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7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按企业排序）

项目编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学校 负责人

20170100100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存储与管理》课程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 吴晨涛

20170100100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计算原理与技术 深圳大学 白鉴聪

20170100100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华为ICT学院云计算工程课程建设研究
浙江树人学院（浙

江树人大学）
任条娟

20170100100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处理与云计算》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武汉理工大学 熊盛武

20170100100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华为认证体系的物联网高校课程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 付宇卓

201701001006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华为云计算职业认证的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深圳大学 毛斐巧

201701001007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网络综合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大连理工大学 惠煌

20170100100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华为软件开发云的JAVA程序设计 大连理工大学 马瑞新

20170100100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工程应用为导向的网络类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重庆文理学院 杨志刚

20170100101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 复旦大学 赵卫东

20170100101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行业信息化的云计算实训课程建设 兰州交通大学 樊子锐

20170100101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于建涛

20170100101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华为ICT技术的网络规划与系统集成课程改革 青岛理工大学 马国兵

20170100101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优化 太原理工大学 牛保宁

20170100101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华为ICT云计算创新人才中心建设 重庆邮电大学 李红波

201701001016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本研一体化的计算机网络在线实验课程建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力军

201701001017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华为ICT学院平台的《网络构建与集成》课程教学与建设综合

改革
武昌理工学院 尹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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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101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华为设备的《信息安全》综合实训 河北北方学院 武仁杰

20170100101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技术实训课程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 王一拙

20170100102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本科高校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

科技学院
匡凤飞

20170100102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东北大学 程维

20170100102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厦门大学 王连生

20170100102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电子科技大学 吉家成

20170100102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 宿红毅

20170100102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浙江大学 章献民

201701001026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天津大学 苏寒松

201701001027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小鹏

20170100102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李凤岐

20170100102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 桂小林

20170100103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付宇卓

20170100103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中南大学 韩雷

20170100103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湖南大学 罗娟

20170100103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武汉大学 赵波

20170100103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 许勇

20170100103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南京大学 邵栋

201701001036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重庆大学 文俊浩

201701001037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山东大学 崔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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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103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武汉理工大学 熊盛武

20170100103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新疆大学 汪烈军

20170100104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华为ICT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重庆邮电大学 李红波

201701002001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微信的虚拟校园卡开发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白俊峰

201701002002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北京邮电大学微信校园卡平台构建开发 北京邮电大学 王帅琪

201701002003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电子科技大学虚拟校园卡 电子科技大学 许聚龙

201701002004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TKK虚拟校园卡平台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傅钰芸

201701002005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微信校园卡的信息服务管理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倪佳琳

201701002006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虚拟校园卡的共享服务管理平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奎宏

201701002007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江苏师范大学微信校园卡 江苏师范大学 康金旺

201701002008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港中大（深圳）微信校园卡建设 香港中文大学 蒋书楠

201701002009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微信的数字虚拟校园信息化示范技术研究 大连民族大学 赵磊

201701002010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微信校园卡的智慧一卡通平台开发 江苏大学 储劲松

201701002011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微信校园卡的图书馆灵动服务 华东理工大学 周颖

201701002012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微信校园卡的消费数据分析应用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杨勇

201701002013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微信校园卡的衍生卡类和校园服务小程序的设计与开发 中国石油大学 苏雪林

201701002014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悦嗨智能约玩平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范源学

201701002015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帮帮乐”校园互助平台 电子科技大学 常帆

201701002016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微信的签到类校园服务程序的设计与开发 福州大学 孙峥峥

201701002017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背景下计算机专业校企协同创新创业课程组建设与人才培

养
济南大学 马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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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2018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产学研合作的高校电子竞技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武汉大学 夏清华

201701002019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智能制造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 上海大学 周传宏

201701002020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微信的开源硬件创新研究与实践 北京邮电大学 李永华

201701002021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业——启蒙.思考.实践 电子科技大学 郑文锋

201701002022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融合腾讯开放资源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 北京邮电大学 纪阳

201701002023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上海交通大学双创示范基地的游戏行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 付宇卓

201701002024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学生双创实践中心的建设与运作 电子科技大学 王纲

201701002025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IT技术创新俱乐部建设探索与实践 中山大学 钱宁

201701002026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计算机学院创新创业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秦磊华

201701002027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学生双创实践中心建设与探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卫东

201701002028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俱乐部建设探索与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 尹胜君

20170100300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 专业技术群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侯宏仑

厦门大学 吴德文

华南理工大学 陈春华

大连外国语大学 巩庆志

20170100300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工智能专业技术群

武汉大学 杨剑锋

华东师范大学 琚小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赵振刚

浙江理工大学 黄理灿

武汉科技大学 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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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300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工智能专业技术群

北京大学 张齐勋

中山大学 刘宁

20170100300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科学专业技术群

华东师范大学 宫学庆

云南大学 岳昆

上海理工大学 彭敦陆

复旦大学 沙朝锋

东南大学 崇志宏

东北大学 王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米传民

20170100300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专业技术群

武汉大学 黄传河

上海交通大学 傅育熙

华中科技大学 秦磊华

西安交通大学 桂小林

吉林大学 胡成全

20170100300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课改与技术支持东部区域联盟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吴明晖

南京邮电大学 孙国梓

华东师范大学 琚小明

复旦大学 王新

青岛大学 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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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300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课改与技术支持中部区域联盟

武汉大学 郭成城

武汉科技大学 胡威

武汉工商学院 薛莲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

学院
刘芳

湖南农业大学 陈义明

20170100300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课改与技术支持北部区域联盟

北京大学 张齐勋

天津大学 张怡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
王新强

河北北方学院 孙兴华

河北农业大学（秦

皇岛校区）
杨超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侯霞

大连外国语大学 巩庆志

20170100300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课改与技术支持南部区域联盟

厦门大学 洪学敏

中山大学 刘宁

厦门理工学院 张爱国

20170100300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课改与技术支持西北区域联盟

兰州大学 周庆国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孟繁军

宁夏师范学院 田彦山

长安大学 郭兰英

新疆大学 张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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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301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ensorFlow的机器学习和图像处理实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赵振刚

20170100301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 TensorFlow 的《人工智能》 兰州交通大学 张明

20170100301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TensorFlow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 重庆科技学院 黄永文

20170100301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深度学习原理与应用 复旦大学 赵卫东

20170100301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 TensorFlow 的深度学习及其在机器人 NAO 上的应用 武汉科技大学 邓春华

20170100301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 Tensorflow 平台的《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课程教学改革

研究
中南民族大学 李波

20170100301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工智能原理及 TensorFlow 实践 大连理工大学 姚琳

20170100301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导论 北京联合大学 盛鸿宇

20170100301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ensorFlow框架的《高级人工智能》课程体系改革 东北大学 于瑞云

20170100301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平台技术及应用 北京大学 李影

20170100302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原理与实践 同济大学 王伟

20170100302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基础 苏州科技大学 陆悠

20170100302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非关系型数据库课程建设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

学院
刘芳

20170100302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与数据挖掘 吉林大学 李玲

20170100302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应用技术》教学实践改革与探索 西安交通大学 安健

20170100302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 Android Things 的“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山东科技大学 魏光村

20170100302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rduino&Android ：“智能硬件+移动计算”开发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 陈闻杰

20170100302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应用开发 合肥学院 李新路

20170100302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应用系统综合实践 吉林大学 胡成全

20170100302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蔡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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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303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移动应用开发-Android Things新技术 山西农业大学 贾宗维

20170100303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 移动终端与移动应用安全防护技术 中山大学 刘宁

20170100303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融合深度学习的Android 北京林业大学 孙钰

20170100303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Android的嵌入式系统开发课程教学研究与改革 四川农业大学 张德军

20170100303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医疗应用开发 河北北方学院 叶永飞

20170100303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 高级课程（基于游戏开发） 山东交通学院 徐硕博

20170100303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 Angular 的新工科特色 Web 高级开发课程建设 复旦大学 戴开宇

20170100303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 AngularJS 的前端框架开发技术 河北农业大学 杨超

20170100303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 Angular JS 的 Web 前端开发技术实训课程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

学院
倪红军

20170100303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 CDIO 理念的 Angular 课程探索与实践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
王新强

20170100304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项目实践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应用推广

华东师范大学 琚小明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

学院
刘芳

河北北方学院 王志辉

天水师范学院 吴衡

东北农业大学 贾银江

宿迁学院 王海燕

20170100304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标兵奖教金 湖南师范大学 瞿绍军

20170100304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标兵奖教金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吴明晖

20170100304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标兵奖教金 天津大学 张怡

20170100304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标兵奖教金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付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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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304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标兵奖教金 河北北方学院 孙兴华

20170100304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2017年Google师资培训与课程建设第一期"Android+"研讨班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侯宏仑

20170100304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2017年Google师资培训与课程建设第二期"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研讨班
兰州大学 周庆国

20170100304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2017年Google师资培训与课程建设第三期"数据科学"研讨班
东北农业大学 贾银江

华东师范大学 琚小明

20170100304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2017年Google师资培训与课程建设第四期"Android零基础应用开

发"研讨班
重庆科技学院 向毅

20170100305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2017年Google师资培训与课程建设第五期"Android课程教学"研讨

班

武汉科技大学 胡威

武汉大学 杨剑锋

20170100305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2017年Google师资培训与课程建设第六期"物联网应用"研讨班 厦门大学 郑灵翔

20170100305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2017年Google师资培训与课程建设第七期"Android零基础应用开

发"研讨班
西安交通大学 吴茜媛

20170100305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信息技术创新实践 厦门大学 郑灵翔

20170100305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Blockly的可视化编程 兰州大学 周睿

20170100305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思维与实践 西安交通大学 王志

20170100305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程序员互联网+创业知识ABC 江西财经大学 钟元生

20170100305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IT创业基础与实践 大连理工大学 李凤岐

20170100305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通识教育的《创业基础》课程建设 中山大学 任荣伟

20170100305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商创新创业课程建设 复旦大学 徐迎晓

20170100306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机器人技术》课程教学改革 合肥工业大学 方宝富

20170100306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技术创新引领创业的方法与实践 中原工学院 赵慧杰

20170100306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移动技术在传媒行业的应用创新创业实训课程 浙江传媒学院 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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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306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计算思维驱动的计算机类多层创新实践活动的研究与实践 华东理工大学 王占全、李飞

20170100306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Android的互联网+创新创业集训营建设 中国矿业大学 杨文嘉

20170100306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研究与建设 北京交通大学 任爽

20170100306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科技型双创教育平台建设实践与探索 南阳理工学院 陈可

20170100306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1+N分布式创客空间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南农业大学 唐琳

20170100306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有恒练字-基于安卓的硬笔字练习智能软硬件 上海交通大学 杨郅昊

20170100306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慧机床数据助手——机床数据软硬件整体解决方案 河北工业大学 黄云华

20170100307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人工智能的研招助手安卓 app——卓导 江西财经大学 徐唐剑

20170100307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的商业品牌Logo识别系统 中山大学 许慕欣

20170100307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AppInventor 手机客户端开发 华南理工大学 薛进

20170100307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APP Inventor 服务器的离线化 华南理工大学 李心妍

20170100307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 LORA 的救灾/群组多用途自组网模块研制与协议研究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
张明

20170100307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中国古诗词文化分析、展示及分享App 北京邮电大学 高启飞

20170100307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少儿拍拍百科 湖北工业大学 张鸿鑫

20170100307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客户端的远程交互式自寻光智能花盆 东北农业大学 李想

20170100307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自媒体时代基于机器学习的热点话题预测 兰州大学 周孟莹

20170100307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快递单客户个人信息安全保障软件-信息盾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崔光松

20170100308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适配智能城市场景的物联网平台原型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颜哲锟

20170100308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和智能硬件的老人出行安全状态监测系统 北京交通大学 万诗庆

20170100308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找学友 北方工业大学 王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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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308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会展监管系统 华中师范大学 徐雅静

20170100308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 平台的大学物理实验操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梓康

20170100308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Android平台下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视频人物行为检测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李争彦

20170100308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面向自由行的旅游方案智能规划平台 同济大学 杨扬

20170100308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乐途智能单车导航系统 大连民族大学 徐杰

20170100308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和Blockly的儿童编程思维训练App及教程设计与实现 大连理工大学 李啸宇

20170100308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自组织无线网络问卷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常州工学院 陈思哲

20170100309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TaskHunter 成都东软学院 邓琪

20170100309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 Things 的危险品大运输智能监测系统 河海大学 陈元森

20170100309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平台的AR留影 中南民族大学 倪启航

20170100309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Android 平台“预习助手”App 兰州交通大学 赵德云

20170100309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大数据的“图知”实时分析 App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廖尔搴

20170100309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座”——基于Android的智能座椅系统 天津师范大学 卢柏明

201701003096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电子识别报警芯片的物流管理方法、设备及系统 新疆大学 孙艳文

201701003097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的员工信息收集与签到系统 新疆大学 王鹏泰

201701003098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全国首款基于LoRa的智慧农业平台—iSeed 河北工业大学 李世杰

201701003099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NFC的超市智能储物系统 渤海大学 李季瑀

201701003100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面向算法教育的Android游戏开发 湘潭大学 刘鑫

201701003101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 Android 的岩芯提取与拼接应用 中山大学 陈昱璁

201701003102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平台的水果识别与品质评估应用系统 中山大学 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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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3103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ndroid的创新应用案例研究和开发——运动辅助设备 厦门大学 党心悦

201701003104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k-means算法的Android用户敏感信息泄漏检测与保护系统 吉林大学 杨健秋

201701003105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深度学习的小型场景人脸识别门禁 大连科技学院 庾金科

201701004001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思维导向的大学先修课程《大数据思维导论》的开发与实验

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张进宝

201701004002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东北大学 李丹程

201701004003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计算思维为导引的数据科学基础 南京大学 黄达明

201701004004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零基础 Python 语言入门”先修课 北京理工大学 嵩天

