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高职教育财经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粤高职财经教指委[2019]2 号 

广东省高职教育财经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 2018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高职院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和《广东省高职教育财经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 2018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的通知》（粤高职财经教指委函[2018]5 号）的要求，广东省

高职教育财经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财指委”)组织

了 2018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及评审工作。现确定《智能

财务背景下中小企业会计职业标准与高职会计专业标准体系对

接研究与实践》等 50 个项目立项为 2018 年度财指委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具体名单见附件。 

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两年，财指委将跟踪立项课题的研究

进展，适时组织专家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项验收。对优秀研究成果

将向上级单位推荐和在高职院校推广应用，对不能如期完成项目

研究任务的将予以批评，限期完成，必要时撤销立项。 

本次立项项目财指委无经费资助，请各项目承担单位对立

项项目进行管理并为项目研究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和经费支持。 

 

 



附件:广东省高职教育财经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⒛18年

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一览

指导委员会



附件：  

广东省高职教育财经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 年度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一览表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CJ201801 智能财务背景下中小企业会计职业标准与高职
会计专业标准体系对接研究与实践 刘志娟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02 服务产业发展理念下高职财经类专业群建设探
索与研究 高 军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03 基于成果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与应用研究
—以审计基础与实务课程为例 黄淑芬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04 混合式教学在高职金融类专业教学中的研究与
实践 蒋彬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05 基于“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高职院校投资与理
财专业职业能力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耿国靖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06 基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以财经专业为例 林禄苑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CJ201807 高职院校财经类在线开放课程与新形态教材融
合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林秀兰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08 高职会计专业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实践路
径研究 周虹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09 投资与理财专业数据分析与量化交易导师—小
班制特色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张颜江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CJ201810 “大智移云”背景下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教育教
学改革和创新研究 尹峰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CJ201811 会计信息化产教融合仿真实训基地建设与运行
研究 刘祝兰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12 基于大数据思维的智能时代创新型会计信息管
理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赵彩霞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13 基于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跨境电商人才金融综合
素养培养的实践研究 周焕月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CJ201814 基于协同育人平台下的高职互联网金融专业课
程体系构建 汤芳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15 基于教学供给侧改革的财经类二次选专业与课
程菜单化研究 刘喜民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CJ201816 人工智能时代下高职财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与重构研究 朱晓阁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CJ201817 “双导师”下的会计专业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
建设研究 赵明凤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18 基于职业能力进阶的高职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巫红丽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CJ201819 新时代高职学生素质及会计变革背景下会计人
才培养方案创新实践研究 夏连虎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20 基于 SWOT-AHP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 培养
模式研究——以行业院校会计专业为例 李钢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21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财经类专业信息化教学
模式效果诊断与改进研究 阮翀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22 “后 MOOC”时期基于 SPOC 平台的混合教学模
式应用研究——以高职经济学基础课程为例 高燕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23 云智慧时代会计人才培养专业内涵多元化架构
研究 吴梅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24 财经类专业高职-本科协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汤孟飞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25 人工智能时代高职投资与理财专业的课程体系
改革研究 阙伟贤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CJ201826 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研
究 黄志良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27 
教育信息化视角下职教共享型财经类专业慕课
课程建设路径的研究与实践——以《中小企业
工商财税代理》课程为例 

王坚雄 广东建设建业技术学院 

CJ201828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研究与教学改革的探索 陈卫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29 人工智能+统计课程多主体协同育人实践探索 唐晓嗣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CJ201830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财经专业课程发展性评
价模式改革研究 邹韵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31 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现代学徒制改革研究与实
践 韦兰英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CJ201832 基于“沉浸理论”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国学文
化特色建设研究与实践 张晓菊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33 以成果为导向的高职会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研究 章雨晨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34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研究与
实践 唐月成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CJ201835 大数据时代 Gamification 与高职金融专业教
学的融合研究 任碧峰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36 中小微企业协同育人视域下财经类专业“双精
准”现代学徒制的改革研究与实践 邓振华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CJ201837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典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CJ201838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体系构
建研究 叶文源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CJ201839 《管理学基础》“六融合”教学理念实践研究 袁保华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CJ201840 虚拟仿真技术在会计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陈燕宁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41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高职院校投资与理财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林暹亮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42 教育信息化 2.0 背景下高职财经专业教与学创
新模式研究 杨静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43 中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体系衔接研究——以江门
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李蕊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44 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现代学徒制改革研究与实
践 逯铮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CJ201845 大数据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以
《银行信贷实务》课程为例 张蕾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46 金融管理专业“双岗四阶”的 OTO 课程体系改
革与探索 马毅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47 “大智移云”背景下的高职院校会计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晓钰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48 基于成果导向的高职财经专业法律课程改革实
践研究——以经济法为例 刘轩溢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49 “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高职会计专业课程建
设研究 滕明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CJ201850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基于 VBSE 实践教学平台的
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汪国利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