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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充分发挥学校课堂教学主渠道育人作用，使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根据学院《关于深入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方案》常工职教字〔2020〕7 号，《关于

开展课程思政示范工程建设的通知》常工职教字〔2020〕8 号的

要求，教务处开展了本年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的评审工

作。经专家评审、内网公示，决定立项（含培育）“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 57 门（见附件）。

各承担单位要加强立项课程的指导、监督管理，各课程负责

常工业教字〔202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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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按照学校要求，组织开展微课拍摄、教学方案和典型案例设

计等项目实施工作，发挥“课程思政”试点课程的示范作用，高

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教务处将在2021年12月份开展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认

定工作，示范课程的微视频和典型教学案例将上传校内专题网

站，形成可推广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改革典型经验和特色做法，

通过示范引领、资源共享，打造学院“课程思政”案例集。

附件：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第一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立项名单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10 月 29 日



－3－

附件

2021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立项名单
序号 二级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备注

1
旅游与烹饪学院

研学旅行设计 张保伟 立项

2 酒店业法规 白娟 立项

3
材料工程学院

药物制剂技术 马洪霞 立项

4 制药企业安全生产技术 周凯 立项

5
经贸管理学院

现代办公技能 宋艳艳 立项

6 市场营销 袁燕 立项

7

信息工程学院

Python 程序设计 丁辉 立项

8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陆兵 立项

9 Web 前端开发 徐亦卿 立项

10 现代装备制造

学院

机械设计基础 程畅 立项

11 数控铣削加工实训 倪贵华 立项

12 艺术创意学院 居室空间设计 颜文明 立项

13 智能控制学院 模拟电子技术 高雪 立项

14

轨道交通学院

智能照明 项莹莹 立项

15 汽车制动系统诊断与维修 陈雷 立项

16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 刘丽娟 立项

17 创新创业学院 创业之旅 李昆益 立项

18

基础部

高等数学 许萍 立项

19 大学英语 肖德钧 立项

20 职业规划与方法能力 王士恒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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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培育课程

序号 二级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备注

1
旅游与烹饪学院

幼儿活动设计与指导 龙慧 培育

2 幼儿教育学 吴小亚 培育

3

经贸管理学院

实用商务礼仪 肖婷玉 培育

4 财务会计 张宁 培育

5 基础会计 李晶 培育

6 信息工程学院 数据可视化 商俊燕 培育

7

现代装备制造

学院

液压与气动 周兰美 培育

8 Pro/E 实训 缪小吉 培育

9 机械图样的绘制与识读 陆萍 培育

10 机械制造基础 潘琴 培育

11

轨道交通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眭小利 培育

1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与信号 韩南南 培育

13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服务与管理 顾亚桃 培育

归属 2020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的立项课程

序号 二级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所属示

范专业

1

经贸管理学院

经贸英语口语 张茵

国际商务
2 国际贸易实务 孙洁

3 外贸单证 孙斐斐

4 跨境电商实务 朱传洁

5
智能控制学院

自动检测与传感器应用 李永杰 电气自动

化技术6 自动生产线的装调与维护 朱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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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子技术基础 庄丽娟

8 电力电子技术 章丽红

9 电工技术 1 李君

10

艺术创意学院

界面设计 刘星

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

11 摄影与后期表现 张晔

12 品牌策划与传播 李辉

13 民间艺术考察 邹丹

14

旅游与烹饪学院

茶艺实训 许艳

酒店管理

与数字化

运营

15 饮食营养与文化（原餐饮基础

知识）
刘加凤

16 酒店礼仪 王雨昕

17 金钥匙服务哲学 黄志刚

18 会议服务与管理 方静

19

现代装备制造

学院

机制工艺与夹具 蒋兆宏

数控技术

20 逆向设计与 3D 打印 陈亚梅

21 数控编程 葛胜兰

22 数控综合加工 周晶

23 数控考工实训 倪贵华

24 UG 数字化设计 虞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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