201701004005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慕课：人工智能与信息社会 北京大学 陈斌

201701004006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高中的大学计算机基础先修课程 北京理工大学 刘华

201701004007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数据分析基础课程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 阙夏

201701004008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MOOC+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云计算》课程教学中探索

与实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斌

201701004009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建筑院校Python程序设计课程MOOC +SP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建设

与实践
山东建筑大学 张绍兰

201701004010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独立学院基于 SPOC的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冉娟

201701004011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MOOC+SPOC+翻转课堂的复合教学模式 在程序设计类课程中教学改

革实践
南阳师范学院 杨彩

201701004012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西部高校基于“MOOC+SPOC+翻转课堂”的计算思维培养实践研究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朱烨

201701004013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CDIO理念的“计算机技术基础”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

与实践
燕山大学 巢进波

201701004014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程序设计类课程体系重构与教学改革探索 淮海工学院 施珺

201701004015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导论》混合教学模式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玉溪师范学院 安镇宙

201701004016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孙建华

201701004017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计算思维的“Visual Basic程序设计”课程改革 西北师范大学 任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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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4018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民族高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改革拓展 北方民族大学 汤清信

201701004019 微软亚洲研究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计算思维的应用型本科程序设计类课程的改革研究与实践 成都东软学院 王会

201701004020 微软亚洲研究院 实践条件建设 北大-微软拔尖班科研实训项目 北京大学 郭耀

201701004021 微软亚洲研究院 实践条件建设 交大-微软计算机科学方向拔尖人才联合培养 上海交通大学 俞勇

201701004022 微软亚洲研究院 实践条件建设 计算机专业本硕博一体化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哈尔滨工业大学 赵铁军

201701004023 微软亚洲研究院 实践条件建设 科大-微软拔尖人才实训培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陈雪锦

201701004024 微软亚洲研究院 实践条件建设 以海量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为基础的学术合作与创新人才培养 中山大学 朝红阳

201701005001 苹果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通信业(ICT)发展”课程开发 北京邮电大学 曾剑秋

201701005002 苹果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iOS平台的通信类课程演示实验设计 清华大学 牛志升

201701005003 苹果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知识产权民法保护诊所式教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刘家安

201701005004 苹果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 Swift Playgrounds 的师范生可视化编程课程开发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 焦建利

201701005005 苹果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教育技术专业师范生 Swift Playgrounds 趣味编程 四川师范大学 王灏婕

201701005006 苹果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Swift Playgrounds 少儿趣编程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吴明晖

201701005007 苹果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Swift Playgrounds在中小学教学中的应用”的教师培训课程设

计
浙江大学 翁恺

201701005008 苹果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iOS 开发探险者”——设计思维驱动的 iOS 开发 浙江大学 张克俊

201701005009 苹果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Swift Playgrounds小学阶段应用教学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章苏静

201701005010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苹果系统的全省信息技术培训实践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 孙惠杰

201701005011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iPad智慧课堂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浙江师范大学 黄立新

201701005012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平板电脑教学法推进计划 华南师范大学 焦建利

201701005013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课堂基础技术师资培训 南京师范大学 冯奕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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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5014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协同育人的教师信息技术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华中师范大学 杨青

201701005015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重庆渝西地区中小学课堂基础技术师资培训 重庆文理学院 李芹燕

201701005016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Swift Playgrounds 师资培训 北京师范大学 陈桄

201701005017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Swift Playgrounds倡导“人人编程”师资培训项目 兰州大学 周庆国

201701005018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人人编程”领导力研讨及师资培训 上海商学院 宋晓光

201701005019 苹果公司 师资培训 iOS开发中级课程师资培训 同济大学 刘琴

201701005020 苹果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iOS高校学生俱乐部交流平台App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 薛广涛

201701005021 苹果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iOS高校学生俱乐部交流平台App建设 吉林大学 谷方明

201701005022 苹果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iOS高校学生俱乐部交流平台App建设 同济大学 朱宏明

201701005023 苹果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Swift 编程辅导员项目 上海商学院 宋晓光

201701005024 苹果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武汉大学—苹果iOS俱乐部与创新实践平台建设 武汉大学 陈小桥

201701005025 苹果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 iOS Club 的创新创业实践 浙江大学 徐雯洁

201701006001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可编程逻辑电路设计”课程MOOC建设 杭州师范大学 沈珊瑚

201701006002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电路实践》实验模式改革 兰州交通大学 蒋占军

201701006003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电子技术理论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同步方法改革研究 重庆大学 黄智勇

201701006004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线路（实验班）》学生自主实验教学新方法 北京大学 陈江

201701006005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FPGA的“数字电子技术”实验微课建设 西安交通大学 宁改娣

201701006006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模拟电子技术”Analog Discovery 2口袋实践课程建设 苏州大学 许宜申

201701006007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在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中推进研究性学习 浙江大学 姚缨英

201701006008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模拟电路实验》翻转课堂课程建设 南京大学 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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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6009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新工科”的电路与系统知识领域综合创新实践体系建设 南昌大学 王玉皞

201701006010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工程教育的数字电路与逻辑教学课程改革 南京邮电大学 程勇

201701006011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电路中“项目式”实验教学探索与实践 北京邮电大学 顾仁涛

201701006012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alog Discovery 2在《电子电路基础》随课实验中的应用探索 北京邮电大学 邓钢

201701006013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电子技术翻转课堂建设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蓝波

201701006014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工程认证背景下基于“雨课堂+Nexys4-DDR平台”的“数字电子技
术”课程改革与实践

兰州交通大学 侯越

201701006015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FPGA设计与应用 大连理工大学 王洁

201701006016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工电子学实验课程建设 浙江大学 孙晖

201701006017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专业硬件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同济大学 张冬冬

201701006018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计算机组成原理师资培训 华中科技大学 谭志虎

201701006019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通信原理实验师资培训 西安邮电大学 和煦

201701006020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数字图像处理师资培训 湖北工业大学 王云艳

201701006021 美国DIGILENT科技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 东南大学 徐进

201701007001 艾默生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教师联合培养 新疆工程学院 魏成伟

201701007002 艾默生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教师联合培养 西安理工大学 赵跃

201701007003 艾默生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工程实践实习生联合培养 西安理工大学 焦尚彬

201701007004 艾默生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工程实践实习生联合培养 长安大学 王飚

201701007005 艾默生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工程实践实习生联合培养 西安石油大学 汪跃龙

201701007006 艾默生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卓越班实习基地 北京科技大学 赵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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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7007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热工过程+自控+通讯+界面 华北电力大学 马平

201701007008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光聚热发电研究 西安理工大学 赵跃

201701007009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奔跑未来工程师工程营 北京科技大学 李京社

201701007010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能工厂平台的大数据挖掘 西安理工大学 赵跃

201701007011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生产订单的智能化管理 西安石油大学 汪跃龙

201701007012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低功耗接近开关 长安大学 王飚

201701007013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IOT温湿度传感器 西安交通大学 赵立波

201701007014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换热器换热效率监控 西安科技大学 杜京义

201701007015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能工厂平台的大数据挖掘 西北工业大学 董昊

201701007016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仪表安全系统的应用及其重要性 上海理工大学 沈昱明

201701007017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MPC的超驰控制方案 华东理工大学 孙建高

201701007018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工厂疏水器管理系统 同济大学 陈德基

201701007019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工厂自控设备智能诊断及预维护系统 上海电力学院 王志萍

201701007020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热工大迟延对象控制 华北电力大学 翟永杰

201701007021 艾默生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激振系统模拟、自动调节实验室环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汪晓芸

201701008001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生物医学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改革与实践 清华大学 张辉

201701008002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模拟电子线路课程改革与实践 清华大学 任艳萍

201701008003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MS320F28335教学系统的研制 合肥工业大学 徐科军

201701008004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创新课程的MSP430F6459教学系统开发 合肥工业大学 黄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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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8005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Matlab/Simulink代码生成功能的电机驱动教学平台设计 重庆大学 徐奇伟

201701008006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MS320F28027的智能车教学系统设计 重庆大学 罗凌雁

201701008007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MSP430的八轴飞行器教学系统设计 南昌大学 王玉皞

201701008008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集成能力的嵌入式系统教学改革 浙江大学 陈文智

201701008009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I模拟器件的电子电路实验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浙江大学 李锡华

201701008010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I处理器的嵌入式图像处理教学平台开发 浙江理工大学 马汉杰

201701008011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I器件的系列课程实验系统开发 天津大学 徐江涛、刘开华

201701008012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I模拟器件的调理测量电路培训平台开发 中国计量大学 徐冰俏

201701008013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课程建设 清华大学 朱小梅

201701008014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型模块化、组合式模拟电子实验系统研发 北京工业大学 雷飞

201701008015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培训平台开发 东南大学 张圣清

201701008016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DSP原理及应用课程实验平台开发       北京化工大学 何苏勤

201701008017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浙江大学电子技术综合设计课程建设 浙江大学 王旃

201701008018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时代下电子信息类创新实验实践体系建设 苏州大学 曹洪龙、胡剑凌

201701008019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创新项目及竞赛实践 哈尔滨工程大学 侯长波

201701008020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TI技术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系统开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骆懿

201701008021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成果展示 浙江大学 马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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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8022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以创新驱动创业的大学生实践项目开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陈临强

201701008023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TI DSP的家居机器人设计 重庆大学 赵一舟

201701008024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LaunchPad的智能车开发与研制 大连理工大学 李胜铭

201701008025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实践条件建设 TI_Simplelink_MCU硬件开发平台的研制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杨明欣

201701008026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TI模拟器件的多功能实验平台开发 天津大学 李昌禄、苏寒松

201701008027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实践条件建设 TI嵌入式处理器实训平台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 沈建华

201701008028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实践条件建设 Simplelink MCU科创平台的研制 哈尔滨工程大学 侯长波

201701008029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实践条件建设 天津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共建创新创业联合实验室 天津大学 张涛

201701008030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清华大学大学生数字系统创新设计竞赛实践 清华大学 朱小梅

201701008031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设计竞赛实践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陈龙

201701008032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MSP432四旋翼飞行器研制及创新实践 厦门大学 陈华宾

201701008033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沈阳大学 王明全

201701008034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福州大学 姚 臻

201701008035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山东大学 张平慧

201701008036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浙江大学 陈临强 

201701008037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名松

201701008038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长沙理工大学 张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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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8039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武汉大学 田茂

201701008040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东南大学 胡仁杰 

201701008041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北京邮电大学 温少欣

201701008042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天津大学 刘开华 

201701008043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郭涛 

201701008044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电子科技大学 余魅 

201701008045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重庆大学 甘平

201701008046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 蔡惟诤

201701008047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媛媛

201701008048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安徽工业大学 顾凌明

201701008049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物联网综合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 王东

201701008050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生物医学电子设计创新能力培养与竞赛实践 东南大学 万遂人

201701008051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T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机器人创新能力培养及竞赛实践 北京科技大学 王旭

201701009001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仪器技术及应用教材编写 华中科技大学 陈林

201701009002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Multisim的电路课程教学改革 吉林大学 杜宇

201701009003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LabVIEW及ELVIS实验平台的《综合电子设计》课程建设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沈晔

201701009004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张敏

201701009005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仪器创新实践课程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邓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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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9006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NI平台的虚拟仿真实验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孙鹏

201701009007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仪器技术课程建设 天津天狮学院 郝张红

201701009008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项目驱动模式的“总线技术与虚拟仪器”课程实践教学 太原理工大学 王峰

201701009009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及实验教材编写 常州工学院 陈勇将

201701009010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LabVIEW的电类专业“应用电子电路设计与实践”课程建设 常州工学院 关静

201701009011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POPBL方法的《虚拟仪器技术》课程研究性教学的探索 常州工学院 郭杰、张美凤

201701009012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USRP的信号类课程创新性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浙江大学 张建良

201701009013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仪器技术课程建设 淮阴工学院 张青春

201701009014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实验教学改革 西安交通大学 杨立娟

201701009015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虚拟仪器的传感器技术实践》教材编写 西安交通大学 孙晓华

201701009016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电综合实践实习》实践课程改革 长安大学 张军

201701009017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仪器技术课程建设 长春大学 吉淑娇

201701009018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重构与教学内容研究 常熟理工学院 谢启

201701009019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仪器技术课程建设 广东工业大学 王永华

201701009020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 贵州大学 陈湘萍

201701009021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LTE移动通信原理及其LabVIEW实践》教材编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晓辉

201701009022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卫星通信实验课程开发 东南大学 王闻今

201701009023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USRP和LabVIEW的单锚节点Massive MIMO无线定位系统 兰州大学 张继良

201701009024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USRP的无人机频谱监测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尹良

201701009025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认知无线电在5G网络中的应用研究 西安邮电大学 弥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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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9026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微波技术与天线原理课程实验内容建设 东南大学 张慧

201701009027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通信创新实验内容建设 北京邮电大学 刘奕彤

201701009028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图像工程》课程建设 华南农业大学 韩宇星

201701009029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NI USRP的通信实验平台建设 上海大学 冯玉田

201701009030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类实验平台建设 上海电机学院 胡兰馨

201701009031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测控系统设计与开发实验平台建设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王素娟

201701009032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工程专业开放式虚拟实验平台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郭晓菲

201701009033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平台建设 临沂大学 郭锋

201701009034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原理课程实验平台建设 南京邮电大学 卢敏

201701009035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综合实验平台建设 南昌大学 王玉皞

201701009036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实验平台建设 复旦大学 杨涛

201701009037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虚拟仪器的随机信号分析课程实验平台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李小兵

201701009038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医学虚拟仪器设计课程实验平台建设 山东中医药大学 邱鹏

201701009039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改革与建设实验平台建设 山东大学 栗学丽

201701009040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实验平台建设 常熟理工学院 姚建红

201701009041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实验平台建设 武汉纺织大学 郭旻

201701009042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数据采集系统课程实验平台建设 济南大学 孙传伟

201701009043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测控技术类实验平台建设 济南大学 任宏伟

