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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  开拓进取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召开第三次教学工作例会 

10月 15日下午，学校在国际会议厅召开了本学期第三次教学工

作例会，重点通报了本学期教学运行情况和布臵了下一阶段的主要工

作。副校长李望国，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副院长（主任）、实习与

就业干事、教学秘书（教务员），科研处、学生处、评鉴中心、教育

技术中心、图书馆负责人及教务处科级以上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副校长李望国主持。 

会上，教务处处长王丽英教授通报了前一阶段的教学运行情况。

一、期末考试出卷工作安排已发给各教学单位，各单位要按照教学进

度做好命题出卷、试卷装订、试卷装袋、考试安排与实施、试卷评阅、

成绩管理、试卷装订及管理等相关工作；二、各学院要做好新生入学

资格复查工作；三、各学院要做好 2013年毕业生电子照片核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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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修安排已发到各学院，各学院要做好通知学生及组织学生进行

网上报名等相关工作；五、各学院要做好公共选修课考试安排及成绩

管理等工作；六、各学院要做好专业拓展系列讲座学生考勤及成绩评

定等相关工作；七、第十二届多媒体课件大赛现场决赛在北京举行，

我校三位教师的课件入围决赛，相关教师要做好决赛准备；八、2012

年下半年教师网络培训通知已下发，各单位要做好教师的网络培训工

作；九、下学期教学运行计划编制工作已经全面实施，各学院编制的

教学运行表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返回去重新修改提交；十、国际合

作教育项目需要各学院相互协作、相互配合，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李望国副校长对本学期重点工作进行了强调。一、要对学科专业

进行优化调整，准备召开一周的学科优化调整会议；二、要做好本学

期教研教改项目立项工作和已立项项目的结项验收工作；三、各部门

要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写出高质量论文，不但要提高论文数量，更要

提高论文质量，学校正在与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合作，准备为教师申报

项目和发表论文提供便利；四、本学期在外国语学院和艺术与建筑学

院开展考核方式改革试点，争取取得切实的效果；五、无论考核方式

如何改革，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不能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来进行

改革；六、各单位要重视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要把人才培养方案作

为教学的根本标准，不能随意调整课程计划；七、校外实习工作非常

重要，各学院要经常与企业沟通交流，建立长期稳定的实习基地；八、

大学英语改革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请各学院做好学生的沟通协调工

作；九、要做好国际合作教育项目的宣传和管理工作，各单位要相互

配合、相互协作；十、要做好学生通识平台搭建工作，给学生更多的

课外活动时间，引导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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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要践行协同创新的理念，要实现跨专业、跨学科、跨校区的合

作，还要与企业、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进行协同创新；十二、各单位

要做好本学期的行业企业调研计划和实施方案；十三、要做好校外实

习基地的稳定工作，不能只注重数量，还要强调质量；十四、各单位

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提前做好师资需求计划；十五、本学期要开

展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各单位要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十六、要做

好质量工程项目的检查和验收工作；十七、各单位要利用好国家精品

资源共享课和国外开放课程，不断开阔国际视野。 

（教务处供稿） 

 

 

探索中外合作交流  学习先进办学经验 

——我校前往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调研交流 

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先进的中外合作办学经验，

我校李望国副校长、外事处凌杰副处长、管理学院李红英副院长等一

行 6 人于 9月 27日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交流。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杨润辉副校长、经济学院查振院长、外事处樊大跃副处长等人热情

接待了我校调研交流人员。 

针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专科“3+0”项目的发展和现状、中外合

作项目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中外合作项目的资源配备情况、巴拉

瑞特大学年审的主要内容及程序等方面内容，双方进行了交流探讨。

杨副校长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特色，

重点介绍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和与国外同行开

展合作研究，展开高层次的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外事处樊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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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介绍了深职院在中外合作项目资源配臵上的经验，他认为竞争

的资源配臵机制有利于调动各学院的积极性，从而保证项目质量。之

后，我校管理学院李红英副院长和袁君老师就中国与巴拉瑞特大学专

科 3+0项目，从教学大纲的设定、师资配臵、教材选择、第一年英语

强化方案的设计、考核标准、英语学习的激励机制等具体的问题与深

职院各位领导进行了交流。随后，杨副校长向我校赠送了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纪念品。 

这次调研交流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学习了兄弟院校先进的中外合

作交流理念，为我们进一步深化中外办学的机构组织和制度建设提供

了有益的帮助。 

（教务处供稿） 

 

 

 

我校学子在 

“2012 瑞萨超级 MCU 模型车大赛”中再创佳绩 

9 月 21—23日，由教育部主办的“2012瑞萨超级 MCU模型车大

赛”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体育馆隆重举行 

我校机电工程学院共组织 4支学生队伍参赛，经过激烈的预赛、

决赛，最后我校刘卓霖、黄明、杨伟标三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取得全

国第三名，陈永康、谢健源、许国永三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取得全国

第八名，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刘顺祥、骆开心、沈帆三位同学组成的

参赛队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教学工作简报》                               第八期（总第七十五期） 

