合”视域下经管类专业数智化教学平台的构建与实践—— 

以甘肃农业大学为例 
白  鑫 甘肃农业大学 

32 基于创新创业的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石万里 甘肃农业大学 

33 基于“专创融合”的土地资源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研究 李晓丹 甘肃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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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专业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 

探索与实践 
孔繁庭 兰州文理学院 

35 
基于虚拟仿真资源开发的石油化工专业群职业本科创新创业教育 

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王兴刚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36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高职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升级改造和人才培养 

创新改革 
王筱君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7 华夏年轮 乡土文脉——“双创”背景下乡土文化的产品化开发研究 牛震乾 天水师范学院 

38 
基于“赛创项训”融合的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张永兵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9 林业技术专业群“平台+创新+实践”创新教育体系改革与实践 武文廷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0 基于专创融合的视觉传达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卢  菲 兰州交通大学 

41 数智时代下应用型管理会计人才教育创新改革研究 南星恒 兰州财经大学 

42 以“大创”项目为契机的《医学统计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霍  红 甘肃医学院 

43 
新创业理念下高职院校“TRIPLE”教育模式研究——以甘肃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为例 
王晓玲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 
“竞教结合，以赛促学”的数据结构课程“专创融合” 

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  
李晓霞 河西学院 

45 新工科背景下信息技术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路径与策略研究 魏凯斌 天水师范学院 

46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共生的路径研究 刘建宁 甘肃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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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基于“双创”能力导向的《病理生理学》课程混合式教学的 

探索与研究  
周  薇 甘肃医学院 

48 
“双创”背景下《国际商事争议法律解决机制》课程教学 

研究与实践 
曾  莉 甘肃政法大学 

49 
基于“岗课证赛创”五位一体的电气自动化专业综合实训课教学 

改革与实践 
徐彦伟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50 “5E”教学模式下高校双创实验课与课程思政协同路径研究 张慧捷 兰州工商学院 

51 地方民族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适切性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县小平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52 《仓储与配送管理》课程“专创融合”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王  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 构建“赛训一体、多维融合”的设计学科创新创业实践体系研究 张春庆 兰州工商学院 

54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电子商务专业创新创业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赵晓明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55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园林树木识别与应用》专创融合教学 

探索与实践 
雍东鹤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6 基于产教融合的通信工程校企合作专业“三创”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赵宇杰 兰州城市学院 

57 基于“专创融合”的材料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李  晶 兰州工业学院 

58 智慧刑侦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和战训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旌江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59 基于学科竞赛的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杨书鸿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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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导向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践教学研究 赵  云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61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艺术设计专业造型基础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李振宇 甘肃政法大学 

62 校企联盟平台下高职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  琳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63 
基于“1+X”证书制度下的宠物养护与驯导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实践 
魏占虎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4 构建“四维结合、三位一体”重创新促创业的育人育才机制研究 侯志伟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65 创新驱动，专创融合，机械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改革   陆学斌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66 “专创融合”背景下制造类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途径研究   郑西灵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67 
“三教改革”背景下《汽车市场营销与实务》活页式教材开发与 

应用研究 
徐化娟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8 
以产业学院构建为基础的数媒广告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实践 
杨  俊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9 “互联网+”视角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设计应用研究 任  真 甘肃中医药大学 

70 
高职教育测绘地理信息“专业+创业”复合型创新创业“金课” 

建设研究  
王  倩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71 
基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机械类专业创新创业能力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杨增锐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72 基于兴趣小组项目驱动化的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专创融合实践与探索 惠和平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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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基于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的“专创融合”教育教学平台建设 苏彦军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74 基于“X+CDIO”实践教学模式的物联网专业小生态链创新研究 崔  远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75 新工科背景下高职院校信息技术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许中璞 武威职业学院 

76 
“双创”视域下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构建 
王  静 兰州文理学院 

77 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融合共生模式研究与实践 段瑞龙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8 
“双高”视域下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研究—— 

以甘肃卫生职业学院为例 
邱文云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79 基于 1+X证书制度下工业机器人专业“专创融合”课程改革研究  李小军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80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机械制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王志全 兰州城市学院 

81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离散数学》实践教学研究与实践 张  静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2 
基于“劳创融合”教育下的新时代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路径 

探索与研究 
刘  莉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83 
专创并重、多维赋能——融合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工程光学课程教学 

改革的研究 
王春梅 兰州工业学院 

84 基于专创融合的包装设计课程教学建设与实践 薛  虹 兰州工商学院 

85 
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高等院校校园生态足迹调查研究与实践    

——以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为例  
薛雄飞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