201701009044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类实验平台建设 长江大学 邹学玉

201701009045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平台建设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廖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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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9046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平台建设 聊城大学 田存伟

201701009047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类实验平台建设 青岛科技大学 林粤伟

201701009048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于效宇

201701009049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设计类课程实验平台建设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
韩鹏

201701009050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实验平台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路良刚

201701009051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无线通信联合创新实验室建设 华东交通大学 赵军辉

201701009052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无线通信综合实验平台建设 吉林大学 祝宇鸿

201701009053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大连交通大学 王丽颖

201701009054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仪器实验室升级扩展建设 大连海事大学 王琳

201701009055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联合实验室及实践基地建设 天津理工大学 韩芳芳

201701009056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实验基地建设 常州工学院 熊超、李渊

201701009057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机电类专业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 莆田学院 林振衡

201701009058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仪器实验平台建设 湖州师范学院 胡文军

201701009059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电工实践基地建设 湘潭大学 李旭军

201701009060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测控技术综合实训平台建设 西安邮电大学 赵峰

201701009061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集工程教学与应用研究一体的虚拟仪器实验室建设 重庆科技学院 李作进

201701009062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类产学合作育人示范基地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赵雅琴

201701009063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项目制学习的虚拟仪器教学实践平台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王宇华

201701009064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通信工程专业创新创业实践体系建设 中山大学 陈翔

201701009065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田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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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0001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计算思维的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资源建设 山东理工大学 李业刚

201701010002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网络素养与能力培养的大学计算机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合肥工业大学 王浩

201701010003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通识教育中学生计算思维与网络素养的培养 山东大学 焦文江

201701010004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的计算机科学基础课程改革 浙江大学 许端清

201701010005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工科背景下校企协同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改革研究与实践 郑州轻工业学院 甘勇

201701010006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思维导向的计算机基础课学习生态圈构建 湖北工业大学 王春枝

201701010007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BOPPPS模型的翻转课堂教学法研究与实践 湖南工业大学 刘强

201701010008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经管类专业《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翻转课堂模式探索 西南财经大学 李自力

201701010009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在线课程支撑工具应用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 陈琼

201701010010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能力为主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改革与实践 中国石油大学 张学辉

201701010011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技术基础》课程的E-Learning混合教学模式探索 苏州大学 黄蔚              

201701010012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融合思科网院资源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重庆邮电大学 夏英

201701010013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思科网络学院实践仿真平台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

改革
华南理工大学 徐红云

201701010014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 南京工程学院 李铭                            

201701010015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融合思科教学资源，全面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 重庆工程学院 秦安碧

201701010016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高校《大学计算机》SPOC课程改革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陈一明

201701010017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网络素养与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大学计算机课程MOOC改革与

实践           
昆明理工大学 普运伟

201701010018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MOOC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 赵冬梅

201701010019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支撑专业复杂工程问题的改革实践 福州大学 朱丹红

201701010020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学计算机基础”CAP 课程混合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践行 北京交通大学 鲁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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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0021 思科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思科网络资源的《大学计算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及实

践
北方工业大学 王若宾

201701010022 思科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清华大学未来兴趣小组大数据平台建设 清华大学 余潇潇

201701010023 思科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产学协同、多维一体的信息通信类研究生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 北京邮电大学 顾仁涛

201701010024 思科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无人机前视避障测距方法研究与应用 同济大学 王志成

201701010025 思科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能制造大数据研究分析平台建设 上海大学 蔡红霞

201701010026 思科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无线感知的校园用户的行为分析 华东理工大学 程华

201701011001 IBM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应用 云南大学 康雁

201701011002 IBM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实践案例 中山大学 王变琴

201701011003 IBM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开发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 陈昊鹏

201701011004 IBM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型主机虚拟化及云计算技术 大连理工大学 陆坤

201701012001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原理与算法 青岛大学 宾晟

201701012002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高性能系统架构 青岛大学 陈宇

201701012003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可视化 青岛大学 崔树娟

201701012004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R 语言应用 青岛大学 曲爱丽

201701012005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ython 语言与机器学习 青岛大学 孙更新

201701012006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Spark 大数据分析 青岛大学 张培俭

201701012007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Spring Boot构建微服务 南京邮电大学 杨健

201701012008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 Web 程序设计 长江师范学院 范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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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2009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 扬州大学 陈才扣、徐明

201701012010 
安艾艾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NIIT）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大数据的舆情分析方法 济南大学

段春笋、范玉玲、

张芊茜

201701013001 英飞凌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URIX TC27x MOOC»课程开发 昆明理工大学 姚国仲

201701013002 英飞凌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力电子创新创业实践体系建设 北京交通大学 徐建军

201701013003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RCDC-IGBT 在牵引变流器中的应用 北京交通大学 黄先进

201701013004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充放电及电机驱动一体化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 杨峰

201701013005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60GHz 雷达传感器的室内定位关键技术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熙铖

201701013006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英飞凌60GHz 雷达芯片板手势识别功能的实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白静

201701013007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24GHz雷达传感器的投影电视智能控制与交互系统 吉林大学 郭晨

201701013008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车载CAN网络系统安全威胁评估和安全策略设计 厦门理工学院 陈明强

201701013009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视觉的四旋翼自主导航系统 同济大学 张悠熠

201701013010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超长续航燃料电池微型无人机 同济大学 左哲伦

201701013011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V2X的智能汽车大灯 合肥工业大学 武银行

201701013012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大功率锂电池充电系统 浙江大学 缪哲语

201701013013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车载儿童防窒息系统 华中科技大学 杭成露

201701013014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雷达测距与图像处理相融合的四旋翼飞行器实时避障系统 华中科技大学 周豪

201701013015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逆变器混合导通模式控制策略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黄健

201701013016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能家用光伏发电储能系统研制 华中科技大学 高博峰

201701013017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单相电力储能系统 华中科技大学 高子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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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3018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小功率中距离无线供电 华中科技大学 董钊瑞

201701013019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Infineon Smart E-bike 华中科技大学 方雄风

201701013020 英飞凌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伺服电机在健身器材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 刘晓鹏

201701014001 ADI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模拟电路课程改革 湖北工业大学 吕辉

201701014002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能计量AFE示范试验中心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 罗利文

201701014003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实验室建设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志伟

201701014004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模拟应用实验室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李胜铭

201701014005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实验室建设 浙江大学 侯宏仑

201701014006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专业实验室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吕辉

201701014007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SDR实验室建设 西安交通大学 张翠翠

201701014008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实验室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何胜阳

201701014009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SDR实验室建设 东南大学 张圣清

201701014010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模拟实验室建设 南京邮电大学 肖建

201701014011 ADI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实验室建设 华中科技大学 黑晓军

20170101500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校企协同育人课程体系改革 保定学院 车紫辉

20170101500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产学合作的软件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常州大学 孙霓刚

20170101500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产学合作的软件工程专业课程和项目体系改革 成都东软学院 陈建

20170101500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互联网+”的拔尖应用型人才多维度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姜敏

20170101500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时代下移动互联网人才培养的课内外资源建设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郑纯军

20170101500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全栈人才培养校企协同育人创新机制实现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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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500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研结合培养卓越计算机类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姚春龙

20170101500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以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为特色的软件工程人才培养

体系改革
大连民族大学 宋海玉

20170101500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学院校企合作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与实践 东北大学 程维

20170101501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合作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案例库建设 东北大学 黄利萍

20170101501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睿道平台的学院信息技术教学体系改革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
韩鹏

20170101501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东软睿道平台的计算机科学系课程体系建设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周如旗

20170101501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应用的数字艺术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 广东东软学院 杨玉英

20170101501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目标的互联网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改革 广东东软学院 魏菊霞

20170101501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本科程序设计课程融合式教学工程教育创新 广东东软学院 徐林

20170101501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协同电子信息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与实践 广东东软学院 林瑾

20170101501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系统能力的嵌入式移动互联网创新人才培养实践 广东东软学院 罗先录

20170101501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DIO 工程教育模式下的虚拟现实课程的实验教学改革 广东东软学院 王千秋

20170101501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协同《人机交互技术》课程创新与实践 广东东软学院 李晶

20170101502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协同育人的数字媒体课程体系改革和创新 广东东软学院 谢峰

20170101502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三维建模课程建设 广东东软学院 高立海

20170101502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着力培养应用型人才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唐小平

20170101502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共同培养应用型IT 人才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农修德

20170101502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IT职业需求的计算机类专业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综合改革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李健利

20170101502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新工科建设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宏伟

20170101502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培养方式改革 哈尔滨工业大学 徐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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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502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研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哈尔滨石油学院 胡文

20170101502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东软睿道实训平台的O2O教学研究 河北农业大学 周桂红

20170101502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校企协同育人课程体系改革 河南工业大学 邓森磊

20170101503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协同育人课程体系改革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潘立武

20170101503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未来的产学合作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黑龙江大学 金英

20170101503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教学资源开发与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王云艳

20170101503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由编程兴趣提升编程能力的教学内容研究与改革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张蕊

20170101503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校企协同育人课程体系改革 黄淮学院 吴海涛

20170101503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含作模式下地方高校嵌入式方向核心课程体系的建设与研究 集宁师范学院 聂阳

20170101503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合作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暨南大学 周继鹏

20170101503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融合式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

学院
赵向军

20170101503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课程体系建设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温廷新

20170101503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地方高校校企合作专业创新创业IT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临沂大学 赵德玉

20170101504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大数据方向课程体系改革 南昌航空大学 郑巍

20170101504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优选班”实训教学体系及科技创新课程体系建设 内蒙古财经大学 乔晓华

20170101504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校企合作实训教学模式探索 青岛理工大学 王成钢

20170101504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课程体系改革 山西能源学院 邓越萍

20170101504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硬件领域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与教育教学方法改

革实践
沈阳工业大学 牛连强

20170101504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沈阳师范大学 张浩华

20170101504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太原理工大学东软睿道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教学内容和和课程体系

改革
太原理工大学 谢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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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504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地方高校计算机类似职业实训为中心的实践教学3+1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太原师范学院 韩素青

20170101504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天农-东软睿道IT应用创新及就业能力培养 天津农学院 李乃祥

20170101504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移动互联方向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机制探索与实践 潍坊科技学院 马爱胜

20170101505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协同育人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武汉东湖学院 许先斌

20170101505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武汉工商学院 胡成松

20170101505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着力培养应用型人才 西安培华学院 李元

20170101505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工程技术与应用课程建设 西南大学 陈善雄

20170101505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构建校企合作机制以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网络工程人才

的培养体系改革
西南大学 于显平

20170101505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IT方向教学课程改革 西南石油大学 肖斌

20170101505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项目驱动式校企合作专业实训教学改革与实践 肇庆学院 王俊波

20170101505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智能穿戴应用及其安全的教学资源建设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
学院

苗春雨

20170101505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的计算机类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浙江万里学院 金冉

20170101505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产学合作的计算机类卓越软件工程师培养模式探索 中国矿业大学 夏战国

20170101506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科学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与应用实践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连远锋

20170101506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联合实训实验室建设与教学模式改革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王雷全

20170101506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大数据的新工科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 太原科技大学 陈立潮

20170101506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商务专业校企协同育人课程体系改革 太原科技大学 吴峰

20170101506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科学与大数据结合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太原科技大学 王希云

20170101506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训基地建设与课程体系改革 泰山学院 李峰

20170101506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利用东软睿鼎实训平台加强实践教学 广东东软学院 罗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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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506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深化校企合作建设智慧互联专业融合实验室，构建面向应用型大

学课程体系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利

20170101506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着力培育应用型人才 嘉应学院 吴华光

20170101506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协同育人课程体系改革 唐山师范学院 宗鹏

20170101507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深化校企合作建设智慧互联专业融合实验室，构建面向应用型大
学课程体系

嘉应学院 陈德礼

20170101507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齐鲁工业大学 孙宝江

20170101507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德州学院 赵立岭

20170101507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 计算机软件课程体系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 白培瑞

20170101507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研融合式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黄玉妍

20170101507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东软睿道平台的物联网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常州工学院 谢光前、李晓芳

20170101507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研融合式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南通理工学院 王岩、邱建林

20170101507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VR的《动物乐园》漫游类游戏的设计与制作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李放

20170101507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和教学资源建设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杨智

20170101507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立体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下的综合实训课程的教学改革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苑俊英

20170101508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湖北经济学院东软睿道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

湖北经济学院 田浩

20170101508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软件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淮阴工学院 赵建洋

20170101508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影视工作室的创新性教学案例库建设实践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王信博

20170101508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产学合作的项目嵌入式专业实训教学研究与实践 吉林建筑大学 张伟杰

20170101508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人才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李晓东

20170101508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邓春健

20170101508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的创新创业改革 南京晓庄学院 陈长伟、陈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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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508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信息类专业产学研创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山东科技大学 曾庆田

20170101508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计算机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践体系改革 常州大学 侯振杰

20170101508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东软睿道睿创平台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扬州大学 陈才扣、徐明

20170101509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依托“东软创业+”推动大连大学创新创业改革 大连大学 李玉光

20170101509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企协同合作的创业学院建设 三江学院 华沙

20170101509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客空间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 新疆师范大学 杨勇

20170101509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能硬件领域应用技术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实践 沈阳工业大学 牛连强

20170101509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创新教育体系研究与建设 武汉东湖学院 许先斌

20170101509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依托“东软创业+”构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沈阳工学院 刘平

20170101509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企合作数据科学实验室建设 大连海事大学 张少仲

20170101509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产学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南昌航空大学 舒坚、熊辉

20170101509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 长春大学 王薇

20170101509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黑龙江大学政产学研融合创业人才训练与孵化体系研究与实践 黑龙江大学 李松

20170101510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综合训练中心建设 沈阳化工大学 魏立峰

20170101510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企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训基地建设 辽宁大学 夏立新

20170101510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的软件工程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上海电机学院 王淮亭

20170101510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东软创业+”构建独立学院双创教育新模式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李敬辉