 - 5 - 

“瑞萨超级 MCU模型车大赛”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大学生技能活动

——“全国大学生 IT&AT技能大赛”的系列赛事之一，该项赛事由教

育部管理信息中心主办，旨在考察学生在嵌入式编程技术方面的应用

水平以及模型车设计方面的动手能力，使学生在软件编程和硬件设计

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和发展。从 2007年首届至今，共举办了五届，

本届大赛吸引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工程大学、

江苏大学等全国各地 60多所大学的 246支大学生队伍参加。 

（机电工程学院供稿） 

 

我校学子在 2012 年 

广东省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中喜获佳绩 

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华南理工大学承办的 2012年广东省大学

生电子设计竞赛—“顺德物联网杯”智慧城市专题竞赛于 2012年 6

月至 9月举行全面开展，并于 9月 22日在华南理工大学进行现场决

赛，本次竞赛有 60所高校 433支队伍参加。经 43位来自各高校电子

类专家与产业界的资深技术专家评审讨论，评出一、二、三等奖及成

功参赛奖四个奖项。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指导教师团队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和精心指

导，由万世明教授指导，肖石梅、冯德洪、张燕萍三位同学共同完成

的作品《基于 STM32的智能家居 WEB远程控制系统》；由单家凌、梁

永恩老师指导，何先锋、林瑞洁、关敬芬三位同学共同完成的作品《智

慧之家》；由黎建华老师指导，颜泽雄、谢剑波、龙飞三位同学共同

完成的《物流仓储分拣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均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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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每年都积极组织并参加这一赛事，这次成绩的取得激发了学

生科技创新的热情，为推动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参与大学生科技

创新有着积极的影响。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供稿） 

 

广东白云学院跨专业综合仿真实习 

开展“CFO 论坛”活动 

9 月 28日上午，以“企业融资、投资决策研讨”为主题的财务

总监论坛在躬行楼 511室举行，邀请来自各生产商、渠道商的财务总

监，共 53人参加。财经学院院长许义生教授等 3名老师和学生代表

12 人出席了会议。本次论坛由综合仿真实习总指挥部承办，综合仿

真实习策划小组协办。 

许义生教授为本次论坛致开幕词，会议现场，各财务总监围绕“企

业融资、投资决策”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本次论坛分为代表发言环

节和自由交流环节。在代表发言环节中，供应商 A区 01的财务总监

结合自身经营模式和对市场需要的了解，认为在作出贷款决策前要对

风险进行评估，可以利用 SWOT分析，通过评价企业的优势、劣势、

竞争市场上的机会和威胁，对企业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以及竞争优势

的定位，以制定适合自身企业贷款的决策。供应商 A区 18的财务总

监提出，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充分运用财务杠杆原理来制定融

资投资决策。其他的财务总监也纷纷发言分享自己的经验。 

在自由交流环节中，大家畅所欲言，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自己的

看法。例如：有人提出，财务工作困难是由于在工作中缺乏沟通，信

息不能及时反馈，应将手工帐与财务软件相结合。也有人提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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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合适的短期投资方式提供给渠道商融资投资，在此情况下，财务

总监是否需要为财务报告负责。 

财经学院院长助理刘堂卿博士提出：心态决定出路，细节决定成

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任何时刻都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最后，

步瑞老师也鼓舞大家，要吸取经验，总结自身，加强团队合作，抱有

一颗宽容的心。 

本次论坛在愉快的氛围中持续了两个小时，同学们纷纷发言，交

流和研讨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大家受益匪浅。 

（财经学院供稿） 

 

艺术与建筑学院成功举办首届服装买手大赛 

10 月 7日，艺术与建筑学院服装系组织的首届服装买手大赛在

艺术楼前正式拉开帷幕，学院服装系组织的 15支参赛队伍，都展出

了企业提供的衣服，大家各尽其职，拿出各种道具来布臵自己的小展

台，忙的不亦乐乎，五彩缤纷的服装伴随着年轻的热情与微笑在空中

来回飘荡。 

首届服装买手大赛主要针对服装专业的学生组织，各参赛团队参

加为期一周的服装陈列营销。由广州范特希〃丁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D3服饰有限公司、广东秋鹿服饰有限公司、广东 S135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 SEVEN 服饰公司等友情企业免费为学生提供衣服，参赛学生会

进行《买手 Fashion buyer》培训、《服装陈列设计》培训，学生可

以模拟服装买手课程中的采购环节直接向企业采购，然后陈列、展示、

促销配饰，进行合理搭配，制定零售价格，进行现场零售，最后根据

零售的业绩情况，直接和企业结算。经过激烈的角逐，大家进行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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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及颁奖仪式。根据销售技巧、服务及销售业绩得分评选出销售一等

