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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函„2022‟199 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第三批高等 

学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施意见》（川教„2019‟52 号）和《四川

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三批高等学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申报

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21‟598 号）精神，我厅组织开展了

第三批高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申报认定工作。经形式审查、

专家评审、网上公示，认定高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91 个、

示范课程 506 门、示范教学团队 161 个和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37

个。现予以公布。 

各高校要深入贯彻《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条件保障，加强建设检查，着力提升建设

质量。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泛开展经验交流、观摩研讨、

优质资源共享等学习培训，建立健全课程思政激励机制，形成教

山小雨
说明：以本申报教材为依托建设的我校《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2022年被四川省教育厅认定为第三批高等学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本电子文件是对原文件进行的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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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人人讲育人、课程门门有思政的浓厚氛围，使各类课程与思政

课程同向同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1.高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认定名单 

2.高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认定名单 

3.高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团队认定名单 

4.高校省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认定名单 

 

 

 

四川省教育厅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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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批高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认定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负责人 专业类别 

1 四川大学 汉语言文学 曹顺庆 普通本科教育 

2 四川大学 口腔医学 叶玲 普通本科教育 

3 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李晓峰 普通本科教育 

4 电子科技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 李辉 普通本科教育 

5 西南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 彭其渊 普通本科教育 

6 西南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陈维荣 普通本科教育 

7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珏 普通本科教育 

8 西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 马永强 普通本科教育 

9 西南民族大学 法学 周洪波 普通本科教育 

10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交通运输 李汉成 普通本科教育 

11 四川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李庆 普通本科教育 

12 四川农业大学 园林专业 刘光立 普通本科教育 

13 西南石油大学 海洋油气工程 杨志 普通本科教育 

14 西南石油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胡明 普通本科教育 

15 成都理工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施泽进 普通本科教育 

16 成都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汤明高 普通本科教育 

17 成都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专业 侯朝铭 普通本科教育 

18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罗晓红 普通本科教育 

19 四川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胡艳 普通本科教育 

20 西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玉香 普通本科教育 

21 西华大学 生物工程 向文良 普通本科教育 

2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旅游管理 黄萍 普通本科教育 

23 西南医科大学 中医学 魏嵋 普通本科教育 

24 四川轻化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李俊 普通本科教育 

25 成都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叶安胜 普通本科教育 

26 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吴向明 普通本科教育 

27 川北医学院 眼视光学 兰长骏 普通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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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 

负责人 
课程类型 授课类型 课程类别 

502 
四川三河职业
学院 

餐饮服务与管理 冯俊学 公共基础课 线下课程 职业教育 

503 
四川三河职业
学院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龙敏 公共基础课 混合式课程 职业教育 

504 
四川三河职业
学院 

单片机应用技术 张雪平 专业教育课 线下课程 职业教育 

505 
四川三河职业
学院 

基础护理 李玉连 专业教育课 混合式课程 职业教育 

506 
四川西南航空
职业学院 

大学英语 甘莉 公共基础课 混合式课程 职业教育 

 

山小雨
Ink

山小雨
Ink

山小雨
指示批注
该课程负责人龙敏为本申
报教材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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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中心名称 中心类别 

25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26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27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28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 

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29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协同研究

中心 
职业教育 

30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31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32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33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34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35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36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37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职业教育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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