20170101510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客空间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 新疆师范大学 杨勇

20170101510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创新创业实践体系研究 保定学院 周和月

20170101510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改革与实践 滨州学院 胡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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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510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信管等专业产学研创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温廷新

20170101510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高端软件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实训体系建设 山东大学 陈志勇

20170101510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哈尔滨学院东软创新创业联合实验室 哈尔滨学院 王知非

20170101511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基地建设与发展 吉林化工学院 庄志军

20170101511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依托东软互联网+构建沈阳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沈阳大学 孙伟

20170101511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依托东软互联网创业+促进太原科技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太原科技大学 吴峰

20170101511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肇庆学院创新创业学院产学合作协同与人项目 肇庆学院 陈学年

20170101511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东软睿道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学生创新创意思维意识培养实训项目 太原理工大学 徐鑫

20170101511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依托东软开展创新创意教育改革 西安培华学院 李元

20170101511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东软创业+”创客型人才培养体系及其实践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陈永强

20170101511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西部工科院校创业教育在线课程建设研究 兰州理工大学 李亚兵

20170101511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地方工科院校经管类专业硕士创业管理课程建设 兰州理工大学 孙金岭

20170101511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东软睿道实验室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改革 成都东软学院 罗频捷

20170101512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功能机制分析及实践研究 成都东软学院 罗剑波

20170101512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高校创新创业生态机制分析基础的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研究 成都东软学院 姚松

20170101512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东软创业+”双创人才培养与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广东东软学院 伍嘉华

20170101512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本科院校创业专业教育体系建设 广东东软学院 彭四平

20170101512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影视工作室的微课建设实践与创新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王成

20170101512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校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大连交通大学 陈少华

20170101512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山东工商学院 谢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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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512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业蛙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构建 广东东软学院 辛伟彬

20170101512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地方高校校企合作专业IT人才创新创业实践训练体系改革 临沂大学 赵德玉

20170101512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以产出为导向的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杨智

20170101513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计算机类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华南农业大学 肖磊

20170101513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东软创业+”的电子商务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张益民

201701015132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依托“东软创业+”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

学院
杨海亮

201701015133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郭伟

201701015134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信息类专业产学研创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山东科技大学 曾庆田

201701015135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医学信息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重庆医科大学 贺向前

201701015136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创新创业项目 哈尔滨师范大学 赵润东

201701015137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产学合作背景下计算机专业学生创新创业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南通理工学院 邱建林

201701015138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王军

201701015139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创新创业综合改革探索与实践 重庆文理学院 王先平

201701015140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O2O创新创业实践课程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

学院
蒋大锐

201701015141 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创业工具的创客实训空间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

技术学院
李光明

201701016001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建筑大学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云课程建设 北京建筑大学 王崇臣

201701016002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湖南中医药大学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云课程建设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铁浪

201701016003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云课程建设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戴波

201701016004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联合大学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云课程建设 北京联合大学 林妍梅

201701016005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钦州学院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云课程建设 钦州学院 唐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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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6006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武昌理工学院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云课程建设 武昌理工学院
李耀宗、熊燕、崔

清

201701016007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农林经济管理类云课程建设 东北农业大学 张永强

201701016008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体育与健康类云课程建设 杭州师范大学 卢竞荣

201701016009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计算机技术类云课程建设 上海建桥学院 徐方勤

201701016010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财务管理类云课程建设 沈阳建筑大学 刘亚臣

201701016011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计算机科学类云课程建设 郑州轻工业学院 甘勇、蔡增玉

201701016012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生物与食品工程类云课程建设 常熟理工学院 陈梦玲

201701016013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会计学类云课程建设 大庆师范学院 张平

201701016014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计算机软件类云课程建设 淮阴工学院 胡荣林、章慧

201701016015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经济管理类云课程建设 吉林化工学院 韩丽姝

201701016016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电气信息工程类云课程建设 江苏理工学院 俞洋

201701016017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化学与环境工程类云课程建设 江苏理工学院 郑纯智

201701016018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教师教育类云课程建设 长江师范学院 冉隆锋

201701016019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船舶航海类云课程建设 钦州学院 廖倩

201701016020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3D离体牙识别训练》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北京大学 王宇光

201701016021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口腔正畸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大学 胡敏

201701016022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药物化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浙江大学 董晓武

201701016023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人体生理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海南大学 曹献英

201701016024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教师教学创新思维训练》课程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华南师范大学 尹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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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6025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张学辉

201701016026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改革
大连海事大学 陈荣

201701016027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微域日常网络课程思政》课程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杨东杰

201701016028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赵昆

201701016029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产品建模与仿真》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孙江宏

201701016030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Android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武汉科技大学 柯鹏

201701016031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VBSE财务综合实训》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哈尔滨商业大学 王朋吾

201701016032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数据库应用》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怀强

201701016033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商法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魏岚

201701016034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实训教程》课

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黑龙江大学 孙柏祥

201701016035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组织胚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湖北中医药大学 陈姣蓉

201701016036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微机原理与汇编语言》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改革

湖南农业大学 唐小勇

201701016037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工程热力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昆明理工大学 包桂蓉

201701016038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离散数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内蒙古工业大学 贾永旺

201701016039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数字音视频处理》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山东科技大学 郑永果

201701016040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网络安全技术》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

上海建桥学院 贾铁军

201701016041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程序设计实践》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

上海理工大学 夏耘

201701016042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

上海理工大学 顾春华

201701016043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西安工程大学 马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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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6044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李志敏

201701016045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装饰工程施工》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

浙江农林大学 李光耀

201701016046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创业管理》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联合大学 陈琳

201701016047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Access数据库应用》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北京联合大学 陈世红

201701016048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材料现代分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常熟理工学院 董利明

201701016049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汽车动力与传动技术》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改革
常熟理工学院 许广举

201701016050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改革
常熟理工学院 姚嘉杰

201701016051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动物生理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陈胜锋

201701016052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中学物理经典实验研究》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改革
阜阳师范学院 顾江鸿

201701016053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阜阳师范学院 苗慧

201701016054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电气控制与PLC》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

阜阳师范学院 李震

201701016055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会计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阜阳师范学院 朱龙

201701016056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高级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

哈尔滨学院 张利兵

201701016057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林红

201701016058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医学免疫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济宁医学院 马群

201701016059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通用职场英语》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
洛阳师范学院 王莹

201701016060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NET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
山东交通学院 王成

201701016061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基于Android系统的手机开发》课程教学内容

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交通学院 徐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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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6062 蓝墨科技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组织行为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财经大学 李舸

201701016063 蓝墨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翻转课堂教学法青年师资培训 合肥工业大学 于宝证

201701016064 蓝墨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翻转课堂教学法青年师资培训 黑龙江大学 孙柏祥

201701016065 蓝墨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翻转课堂教学法青年师资培训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戴波

201701016066 蓝墨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TTTF（从教师到教学引导师）青年师资培训 广东东软学院 陈晓蓉

201701016067 蓝墨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混合式教学法青年师资培训 北京联合大学 周华丽

201701016068 蓝墨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移动信息化教学青年师资培训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苏顺亭

201701016069 蓝墨科技公司 师资培训 翻转课堂教学法青年师资培训 宁波大红鹰学院 李晓蕾

20170101700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程序设计（C&C++）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 电子科技大学 戴波

20170101700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商务实践教学体系优化 淮阴工学院 朱至文

20170101700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项目需求的程序设计类课程一体化教学改革 平顶山学院 王巍

20170101700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路》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和探索 河南城建学院 樊晓虹

20170101700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云平台的《程序设计基础》MOOC教学资源建设 周口师范学院 周文刚

20170101700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群体与市场 湖州师范学院 邵斌

20170101700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JavaEE》 曲阜师范大学 王玉田

20170101700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大数据驱动的课程体系决策研究 长春大学 王薇

20170101700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类课程项目嵌入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淮阴师范学院 王江涛

20170101701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电子商务专业校本研发课程建设 重庆工程学院 芦亚柯 宋方伟

20170101701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安全攻防的“软件开发系列”新工科实习课程研究与建设 吉林建筑大学
张伟杰、吴冬梅、
赵越等

20170101701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互联网+”的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汉口学院 邓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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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701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地方高校信息与计算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湖北师范大学 刘超

20170101701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研究与建设 大连大学 邱少明

20170101701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鞍山师范学院 唐崇华

20170101701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合作下财经类院校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构建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

学院
袁春艳

20170101701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河南工业大学 刘於勋

20170101701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校企协同的软件工程专业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大连科技学院
王立娟、刘瑞杰、

何丹丹等

20170101701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工程案例的项目驱动型课程改革探索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裴晓敏

20170101702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地方高校计算机类、软件工程类专业“创新创业”课程建设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王勇

20170101702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软件工程类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探索与实践 廊坊师范学院 任建强

20170101702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移动互联网软件产业紧缺人才培养的课程群建设 浙江万里学院 李国胜

20170101702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在线课程建设及其教学方式创新探索与《商务智能》《网页设计

》课程建设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潘梅兰、陈建、吴

翠红

20170101702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应用能力培养课程群建设 宁波大红鹰学院 刘仰光

20170101702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HML5的网络应用课程开发 宿州学院 杨小莹

20170101702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金融数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成都师范学院 张玉林

20170101702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SPOC教学模式的校企合作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集宁师范学院
马永强、王顺利、

邢德胜等

20170101702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UI课程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金波

20170101702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可编程控制与3D打印综合实训创建项目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谭永丽

20170101703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卓越工程师”背景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计算机软件课程改革与

实践
长江大学 熊杰

20170101703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数据分析类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模式 乐山师范学院 龙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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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703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创新微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武汉晴川学院 杨艳

20170101703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在线课程的专业课程改革与实践 青岛黄海学院 刘国新

20170101703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课 安徽工业大学 汪春胜

20170101703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项目的软件测试技术教学内容改革 武汉纺织大学 魏雄

20170101703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研修班 淮阴工学院 曹培红

20170101703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研修班 黄淮学院 姚汝贤

20170101703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研修班 湖州师范学院 侯向华

20170101703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研修班 大连工业大学 姚春龙

20170101704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虚拟现实开发技术研修班 湖北师范大学 屈小妹

20170101704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虚拟现实开发技术研修班 大连大学 邱少明

20170101704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虚拟现实开发技术研修班 山东交通学院 庞希愚

20170101704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虚拟现实游戏（Unity）开发研修班 郑州财经学院 陈得友

20170101704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虚拟现实游戏（Unity）开发研修班 吉林师范大学 董延华

20170101704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虚拟现实游戏（Unity）开发研修班 邢台学院 刘鹏

20170101704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网络安全技术研修班 河北经贸大学 孙立辉

20170101704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网络安全技术研修班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范永开

20170101704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移动开发技术研修班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杨学颖、李素萍、

马斌等

20170101704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移动开发技术研修班 浙江工商大学 杨晓东

20170101705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移动开发技术研修班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罗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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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705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虚拟仿真项目综合实训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陈万志

20170101705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虚拟仿真项目综合实训 湖北工业大学 叶志伟

20170101705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Unity游戏开发项目综合实训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

学院
姜立秋

20170101705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Unity游戏开发项目综合实训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温秀梅

20170101705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综合实训 渤海大学 杨玉强

20170101705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综合实训 河北北方学院 郑伟

20170101705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综合实训 河北科技大学 瞿英

20170101705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计算机专业项目综合实训 长春大学 祝英杰

20170101705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计算机专业项目综合实训 沈阳工程学院 王庆利

20170101706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移动互联应用开发项目实训 汉口学院 邓奕

20170101706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移动互联应用开发项目实训 大连民族大学 焉德军

20170101706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移动互联应用开发项目实训 山东科技大学 刘连山

20170101706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UI项目综合实训 大连大学 邱少明

20170101706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UI项目综合实训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

学院
邓悦

20170101706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UI项目综合实训 湖北经济学院 田浩

20170101706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JAVA应用开发项目实训 大连科技学院
王立娟、刘瑞杰、
何丹丹等

20170101706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JAVA应用开发项目实训 吉林师范大学 董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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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706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JAVA应用开发项目实训 邢台学院 高延武

20170101706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数据应用开发项目实训 邯郸学院 董暾

20170101707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数据应用开发项目实训 衡水学院 孙建光

20170101707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数据应用开发项目实训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范永开

20170101707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前端开发项目实训 湖北大学 曾诚

20170101707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前端开发项目实训 湖北工业大学 许正望

20170101707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前端开发项目实训 中南民族大学 帖军

20170101707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WEB开发项目实训 成都师范学院 李兴贵、匡胤

20170101707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WEB开发项目实训 湖北师范大学 许新华

20170101707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WEB开发项目实训 哈尔滨商业大学 白世贞

20170101707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开发项目实训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

林承亮

20170101707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开发项目实训 黑龙江东方学院 韩丽霞

20170101708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开发项目实训 黑龙江科技大学 吴新文

20170101708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ython开发项目实训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吴臣

20170101708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ython开发项目实训 哈尔滨石油学院 胡文

20170101708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数据库开发项目实训 五邑大学 张胜利

20170101708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数据库开发项目实训 宁波大红鹰学院 潘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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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708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WEB安全项目实训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肖龙胜

20170101708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WEB安全项目实训 安阳师范学院 赵元庆

20170101708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WEB安全项目实训 安徽理工大学 方贤文

20170101708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WEB攻防项目实训 九江学院 胡慧

20170101708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WEB攻防项目实训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汤惟

20170101709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WEB攻防项目实训 武昌理工学院 金弘林

20170101709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商创业实践课程建设 湖北商贸学院 柳彩莲

20170101709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三个课堂一体 三个平台联动”实践育人模式与创新创业教育融
合研究——以软件工程专业为例

滁州学院
马良、王诗根、孙
海英等

20170101709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校企联合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渤海大学 杨玉强

20170101709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沈阳工程学院蓝鸥科技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体系

建设
沈阳工程学院 王庆利

20170101709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训练模式探索 淮海工学院 掌明、杨瑞