奖一队，销售二等奖一队，销售三等奖一队，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

根据卖场布臵、货品陈列、服饰搭配得分评选出最佳陈列奖；根据网

络影响力和比赛环节的组织能力评选最佳组织奖，颁发荣誉证书及奖

金。 

整个活动都是学生团队独立参与采购、陈列、营销与结算，学生

在这样的实践平台中得到成长、收获经验、取得进步。正如一位队员

所说：“大学就是什么都要学，学习不仅仅是在书本上，希望这样的

活动能延续下去。” 

（艺术与建筑学院供稿） 

 

                   

≈≈≈≈≈≈≈≈≈≈≈≈≈≈≈≈≈≈≈≈≈≈≈≈≈≈≈≈≈≈≈≈≈≈≈≈≈≈≈ 

◆9 月 19 日上午，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林愉教授、党总书记刘传

明、机械工程系主任徐盛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林春景教授等

赴奥迪通用照明(广州)有限公司就校企合作进行调研。 

◆9 月 22 日，“广东省 2012 年民办教育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会堂隆重举行，我校机电工程学院徐盛学老师

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被授予“2012年民办教育优秀教师”称号。 

◆9 月 22—23 日，由广东省教育厅思政处主办、华南理工大学

思政学院承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师高级培训在华南

理工大学逸夫科学馆二楼报告厅举行。广东省教育厅、华南理工大学

相关领导、广东省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原理”及其相关课程任课教师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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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林愉、院长助理雷萍、机械工

程系主任徐盛学、材料工程系主任李彦霞一行四人到丰铁塑机（广州）

有限公司，就产学研合作进行了调研。 

◆9 月 26 日下午，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信息工程系张基温主

任一行 11 人到访我校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

长林春景、党总支书记阳鹏等在博雅楼 116 室接待了张基温教授一

行，双方就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有关工作进行了交流。 

◆9月 27日，管理学院在学术报告厅组织召开 2012年暑假社会

实践表彰大会。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杨辉、团总支书记段立及部分专

业老师参加了会议。 

◆9 月 27 日上午，我校跨学科跨专业综合仿真实习平台举行了

市场总监论坛，出席本次论坛的有财经学院许义生教授、刘堂卿博士、

李左声老师及第一批仿真实习各组的市场总监。本次市场总监论坛是

以“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研讨”为主题。 

◆9 月 27 日下午，财经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全体教师在至善

楼 107室开展教研活动，会议由刘秀光教授主持。由董思雁老师主讲

“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课题。 

◆10月 10日，财经学院金融系全体教师在至善楼 106室开展教

研活动，会议由金融系主任牛汉钟主持。本次教研活动主要是围绕“基

于 CDIO 理念证券投资分析课程建设改革”和“金融学专业开设辅助

专业计划的制定”两个议题进行讨论。 

◆10月 10日，外国语学院在儒学堂召开 2011-2012学年度“唱

响社会实践口号，彰显教育学子风采”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表彰大会。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沈纯琼、党支部书记谢涛、辅导员蔡艳艳、李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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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代表和获奖者出席了本次大会。 

◆10月 10日，管理学院院长李新庚教授，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管理学院物流系王术峰老师应邀出席了在林安物流集团举

行的“广东省家居建筑装饰材料商会暨家居物流市场市场专业委员会

筹备会议”。 

◆10月 10日晚，财经学院在至善楼 212室举行了辩论赛表演赛，

辩题为“辩论应该温文尔雅还是气势磅礴”。通过前期的大力宣传，

比赛当晚吸引了 200多名学生到场观看。 

◆10 月 11 日下午，管理学院召开了 2009 级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会议，管理学院全体教师参加了会议。会上，李红英副院长

就毕业生论文工作进行了布臵。 

◆10月 15日下午，管理学院与广州点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学

术报告厅举行产学合作启动仪式。在启动仪式上，管理学院李新庚院

长和广州点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叶主任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

议。 

◆10月 16日下午，财经学院在至善楼 104室召开教学工作会议，

财经学院院领导、各系主任、教学秘书参加会议。会议由院长助理刘

明飞主持。 

◆10 月 17 日晚，财经学院 2011—2012 学年暑期社会实践总结

暨表彰大会在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财经学院院长助理刘堂卿博士、

学生支部书记王晓平老师、各班辅导员及学生代表 200余人共同出席

参加了本次大会。 

◆10月 17日下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主

任领导一行 5人前来我校参观，探讨学院办学经验及发展思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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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筑学院院长陈华钢、副院长熊玛琍、艺术设计系副主任成骏与来

访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编后语：  

《教学工作简报》是为全面提高我校教育教学质量、及时传递信息、提供资

讯的重要平台，希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和爱护。各院（部）和有关单位可以借助《教

学工作简报》，及时报道本单位教学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采取的新举措和取得

的新成绩，形成良好互动，真正使《教学工作简报》成为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及师生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成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宣传窗口、信

息窗口，促进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提升。请各院（部）高度重视《教学

工作简报》投稿工作,指定专门的信息撰稿员，为简报提供高质量的稿件，以促

进《教学工作简报》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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