20170101709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孟庆宁

201701017097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业助学体系建设研究 济宁医学院 刘葆华

201701017098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互联网+”的设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湖北工业大学 魏正聪

201701017099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长春大学-蓝鸥科技互联网+创新创业教育体验实践中心建设项目 长春大学 刘刚

201701017100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专业训练项目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设计与实践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
吴新林

201701017101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互联网＋”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宁波大红鹰学院 潘铁军

201701017102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应用型本科院校机械专业学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黑龙江科技大学 毕强

第 42 页，共 170 页



项目编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学校 负责人

201701017103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工科创客团队建设 青岛黄海学院 孙守强

201701017104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背景下地方院校电子信息专业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探索
湖北科技学院 钟东

201701017105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蓝鸥互联网+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本科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王筠

201701017106 蓝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二手车评估VR教学与实训创新教育技术改革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肖旸

201701018001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与软件定义网络课程建设 广东东软学院 周富肯

201701018002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定义网络SDN课程建设 福州大学 朱丹红

201701018003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导论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王智勇

201701018004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定义网络SDN核心技术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卜范玉

201701018005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工程项目从需求到交付流程实战课程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邹翔

201701018006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师资培训 湖北工业大学 王云艳

201701018007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网络工程师资培训 山东华宇工学院 王忠义

201701018008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信息安全师资培训 济宁医学院 王猛

201701019001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技术》课程资源开发 厦门理工学院 胡建强

201701019002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科学导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 福建工程学院 刘建华

201701019003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校企理实一体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陈忠

201701019004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型物联网工程专业实践模式建设 厦门理工学院 戴彬

201701019005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分析与建模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姚洁

201701019006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数据分析与应用方向课程体系构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叶福兰

201701019007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应用课程资源建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怀强

201701019008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网络教学体系优化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

科技学院
匡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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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9009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工程与实践课程任务式教学模式 湖南理工学院 石炎生

201701019010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与数据挖掘 浙江工业大学 范玉雷

201701019011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TPM 的网络技术教学模式改革 福建师范大学 熊金波

201701019012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锐捷CTS2.0的计算机网络实验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武汉理工大学 王云华

201701019013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精英教育导向的研究型教学模式探索 大连理工大学 赖晓晨

201701019014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以网络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为

例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邹翔

201701019015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全英文授课模式在网络工程专业的实践与研究 大连外国语大学 车玲

201701019016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合作下教 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黑龙江科技大学 江晓林

201701019017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多元的网络空间安全与防御入 侵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连科技学院 翟悦

201701019018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导论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王智勇

201701019019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大数据研修班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钟杭州

201701019020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大数据研修班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温秀梅

201701019021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大数据研修班 海南师范大学 何书前

201701019022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大数据研修班 山东华宇工学院 孙德刚

201701019023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大数据研修班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曹晶华

201701019024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经济统计实验室建设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许振宇

201701019025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校企合作理实一体的跨境电商实践实训教学平台建设 闽江学院 卓梅英

201701019026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建筑工程VR实训室建设项目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陈忠源

201701019027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高校行政服务流程再造及工作流系统开发与建设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甘智平

201701019028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综合实训实验室建设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

分校
李金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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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9029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实验室建设 厦门理工学院 林仙丽

201701019030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与云计算综合实验室建设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袁晓建

201701019031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锐网络产学合作的云计算实验室建设 广东东软学院 周富肯

201701019032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云计算与大数据实验室第一期建设项目 电子科技大学 肖涛

201701019033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应用型本科院校网络空间安全实验室建设 湖南城市学院 费雄伟

201701019034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中锐无线网络联合创新实践基地 华东交通大学 赵军辉

201701019035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慧网络实验室建设 成都工业学院 张敏

201701019036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条件建设 山西大学 尹少平

20170102000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会计学专业产学合作培养模式下的教学改革 青岛农业大学 李视友

20170102000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合作专业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 青岛农业大学 常桂娟

20170102000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青岛农业大学 油海东

20170102000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物联专业程序设计基础教学改革 青岛农业大学 李吉忠

20170102000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工商学院 宗声  

20170102000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合作模式下会计学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工商学院 于静霞

20170102000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工商管理专业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工商学院 袁竹

20170102000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商人才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工商学院 王颖

20170102000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日语服务外包人才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工商学院 王姗姗

20170102001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物联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 长春师范大学 刘光洁

20170102001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商务与现代物流课程体系建设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赵悦

20170102001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统计学专业校企合作综合改革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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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001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针对于英语专业校企合作综合改革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姜妍

20170102001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机器人方向复合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综合改革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雷立群

20170102001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英语专业校企合作综合改革 吉林化工学院 汪洪梅

20170102001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睢忠林

20170102001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外包校企合作综合改革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段君玮

20170102001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车联网技术的车辆工程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北华大学 褚亚旭

20170102001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械类专业集群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实践 北华大学 李洪洲

20170102002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英语专业校企合作综合改革 白城师范学院 王秋媛

20170102002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校企合作师资培训 北华大学 姚欣

20170102002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交通运输（车联网）专业企校合作双师型教师培养 德州学院 孟俊焕

20170102002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程教育理念下的“双师型”教师培养 德州学院 张立华

20170102002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121荟英谷“双师型”外语师资队伍的建设体系 德州学院 胡延峰

20170102002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工程双师型教师培养制度建设 德州学院 刘汉平

20170102002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应用型高校“双师型”教师平台建设 德州学院 相子国

20170102002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德州学院自动化与人工智能专业教师培训体系 德州学院 赵辉宏

20170102002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校企合作背景下的跨境电商师资培养体系 济宁医学院 朱敏

20170102002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校企合作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师资队伍的优化建设 青岛农业大学 王宏智

20170102003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英语专业跨境电商方向师资协同培养模式建设 青岛农业大学 高秀雪

20170102003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硬件与产品设计方向）的师资人才培

养
青岛农业大学 李娟

20170102003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软件外包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双师型人才培训 潍坊学院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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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003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智能物联课程的双师型师资培训建设 潍坊学院 谷善茂

20170102003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多方互动协同的工商管理类专业（服务外包）“双师型”教师培
训

潍坊学院 赵振民

20170102003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电子信息类应用型专业青年教师提升实践能力的培养 潍坊学院 李英德

20170102003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校企合作模式下互联网金融专业师资队伍实践能力的培养 潍坊学院 李梅霞

20170102003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校企合作下的教师培训新范式 枣庄学院 王明高

20170102003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协同创新的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实验教学能力的培养 枣庄学院 徐虹

20170102003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应用型高校嵌入式课程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 山东交通学院 武晓明

20170102004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汽车类专业车联网方向师资队伍实践教学的优化建设 山东交通学院 吴娜

20170102004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时代英语专业跨境电子商务方向的师资实践能力培养 济宁学院 张颖

20170102004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金融会计专业“双师型”师资培训 长春师范大学 张端民

20170102004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深入开展校企产学合作 打造双师双能教学队伍 长春科技学院 唐敬仙

20170102004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信息技术类编程及实战相关师资培训 长春工程学院 孙宏彬

20170102004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加强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校企合作师资培训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孟庆珍

20170102004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金融产学合作师资培训 吉林化工学院 金艳红

20170102004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会计学专业（群）师资培训 吉林化工学院 臧泽华

20170102004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师资培训 吉林化工学院 禹英花

20170102004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转型背景下市场营销专业校企合作师资培训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于飞

20170102005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网络商务与现代物流（群）师资培训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孙旭

20170102005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121荟英谷”教育平台的智能信息处理与数联网专业群师资

培训
北华大学 邢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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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005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自动化专业产学合作师资培训 长春理工大学 田成军

20170102005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金融会计校企合作师资培训 延边大学 崔丽花

20170102005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金融校企合作师资培训 延边大学 李春姬

20170102005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业自动化类专业群校企合作师资培训 白城师范学院 王刚

20170102005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产学研合作多学科“双师双能型”教师培训 通化师范学院 张秋菊

20170102005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企共建信息系统开发类项目在线实训平台建设 德州学院 段文秀

20170102005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企合作的软件外包专业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 济宁医学院 李庆玲

20170102005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开放式智慧实验室设计建设 齐鲁师范学院 梁晨

20170102006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跨境电商专业实习实训条件建设 青岛农业大学 李春梅

20170102006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校企联合智能物联专业实验室建设体系 青岛农业大学 黄新平

20170102006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新形势下校企合作联合实践基地建设体系 曲阜师范大学 黄金明

20170102006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面向应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实验室建设体系 曲阜师范大学 李凤银

20170102006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产学研合作的车联网专业实验室建设体系 潍坊学院 吴小进

20170102006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与智能装备实验室的建设体系 潍坊学院 王长春

20170102006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企合作的会计学（金融与财务外包）专业实践条件建设 潍坊学院 刘国英

20170102006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实训平台建设 青岛理工大学 田艳兵

20170102006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新实验室建设 济宁学院 吴海峰

20170102006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金融工程专业实验室优化建设 济宁学院 王绍锋

20170102007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产学研合作育人模式下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实验室建

设
济宁学院 张营

20170102007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学专业“121荟英谷”实验室建设 长春工业大学 纪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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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007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提高大学生互联网金融能力的实践教学建设与改革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李红艳

20170102007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市场营销专业群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化工学院 樊 涛

20170102007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专业（群）校企合作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化工学院 朱建军

20170102007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机械装备类专业转型的实践教学建设与改革 吉林化工学院 陈庆

20170102007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专业（群）校企合作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化工学院 韩光信

20170102007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硬件专业（群）校企合作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化工学院 高兴泉

20170102007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校企合作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化工学院 刘伟

20170102007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互联网＋校企合作育人实践基地建设 吉林建筑大学 韩言锋

20170102008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企协同应用型智能物联专业实验室共建项目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

学院
高晓佳

20170102008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据挖掘在电子商务销售数据中的分析和应用 吉林师范大学 刘忠敏

20170102008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条件建设 白城师范学院 李海红

20170102008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软件外包专业实验室实践条件建设 白城师范学院 张强

20170102008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物联专业教学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吴丹

20170102008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物联专业实验室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化工学院 陈玲玲

20170102008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大数据方向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师范大学 董延华

20170102008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注册制下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及防控课程创新改革 滨州学院 郭新伟

20170102008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济宁医学院 陈廷

20170102008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数据技术在计算机辅助诊断中的应用创新 济宁医学院 范怀玉

20170102009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移动互联方向的智能家居项目孵化平台建设 齐鲁师范学院 朱海林

20170102009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会计和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青岛农业大学 焦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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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009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服务外包人才创业教育改革 青岛农业大学 朴京玉

20170102009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两化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多模式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青岛农业大学 白皓然

20170102009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云计算环境的虚拟化资源平台建设 青岛农业大学 许海洋

20170102009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数据技术在教育个性化问题上的创新建设 青岛农业大学 张照辉

20170102009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教学模式创新优化改革 青岛农业大学 李洪霞

20170102009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云计算技术的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改革建设 曲阜师范大学 齐苏敏

20170102009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数据与知识图谱驱动的个性化教育问题创新改革 曲阜师范大学 周子力

20170102009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新型无线通信与传感器网络技术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潍坊学院 张彭

20170102010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工程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大学生智能车辆创客平台建设 潍坊学院 刘云

20170102010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产学合作机制下服务外包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实施 潍坊学院 秦世波

20170102010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新形势下服务外包类专业创新教育改革 潍坊学院 姜乃春

20170102010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高校安全云控制平台建设 枣庄学院 燕孝飞

20170102010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产学合作下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工作岗位融合的教学创新改革 枣庄学院 孔维新

20170102010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R语言的金融工程实践平台创新改革 枣庄学院 王频

20170102010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体系建设 山东交通学院 刘洋

20170102010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移动互联网的智能家居系统创新改革 济宁学院 石秦峰

20170102010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数据环境下以Excel为例电商销售数据的创新分析改革 济宁学院 张传栋

20170102010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数据驱动的高校个性化自适应学习平台建设 济宁学院 曹曼曼

201701020110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创新教育改革 济宁学院 董腾

201701020111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的法治建构的创新教育改革 济宁学院 王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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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0112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数据技术工程在教育个性化问题上的创新改革 山东工商学院 王艳明

20170102011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企合作模式下智能制造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长春师范大学 丁颂

201701020114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产学研合作的高新技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长春科技学院 唐定芬

201701020115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日语专业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吉林化工学院 姜春梅

201701020116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互联网+广播”的高速公路车辆安全预警系统 北华大学 李鹏威

201701020117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信息类专业基于FPGA的智能物联实践训练体系建设 北华大学 张玉欣

201701020118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网络商务与现代物流专业体系建设研究 白城师范学院 于飞

201701020119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模式下的软件外包项目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应用研究 通化师范学院 王巧玲

201701021001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建设 四川大学 刘洪

201701021002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用户界面设计》课程建设 西南石油大学 陈汶滨

201701021003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工智能导论》课程建设 浙江工业大学 王万良

201701021004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无线传感网络》课程建设 湖北师范大学 何宗武

201701021005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系统学期实训》课程建设 浙江工业大学 徐新黎

201701021006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开发应用》课程建设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王东来

201701021007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SPOCs环境下的计算机类课程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研究和设计 西南石油大学 张玉利

201701021008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慕课的《创新与创业》课程教学改革案例研究 湖北师范大学 王泉

201701021009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许薇

201701021010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校内企业环境构建的软件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沈阳工业大学 吴澎

201701021011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产学协同合作式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以湖北师

范大学为例
湖北师范大学 王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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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1012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鼎利学院“双元主体”校企合作模式的研究与探讨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张立峰

201701021013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增材制造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宁波大红鹰学院 谢佩军

201701021014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地方本科院校嵌入式系统应用型人才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体系

构建
常熟理工学院 张惠国

201701021015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软件测试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同济大学 杜庆峰

201701021016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构建“1+1”适应新工科实践育人体系——依托校企合作平台培养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常州工学院 蒋渭忠

201701021017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WEB 应用开发 湖北师范大学 李光敏

201701021018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android应用开发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王东来

201701021019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及物联网方向实践条件建设 沈阳工业大学 张志佳

201701021020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许薇

201701021021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实践平台建设 宁波大红鹰学院 谢佩军

201701021022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实训平台 常熟理工学院 张惠国

201701021023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智能计算与安全性应用研究方向实践条件建设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赵慧民

201701021024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业4.0智能制造实训室建设 常州工学院 蒋渭忠

201701021025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统计学教学研实验中心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施顺强

201701021026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移动互联网实践条件建设 成都大学 雷霖    

201701021027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3D打印 通化师范学院 于江涛

201701021028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物联网应用开发实训室建设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于静    

201701021029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移动互联网应用实训室建设 吉林师范大学 李明岩

201701022001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贵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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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2002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PLD/FPGA应用设计 太原理工大学 张文爱

201701022003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电子技术 中北大学 薛英娟

201701022004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 大连交通大学 陈少华

201701022005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生产型的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广西师范学院 欧启忠

201701022006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群式整合高级语言编程能力课程的校内实践基地建设 金陵科技学院 梁颖红

201701022007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玩课网的《面向对象程序课程设计》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理工大学 金蓉

201701022008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虚拟实践基地的IT学科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张千

201701022009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程序设计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 周静静

201701022010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玩课网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实践基地建设 中国计量大学 陆慧娟

201701022011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玩课网的3D游戏引擎教学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树人学院（浙

江树人大学）

胡峰俊、顾汉杰、

吴凡

201701022012 
玩课网（杭州传智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JavaEE Web应用实践基地建设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张海平

20170102300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安徽师范大学-西普教育信息安全校企联合实验室建设 安徽师范大学 陈付龙

20170102300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在线实验/实训平台 安徽财经大学 杨治辉

20170102300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面向大数据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的大数据实验室建设 北京化工大学 卢罡

20170102300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西普教育联合实验室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范永开

20170102300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据工程联合实验室建设 厦门理工学院 钟瑛

20170102300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福州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西普教育校企联合实验室建设 福州大学 叶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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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300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实验室建设 兰州交通大学 王阳萍

20170102300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技术专业联合实验室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黄国顺

20170102300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安全应用联合实验室建设 暨南大学 翁健

20170102301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深圳大学-西普教育虚拟仿真联合实验室建设 深圳大学 梁正平

20170102301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联合实验室建设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张谦

20170102301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联合实验室建设 广州大学 唐春明

20170102301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建设 广东海洋大学 彭小红

20170102301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虚拟仿真联合实验室建设建设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陶晓玲

20170102301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平台的建设及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河北师范大学 赵冬梅

20170102301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河北工业大学-西普阳光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建设 河北工业大学 董永峰

20170102301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云实验教学联合实验室建设 河北科技大学 曹树贵

20170102301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河南科技学院-西普教育“网络与信息安全”联合实验室建设 河南科技学院 古乐声

20170102301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河南工学院-西普教育“大数据技术”联合实验室建设 河南工学院 刘丹

20170102302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攻防实战”联合实验室建设 哈尔滨工程大学 孙建国、冯光升

20170102302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联合实验室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秀坤

20170102302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攻防联合实验室建设 黑龙江大学 伍一

20170102302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西普教育信息安全共建实验室建设 华中师范大学 陈嘉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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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302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西普教育信息安全共建实验室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叶志伟

20170102302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联合实验室建设 三峡大学 陈慈发

20170102302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西普教育信息安全共建实验室建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肖慎勇

20170102302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移动互联网安全实验教学系统 中南大学 王伟平

20170102302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攻防实验室建设 北华大学 马铭

20170102302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校企联合共建网络空间 长春师范大学 李民

20170102303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气象大数据分析实验室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廷淮

20170102303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面向工、艺融合创新的媒体大数据云平台建设 江南大学 陈飞、张晓婷

20170102303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空间安全校企联合实验室建设 南京邮电大学 张伟

20170102303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江苏科技大学-西普教育信息安全校企联合实验室建设 江苏科技大学 李永忠

20170102303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沈阳工程学院-西普教育联合实验室建设 沈阳工程学院 周振柳

20170102303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开发区校区）-西普阳光信息安全云实验室 大连理工大学 惠煌

20170102303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管理与网络安全云实验室建设方案 大连民族大学 刘向东

20170102303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东北大学信息安全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东北大学 程维

20170102303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建设 河北大学 杜瑞忠

20170102303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软件工程实践课程条件建设与教学改革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吴春雷

20170102304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联合实验室建设 山东交通学院 司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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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304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攻防联合实验室建设 山东工商学院 程大鹏

20170102304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联合实验室建设 临沂大学 张问银

20170102304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建设 山东女子学院 孙洪峰

20170102304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王志军

20170102304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建设 山东建筑大学 李晓峰

20170102304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无线通信安全联合实验室建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跃宇

20170102304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空间安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联合实验室建设 武警工程大学 张敏情

20170102304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信息安全联合实验室建设 西安工业大学 喻钧

20170102304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与网络攻防实验室建设 榆林学院 卢磊

20170102305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与信息安全类电子数据取证领域的拓展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王永全

20170102305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校企联合实验室建设 西华师范大学 贺春林

20170102305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实验室建设 新疆师范大学
艾孜尔古丽·玉素
甫

20170102305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企共建重庆警察学院信息安全综合实训室 重庆警察学院 贾志卿

20170102305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与创新实践系统 重庆理工大学 崔贯勋

20170102305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温州大学西普大数据工程应用联合实验室建设 温州大学 黄长城

20170102305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北京理工大学
张子剑、祝烈煌、
徐畅

20170102305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深度学习和国密的电信诈骗识别与防御》实验课程及资源
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
王瑞锦、周世杰、
文淑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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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305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器学习》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开发 甘肃政法学院
万阳洋、武光利、
张静

20170102305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实验》课程建设与实验开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宁、李学俊、傅
晓彤等

20170102306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入侵检测技术》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甘肃政法学院

丁要军、李燕、刘

利平

20170102306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物联网实验教学资源开发 兰州交通大学

蓝天、谭筠梅、张

晶等

20170102306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深度学习算法实践及应用 陕西师范大学

彭亚丽、陈昱莅、

张钰

20170102306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社交网络安全仿真与云平台接入工具开发 武警工程大学
王亚奇、王静、张
明书等

20170102306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在线评论分析及应用 武警工程大学
钟卫东、刘龙飞、
魏彬

20170102306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多媒体技术基础课程实验 武警工程大学

苏阳、瓮佳佳、张

明书等

20170102306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网络信息安全在线实验教学平台及资源库建设 重庆理工大学

崔贯勋、邹航、刘

亚辉等

20170102306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gular+ionic开发与应用》课程建设与教学资源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鑫、郭守城、王

威

20170102306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空间安全》课程建设与教学平台开发 哈尔滨理工大学
王健、赵中楠、唐
远新等

20170102306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工程项目实训课程在线实训平台 哈尔滨学院
王喜德、宗明魁、
王知非

20170102307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挖掘》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青岛大学

孙更新、周奕辛、

宾晟

20170102307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舆情分析实训》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青岛大学

宾晟、周奕辛、陈

宇

20170102307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平台数据安全》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青岛大学

咸鹤群、田呈亮、

程相国

20170102307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挖掘课程实验教学资源建设 山东交通学院
司冠南、李凤云、
徐硕博等

20170102307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综合实验实训平台 -- 数据分析》课程与实验教学资源
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
徐建国、廉文娟、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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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307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OOP）的在线实验教学资源MOOE 建设 天津科技大学
杨巨成、于洋、史
艳翠

20170102307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多实例学习的研究与应用 蚌埠学院
侯勇、张自军、郭
有强

20170102307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用户行为分析及推荐应用实训》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厦门理工学院

翁伟、钟瑛、曹达

等

20170102307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SP.NET应用开发》企业仿真项目实训课堂 丽水学院

朱文耀、吴育锋、

沈伟华等

20170102307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前端设计 丽水学院

胡伟俭、潘巧明、

宋俊锋

20170102308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系统软件编程能力培养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许建秋、郑洪源、
李鑫

20170102308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工程项目实训的设计与开发 南京晓庄学院
李滢、谢静、赵红
等

20170102308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拓朴设计及故障排查实践设计与开发 南京晓庄学院

郑豪、谢静、李滢

等

20170102308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操作系统》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开发 深圳大学

梁正平、朱安民、

王志强

20170102308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爬虫与文本分析技术实践与研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刘洋、郭清溥、申

康等

20170102308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内核安全增强的Android系统安全实验教学资源开发 武汉轻工大学
张帆、张聪、阮灵
等

20170102308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OllyDbg 工具详解》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长江大学
陈琳、陈中举、潘
劲松等

20170102308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商务领域内的信息犯罪与取证》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杨璠、张志、邓涯

双

20170102308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化技术之xen,kvm,qemu》 课程资源建设 贵州理工学院 胡文生

20170102308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测试技术》课程资源的建设 遵义师范学院 阮清强

20170102309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精品python编程助力云计算二次开发》课程资源的建设 遵义师范学院 王谦

201701023091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深度学习》课程资源的建设 遵义师范学院 樊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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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3092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数据挖掘》课程资源的建设 遵义师范学院
欧阳艾嘉、樊里略
、王谦

201701023093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Linux内核编译与系统瘦身》课程资源建设 遵义师范学院 葛耿育、杨治国

201701023094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操作系统与数据库安全专题实验资源研发 河南科技学院

古乐声、金松林、

李学勇等

201701023095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Oracle数据库基础 郑州大学

李翠霞、韩颖、陈

永霞

201701023096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挖掘核心算法实验 》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复旦大学

赵卫东、陈辰、冯

红伟

20170102309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CTF竞赛为导向的应用密码技术课程资源建设和探索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胡小明、蒋文蓉、
斯桃枝等

201701023098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测试技术》课程建设与实验教学资源 上海商学院
刘攀、张晶、陈敏
刚

201701023099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商务）安全与大数据隐私保护 上海商学院

孟庆华、任智军、

陈朝焰

201701023100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系列课程实验教学资源开发 淮北师范大学

张栋冰、宋万干、

孙梅等

20170102400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师资培训 海南师范大学 周裕

20170102400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移动互联师资培训 海南师范大学 李育涛

20170102400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云计算师资培训 东莞理工学院 陈杨杨

20170102400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师资培训 合肥工业大学 黄景荣

20170102400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LTE师资培训 重庆邮电大学 明艳

20170102400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建设 汉江师范学院 曹大有

20170102400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计算机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建设 重庆文理学院 邹永康

20170102400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综合创新实验室建设 河南城建学院 苏靖枫

20170102400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综合实验室建设建设 河南城建学院 樊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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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401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 大连交通大学 陈少华

20170102401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处理与分析实验室建设 重庆工程学院 万川梅

20170102401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移动通信产学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化工学院 陈玲玲

20170102401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据通信综合实训室建设 鲁东大学 张玉玲

20170102401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创新实验室建设 湖北中医药大学 邓文萍

20170102401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信息类专业综合改革模式研究及实践

（通信）
兰州理工大学 赵付青

20170102401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信息类专业综合改革模式研究及实践

（物联网）
兰州理工大学 赵付青

20170102401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现代网络实验室建设 绍兴文理学院 沈士根

20170102401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LTE移动通信大数据创新综合实训室建设 北方工业大学 白文乐

20170102401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4G移动通信与云计算战略实训室建设 黄冈师范学院 刘小俊

20170102402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创新实验室建设 九江学院 李涛

20170102402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云的物联网实训室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周先军

20170102402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综合实训室建设建设 华北理工大学 马月坤

20170102402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现代网络实训室建设 邢台学院 高延武

20170102402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ICT创新创业综合实验室建设 太原工业学院 娄国洪

20170102402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综合实验室建设 武汉轻工大学 张聪

20170102402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实验室建设 聊城大学 王明红

20170102402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实验室建设 聊城大学 王明红

20170102402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应用与开发实验室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校区
朱志强

20170102402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LTE移动通信实验室建设 山东建筑大学 许红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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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403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大数据实验室建设 青岛理工大学 宋传旺

20170102403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大数据实验室建设 青岛大学 潘振宽

20170102403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LTE移动通信及增值业务实验室建设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吉建华

20170102403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实训室建设 深圳大学 李晓滨

20170102403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综合实践基地建设 五邑大学 罗杰云

20170102403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通信专业校内综合实践基地建设 江西理工大学 吴君钦

20170102403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

科学学院
谢小云

20170102403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综合实训室建设 景德镇学院 刘浪

20170102403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综合实训室建设 江西工程学院 邹小金

20170102403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现代网络实训室建设 东华理工大学 谌洪茂

20170102404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信息类专业综合改革模式研究及实践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刘建闵

20170102404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综合实验室建设 湖南工程学院 胡瑛

20170102404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综合实训室建设 长沙理工大学 吴宏林

20170102404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4G移动通信技术ICT产教融合综合创新实训室建设 长春大学 张猛

20170102404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现代通信实训平台建设 吉林师范大学 秦政坤

20170102404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网络实训室建设 北华大学 王忠礼

20170102404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沈阳大学 周昕

20170102404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物联网方向实验室共建 泰山医学院 张西学

20170102404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实训室建设 曲阜师范大学 秦文华

20170102404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LTE 移动通信实验平台建设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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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405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ICT创新实训基地建设 大连工业大学 曹颖鸿

20170102405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现代网络实训平台建设 贵州师范大学 张仁津

20170102405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中心建设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黄继海

20170102405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通信综合实训室建设 武汉工商学院 罗艳玲

20170102405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物联网实践条件建设 甘肃农业大学 魏霖静

20170102405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与信息安全创新综合实训室建设 河北农业大学 韩宪忠

20170102405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河南城建学院 韩耀飞

20170102405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五邑大学 容振邦

20170102405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天津工业大学 郭翠娟

20170102405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余良俊

20170102406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北华大学 陈广大

20170102406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湖州师范学院 张媛

20170102406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北华大学 马惜平

20170102406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吉林化工学院 陈北辰

20170102406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田小平

20170102406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长春大学 孙海欣

20170102406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河南理工大学 许焱平

20170102406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遵义师范学院 樊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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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406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重庆三峡学院 聂祥飞

20170102406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福建江夏学院 曾光清

20170102407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闽南理工学院 韩之光

20170102407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浙江师范大学 蒋敏兰

20170102407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台州学院 陈跃

20170102407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沈阳大学 崔立民

20170102407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学院

董昕

20170102407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ICT技术大学生实习实训 河南科技学院 古乐声

20170102407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软件创新创业中心的建设与探索 长江大学 严碧波、佘新平

20170102407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物联网应用智创空间建设基地 河南城建学院 杨斌

20170102407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平台 德州学院 王志坤

20170102407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园智创空间教育改革项目 湖北工业大学 靳华中

20170102408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倾述槽”平台项目 重庆工程学院 万川梅

20170102408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园智创空间建设的信息类专业综合改革模式研究及实践 兰州理工大学 赵付青

20170102408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ICT技术的高校众创空间建设-校园智创空间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尚雪梅

20170102408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先声——大学里的直播互动交流平台 大连工业大学 许晓冬

20170102408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信息技术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武昌工学院 张荆沙

20170102408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园智创空间 北京印刷学院 李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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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408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行知众创空间建设 中北大学 赵冬娥

20170102408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ICT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湖南工业大学 文鸿

20170102408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园智创空间 内蒙古科技大学 崔丽珍

20170102408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江西理工大学·讯方创客空间 江西理工大学 吴君钦

20170102409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湖南工程学院创客空间 湖南工程学院 刘洞波

20170102409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基地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田小平

20170102409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经贸众创空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徐天晟

20170102409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创创客空间 华北电力大学 梁光胜

20170102409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北京理工大学 傅雄军

20170102409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北京工商创客空间 北京工商大学 韩忠明

201701024096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铜讯智创空间基地 铜仁学院 田波

201701024097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黄淮学院 张得生

201701024098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双创基地建设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连卫民

20170102409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网络与云计算综合创新实训基地 闽南师范大学 陈志翔

201701024100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云计算技术创新实践基地 桂林理工大学 陈超泉

201701024101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移动通信实验室
桂林理工大学（南

宁分校）
周红锴

201701024102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无线通信实验室 广西民族大学 罗丽平

201701024103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实验建设 河北师范大学 靳慧龙

201701024104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工科创新工坊创新创业项目 北京联合大学 盛鸿宇  

20170102410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湖北文理校园智创空间 湖北文理学院 王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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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5001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学科竞赛的应用型高校计算机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建设 青岛大学 李建波

201701025002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应用型本科ICT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常州工学院 徐则中、费贤举

201701025003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NAO仿人机器人实验室 潍坊科技学院 马家兴

201701025004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嵌入式及物联网”专业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吕燚

201701025005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物联网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李宁

201701025006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产学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佘小华

201701025007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数据应用创新创业实践条件改革 阜阳师范学院 于干

201701025008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宁波工程学院·智联友道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合作方案 宁波工程学院 于华

201701025009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数据创新创业平台 温州大学 何明昌

201701025010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天河学院
钟健

201701025011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课程体系建设 南京邮电大学 夏春琴

201701025012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计算机类专业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临沂大学 李英奎

201701025013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行业创新应用的“互联网+”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任爽

201701025014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IT应用型人才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杭州师范大学 谢琪

201701025015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软件类人才创新创业实践育人体系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陆坤

201701025016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河南工程学院 瓮嘉民

201701025017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现代电气控制技术与PLC 河南理工大学 张宏伟

201701025018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与高性能计算 陕西师范大学 张钰

201701025019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晋中学院 张国志

201701025020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通信原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与

探索
滨州学院 王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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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5021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工程教育理念创新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改革 吉林大学 周晓华

201701025022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编程原理》课程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 陈文宇

201701025023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行业应用综合设计”课程改革 浙江万里学院 施烔

201701025024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技术》课程建设
浙江树人学院（浙
江树人大学）

张登辉

201701025025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实训基地建设 江西理工大学 王军

201701025026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ICT实践条件建设改革 中国石油大学 史永宏

201701025027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应用技术的实践与开发 山西能源学院 史明

201701025028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建筑的物联网实践环境建设 大连科技学院 魏庆涛

201701025029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连交通大学——智联友道大学生校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大连交通大学 陈少华

201701025030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与集成电路实践教学条件建设 重庆文理学院 张东

201701025031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长沙理工大学 叶青

201701025032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大数据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牡丹江师范学院                                     李强

201701025033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综合实训中心 巢湖学院 郑尚志

201701025034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实践条件建设 闽南理工学院 曾建民

201701025035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与电子信息类实践条件建设 浙江农林大学 吴达胜

201701025036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实践条件建设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张海平

201701025037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面向新工科建设需求的工程专业实践条件建设 中国计量大学 孙坚

201701025038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实践条件建设 德州学院 崔玉玲

201701025039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应用 河南理工大学 卢碧波

201701025040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物联网综合创新实践教学基地 安徽财经大学 包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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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5041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工程实践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王东

201701025042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计算机类非师范生专业实习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陕西师范大学 马苗

201701025043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基地建设 内蒙古民族大学 牧仁

201701025044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计算机专业群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长春工程学院 孙宏彬

201701025045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测控技术与仪器校外实践基地 江西理工大学 王军

201701025046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智能控制及物联网工程校外实践基地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

学院
孟迎军

201701025047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南京邮电大学 孙国梓

201701025048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嵌入式系统开发及应用 金陵科技学院 朱茂奇

201701025049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物联网感知层编程技术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南昌航空大学 吴振华

201701025050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商务信息系统开发及应用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广西财经学院 郑华

201701026001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相关专业共建综合改革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赵国冬

201701026002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合作框架下“数学+计算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应用

型人才协同培养研究与实践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额尔敦布和

201701026003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OBE视域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 常州大学 林逸峰

201701026004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产学合作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常州工学院 胡智喜、奚吉

201701026005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广东海洋大学 张健

201701026006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湖北商贸学院·中软国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产学合作综合改

革研究与实践
湖北商贸学院 张秋生

201701026007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武汉工商学院-中软国际计算机课程体系改革探索 武汉工商学院 胡成松

201701026008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工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

建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王东

201701026009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合作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黄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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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6010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学科融合的跨专业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呼伦贝尔学院 耿卫江、田振江

201701026011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中软国际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

学院
王艳

201701026012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创新创业软件卓越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建设 四川理工学院 彭龑

201701026013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计算机类专业校外实践基地 长江师范学院 李柳柏

201701026014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软件工程专业校外实践实训基地 哈尔滨师范大学 李英梅

201701026015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中软国际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

湖学院
黄帆

201701026016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百色学院-中软国际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百色学院 韦家儒

201701026017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中软国际协同育人创新创业校外实践基地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舒斯会、易云辉

201701026018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转型背景下计算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协同育人实践课程体系建设 大连工业大学 沈岚

201701026019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郑州财经学院-中软国际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 郑州财经学院 刘於勋

201701026020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机制下的应用型IT人才校外实践基地的创新与

实践
潍坊学院 魏先民

201701026021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CDIO 长效导向的校企人才协同培养模式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范永开

201701026022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中南大学-中软国际实践教学基地 中南大学 胡志刚

201701026023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3+1”模式下校企协同育人实践基地建设 五邑大学 张胜利

201701026024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哈尔滨金融学院•中软国际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哈尔滨金融学院 吴波

201701026025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四位一体”的实训模式构建 南京晓庄学院 郑豪

201701026026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南昌师范学院-中软国际协同育人创新创业校外实践基地 南昌师范学院 徐新爱

201701026027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以工程化实战培养为核心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天津商业大学 李天

201701026028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西安欧亚学院-中软国际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 西安欧亚学院 任志宏

201701026029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广西大学-中软国际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广西大学 黄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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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6030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校外实践实训基地 东北林业大学 李丹

201701026031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重庆交通大学e动交通校外实践训练基地 重庆交通大学 杨建喜

201701026032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河北工业大学（中软国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河北工业大学 张军

201701026033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CDIO创新模式的协同育人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唐山师范学院 宗鹏

201701026034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软件工程专业校外实践基地 黑龙江科技大学 马海峰

201701026035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4S的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新模式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李敬辉、王伟丽

201701026036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岭南师范学院-中软国际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岭南师范学院 赵法信

201701026037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计算机专业校外实践实训基地 东北农业大学 李晓明

201701026038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

学院
崔浩

201701026039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中软国际产学合作实习实训基地 天津科技大学 苏静

201701026040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华中农业大学-中软国际产学合作校外实践基地 华中农业大学 蒋勇

201701026041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理学院-中软国际产学合作校外实践基地 湖北工业大学 吕辉

201701026042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服务外包人才培养的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和研究 武昌工学院 龚义建

201701026043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数据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武昌理工学院 魏绍炎

201701026044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武汉东湖学院-中软国际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 武汉东湖学院 许先斌

201701026045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传与中软国际协同培养软件人才基地 浙江传媒学院 马惟哲

201701026046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合肥师范学院•中软国际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 合肥师范学院 郭玉堂

201701026047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安徽工业大学•中软国际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 安徽工业大学 陶陶

201701026048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淮南师范学院•中软国际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校外实践基地 淮南师范学院 陈磊

201701026049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产学研一体化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咸阳师范学院 宋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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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6050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地方师范院校应用型IT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咸阳师范学院 郭新明

201701026051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互联网+”的校企联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渤海大学 杨玉强

201701026052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时代下计算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魏海平

201701026053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信息技术类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平台 韶关学院 廖益

201701026054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呼伦贝尔学院计算机专业群产学合作创新创业基地 呼伦贝尔学院 田文武

201701026055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产学合作的泛IT专业学生创新创业改革研究与实践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斯日古楞

201701026056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沈阳工业大学-中软国际创新创业改革项目 沈阳工业大学 牛连强

201701026057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的创新工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滨州学院 李建磊

201701026058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软件工程“双创”基地校企合作建设与研究 吉首大学 曾明星

201701026059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新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与改

革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梁瑞仕

201701026060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北京工业大学-中软国际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北京工业大学 朱青

201701026061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工程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探索与实践 西安邮电大学 王莹

201701026062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互联网+”的校企联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安徽理工大学 陆奎

201701026063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工科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广州商学院 周程

201701026064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企协同共育创新创业人才基地建设 赤峰学院 刘燕

201701027001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LED外延片的电致发光虚拟仿真实验 北京邮电大学 范春梅

201701027002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LED路灯智能照明虚拟仿真实验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陈国杰

201701027003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LED外延生长虚拟仿真实验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严冬

20170102800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樊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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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800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技术型课程体系改革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

学院
吴印林

20170102800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开发课程改革 燕京理工学院 马睿

20170102800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媒体艺术课程改革 黄淮学院 董庆涛

20170102800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媒体艺术课程改革 廊坊师范学院 甄景涛

20170102800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媒体艺术、主办会计课程改革 黑龙江工业学院 吕光

20170102800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媒体艺术课程改革 平顶山学院 郑冬冬

20170102800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营销课程改革 鞍山师范学院 王福君

20170102800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与处理课程改革 安徽理工大学 方贤文

20170102801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应用开发课程改革 安庆师范大学 王一宾

20170102801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改革 淮海工学院 戴红伟

20170102801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营销课程改革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张一纯

20170102801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应用开发课程改革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朱林

20170102801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型信息类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三亚学院 刘开南

20170102801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大数据应用背景下的特色课程改革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
应可珍

20170102801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现实开发课程改革 中国计量大学 康娟

20170102801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测试课程改革 宜宾学院 杨强

20170102801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WEB框架技术课程改革 阿坝师范学院 向昌成

20170102801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开发课程改革 铜仁学院 安勐

20170102802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工程课程改革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司飙

20170102802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课程体系校企联合改革实践 榆林学院 封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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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802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师资培训 吕梁学院“互联网+”创新型专业骨干教师培训 吕梁学院 王三虎

20170102802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师资培训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互联网+”创新型专业骨干教师培训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

工程学院
李彦明

20170102802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师资培训 三江学院“互联网+”创新型专业骨干教师培训 三江学院 应毅

20170102802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师资培训 大理大学“互联网+”创新型专业骨干教师培训 大理大学 陈本辉

20170102802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师资培训 渤海大学“互联网+”创新型专业骨干教师培训 渤海大学 张天华

20170102802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及物联网综合实验室建设 白城师范学院 张希花

20170102802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综合实验室建设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罗朝晖

20170102802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技术实验室建设 枣庄学院 张伟

20170102803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综合实验室建设 菏泽学院 徐兴磊

20170102803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实验室建设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冯培禄

20170102803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开发实验室建设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温秀梅

20170102803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计算实验室建设 湖南农业大学 唐小勇

20170102803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与云计算联合实验室建设 内江师范学院 苟全登

20170102803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实验室建设 武汉东湖学院 许先斌

20170102803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产教融合大数据开发实验室建设 武昌理工学院 阳小兰

20170102803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产学研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河北工业大学廊坊

分校
于东敏

20170102803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主办会计课程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洛阳师范学院 刘玉来

20170102803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媒体课程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南阳师范学院 陈晅嵘

20170102804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开发课程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黄山学院 胡建伟

20170102804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应用型技术人才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安徽农业大学 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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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804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Java大数据开发课程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安徽工业大学 林忠心

20170102804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互联网应用开发课程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怀化学院 余朝文

20170102804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开发课程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西华师范大学 贺春林

20170102804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Web前端开发、大数据开发课程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重庆文理学院 高峰

20170102804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移动互联开发课程校内联合实训基地建设 绵阳师范学院 李敏

20170102804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济宁医学院-达内主办会计课程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济宁医学院 刘兆民

20170102804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华北理工大学-达内互联网应用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华北理工大学 刘亚志

20170102804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贾银山

20170102805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吕梁学院-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吕梁学院 刘继华

20170102805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防灾科技学院-达内云计算开发与运维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防灾科技学院 刘庆杰

20170102805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内蒙古科技大学-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内蒙古科技大学 王丽颖

20170102805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晋中学院-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晋中学院 温娟娟

20170102805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渤海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渤海大学 杨玉强

20170102805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达内大数据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闫俊伢

20170102805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燕京理工学院-达内大数据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燕京理工学院 李丽芬

20170102805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

工程学院
王贵锋

20170102805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北华大学-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北华大学 杨月婷

20170102805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长春建筑学院-达内云计算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长春建筑学院 齐海英

20170102806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潍坊学院-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潍坊学院 侯金奎

20170102806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泰山学院-达内互联网营销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泰山学院 杨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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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806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滨州学院-达内主办会计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滨州学院 郭新伟

20170102806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枣庄学院-达内主办会计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枣庄学院 杨荣军

20170102806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达内大数据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荆淑霞

20170102806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菏泽学院-达内云计算开发与运维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菏泽学院 郭玉滨

20170102806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黑龙江科技大学-达内互联网应用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黑龙江科技大学 杨兆楠

20170102806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佳木斯大学-达内互联网应用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佳木斯大学 李晶

20170102806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忻州师范学院-达内大数据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忻州师范学院 曹建芳

20170102806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曲阜师范大学-达内软件测试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曲阜师范大学 王妍

20170102807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沈阳化工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沈阳化工大学 高巍

20170102807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沈阳师范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沈阳师范大学 张浩华

20170102807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

学院
蔡铁峰

20170102807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安徽师范大学-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安徽师范大学 陈付龙

20170102807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皖西学院-达内物联网工程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皖西学院 何富贵

20170102807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衡阳师范学院-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衡阳师范学院 李龙

20170102807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安徽新华学院-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安徽新华学院 李长凯

20170102807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达内会计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

管理学院
刘丽影

20170102807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州师范学院-达内数字媒体艺术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州师范学院 施莹

20170102807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丽水学院-达内安卓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丽水学院 王明

20170102808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南文理学院-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南文理学院 王先春

20170102808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宿迁学院-达内大数据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宿迁学院 于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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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808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财经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财经大学 张帅

20170102808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湘潭大学-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湘潭大学 周维

20170102808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徐州工程学院-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徐州工程学院 胡局新

20170102808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树人学院（浙江树人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树人学院（浙

江树人大学）
张登辉

20170102808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达内物联网工程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胡景春

20170102808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达内移动互联开发校外实践基地

建设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

科学技术学院
刘军

20170102808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达内移动应用开发校外实践基地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吴宗大

20170102808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温州大学-达内互联网应用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温州大学 何明昌

20170102809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理工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理工大学 夏劲松

20170102809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WEB前端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 杨晓东

20170102809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 王勋

20170102809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农林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农林大学 徐爱俊

20170102809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理工学院-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理工学院 胡鹏

20170102809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江汉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江汉大学 侯群

20170102809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文理学院-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文理学院 姜洪溪

20170102809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武昌理工学院-达内互联网应用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武昌理工学院 魏绍炎

20170102809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理大学-达内大数据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理大学 杨邓奇

20170102809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西华师范大学-达内WEB前端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西华师范大学 潘大志

20170102810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达内互联网应用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叶志伟

20170102810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长江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长江大学 钟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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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810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黄冈师范学院-达内数字插画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黄冈师范学院 邵照坡

20170102810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科技学院-达内数字媒体艺术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科技学院 徐义平

20170102810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重庆理工大学-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重庆理工大学 王勇

20170102810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工程学院-达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工程学院 熊曾刚

201701028106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达内Web前端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

学院
王勇刚

201701028107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汉江师范学院-达内互联网应用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汉江师范学院 方斌

201701028108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校帮 太原科技大学 张义

201701028109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数学媒体艺术创新创业 吉林工商学院 张双昊

201701028110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六足仿生救援机器人 淮海工学院 汪严龙

201701028111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机器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城学院
秦兴杰

201701028112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淘宝、闲鱼平台出售二手产品 怀化学院 杨璐玮

20170102811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工大商城 安徽工业大学 夏磊

201701028114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研究 安徽工业大学 王东

20170102811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幅图像超分辨率重建方法研究 湖北工业大学 王鑫颖

201701029001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LPWAN的校园智能楼宇管理系统 湖北工业大学 刘潇龙

201701029002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CAFUC安全在线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
学院

杨立泽

201701029003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三维场景大数据语义分割技术研究及其在测绘领域的应用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俊鹏

201701029004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 互联网+”桑副产品的研发      成都师范学院 龚壁燃

201701029005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唯它独宠网 成都师范学院 彭杰

201701029006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职业人在线预约平台 成都师范学院 顾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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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29007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 iBeacon 的电子商务导购系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袁国森

201701029008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体域网的人体生理信号远程采集分析系统 南昌大学 陈祥

201701029009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使用数据可视化和机器学习对高校图书馆数据的研究与应用 四川大学 朱浩天

201701029010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问香——基于茶文化的互联网+平台 四川大学 叶珍

201701029011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书循环-基于教科书共享的大学生移动学习平台 西南交通大学 刘琦

201701029012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电动汽车充分时定价与智能导航系统 西南交通大学 臧天磊

201701029013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O2O大学生知识、技能、服务分享平台 电子科技大学 杨昌俊

201701029014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关于Android软件恶意代码动态加载的分析检测与防御 电子科技大学 张皓

201701029015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互联网+的公益信息交互平台 贵州大学 何佳哲

201701029016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车内环境监测与远程报警系统 兰州理工大学 董亚楠

201701029017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天水文化创意设计 兰州工业学院 曹洁

201701029018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约萌 山西大学 宋鹏辉

201701029019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医学僧 成都医学院 骆新

201701029020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橙康智慧养老 成都医学院 付宇航

201701029021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术后认知功能监测 成都医学院 韩梅

201701029022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四川高校脱单 四川师范大学 朱冰雨

201701029023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近视眼球塑形机 山东交通学院 史敬田

201701029024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能机器人的群体行为研究 玉溪师范学院   陈可飞   

201701029025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arduino 的PM2.5 空气净化器 大连交通大学 寇晨晨

201701029026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哈奇音乐 成都理工大学 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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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0001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广东工业大学 刘琼辉

201701030002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大连交通大学 陈少华

201701030003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夏力

201701030004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扬州大学 尤玉军

201701030005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成都师范学院 陈宁

201701030006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湖北工业大学 王俊

201701030007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于光辉

201701030008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广东财经大学 刘湘云

201701030009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庆

201701030010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南京林业大学 王锋

201701030011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东莞理工学院 李琳

201701030012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广东东软学院 李苹绣

201701030013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许玲

201701030014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商丘师范学院 冉祥华

201701030015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业实训基地 绵阳师范学院 王海滨

201701030016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益平

201701030017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重庆科技学院 万玺

201701030018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成都师范学院 冯鸿

201701030019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许玲

201701030020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广东东软学院 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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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0021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沈阳农业大学 吕杰

201701030022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上海建桥学院 张迪

201701030023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晓东、徐中兵

201701030024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肇庆学院 梁建梅

201701030025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曾峥

201701030026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广东工业大学 刘琼辉

201701030027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沈阳工程学院 胡剑英

201701030028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绵阳师范学院 王海滨

201701030029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辽宁中医药大学杏

林学院
逄淑伟

201701030030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西南科技大学 李进兵

201701030031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商丘师范学院 冉祥华

201701030032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训练及产学研平台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刘青山

201701030033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训练及产学研平台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王春枝、叶志伟

201701030034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训练及产学研平台建设 沈阳农业大学 许童羽

201701030035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训练及产学研平台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戎海武、黄国顺

201701030036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训练及产学研平台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冯林

201701030037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训练及产学研平台建设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夏力

201701030038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训练及产学研平台建设 西南科技大学 范勇

201701030039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训练及产学研平台建设 重庆邮电大学 钱鹰

201701030040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创客中心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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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0041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创客中心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廷淮

201701030042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创客中心建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孙涵

201701030043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创客中心建设 沈阳农业大学 吕杰

201701030044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创客中心建设 绵阳师范学院 陈燕平

201701030045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安全创客中心建设 西南科技大学 范勇

201701030046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武汉工程大学 程智力

201701030047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夏仕平

201701030048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重庆科技学院 万玺

201701030049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长江师范学院 韦济木

201701030050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武汉传媒学院 饶鉴

201701030051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重庆工程学院 简玉刚

201701030052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朱智强

201701030053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沈阳农业大学 景再方

201701030054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陈理飞、徐中兵

201701030055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绵阳师范学院 杨祖恩

201701030056 北京神州泰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运营课程建设 商丘师范学院 冉祥华

201701031001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及应用”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 湖北大学 黄辰

201701031002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向卓元

201701031003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互联网数字媒体技术研发与创新 武汉纺织大学 尹汪

201701031004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移动智能终端技术研发与创新 武汉轻工大学 李清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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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1005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能插座技术研发与创新 郑州师范学院 张明慧

201701031006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面向移动互联网的智能园创业 新乡学院 熊训松

201701031007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与大数据”校企合作师资培训 河南工学院 吕书波

201701031008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分析”师资培训 湖北经济学院 魏斐翡

201701031009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分析”师资培训 天津师范大学 王立柱

201701031010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分析”师资培训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杨莉

201701031011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网络工程师”师资培训 郑州轻工业学院 张杰

201701031012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技术”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河南大学 乔保军

201701031013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技术”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曹敏

201701031014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媒体技术”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王桂芝

201701031015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数据平台与技术”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欧阳勇

201701031016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数据平台与技术”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武汉工程大学 王海晖

201701031017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数据平台与技术”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郑州轻工业学院 张杰

201701031018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数据平台与技术”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荆楚理工学院 李敏

201701031019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本科高校信息技术类专业校外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研究及实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刘建华

201701032001 
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化课程中心建设 武汉工程大学 蒋尹华

201701032002 
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化课程中心建设 东莞理工学院 李勇

201701032003 
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化课程中心建设 南开大学 朱光磊

201701032004 
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化课程中心建设 青岛农业大学 杨同毅

201701032005 
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化课程中心建设 内蒙古民族大学 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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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2006 
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化课程中心建设 内蒙古医科大学 李保存

201701033001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就业导向、项目驱动、校企融合的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曾纯青

201701033002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JAVA企业级的应用课程开发 华东交通大学 张利华

201701033003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翻转课堂（慕课平台）在线教育平台教学改革 银川能源学院 李杰

201701033004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JAVA企业级的应用课程开发 宿州学院 张万礼

201701033005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大数据的分布式架构应用课程群建设 中国农业大学 李辉

201701033006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HTML5 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课程开发 湖南商学院 何典

201701033007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应用课程开发 荆楚理工学院 贺体刚

201701033008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JAVA+大数据的分布式架构应用课程开发 武昌理工学院 钱程

201701033009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架构方向特色课程群建设与开发 哈尔滨师范大学 季伟东

201701033010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工智能与机器深度学习应用课程开发 河南科技学院 董瑞

201701033011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拥书百城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陈洪淇

201701033012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E考勤 华东交通大学 张利华

201701033013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教育大数据下的差异化教学系统 湖北大学 张莎莎

201701033014  北京尚学堂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结合之探讨 长春工程学院 林海波

201701034001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探索与实践 厦门理工学院 于凌云

201701034002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模式探索互联网+时代下的教育信息化应用 集美大学 宁芸

201701034003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协同视阈下进阶式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课程体
系改革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许晓冬

201701034004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地学仪器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大学 林婷婷

201701034005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合作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 翟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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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4006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药学类高校“卓越工程师计划”校企共建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 胡巍

201701034007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能力为导向的编程类课程实践探索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张世博

201701034008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计数原理与应用》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大学 鹿旭东

201701034009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技术》课程建设 西安科技大学 孙瑜

201701034010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类学生编程能力及实践能力培养教学方法改革 贵州大学 李秦伟

201701034011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交互设计方向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 盐城师范学院 郭晓俐

201701034012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应用型金融信息人才培养的女大学生综合实践平台校企共建

机制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沈传河

201701034013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独立学院的金融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

学院
翟欣欣

201701034014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弱势生源条件下大数据管理方向校企协同育人合作教育模式探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宏鸣

201701034015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Hadoop平台的大数据课程模块化教学改革 北京城市学院 石明翔

201701034016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实境编程模式下的编程能力训练机制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
徐鸿雁

201701034017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教融合视域下大数据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胡颖

201701034018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轮机模拟训练》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大连海事大学 曾鸿

201701034019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程序设计类课程实境编程教学平台应用 通化师范学院 于江涛

201701034020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前端课程体系”混合式教学改革 内蒙古科技大学 高鹭

201701034021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JAVA语言的软件项目开发项目申报书 衡阳师范学院 郑光勇

201701034022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SPOC的财经类院校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 胡亚梅

201701034023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营销课程教学体系及教学内容改革与实践研究 华北科技学院 李跃贞

201701034024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嵌入式课程体系建设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

学院
陈向阳

201701034025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金融科技专业人才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探索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
胡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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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4026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在线课程建设促进应用型农林高校课程改革--以《农村社会学
》在线课程为例

北京农学院 韩芳 

201701034027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体验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探索 西安外国语大学 庞闻

201701034028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企合作共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 湖南科技学院 李文

201701034029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企合作模式下的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与实践 大连大学 王谢勇

201701034030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思维与IT产品设计 中国人民大学 牛力

201701034031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基础》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晓东

201701034032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互联网+农业”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

建的探讨与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刘智勇

201701034033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脑洞大开——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方法》在线课程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张崴

201701034034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大数据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研究 山东财经大学 王卿海

201701034035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 西北工业大学 徐含乐

201701034036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西北大学化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 西北大学 谢钢

201701034037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梯安全与创新实践 常熟理工学院 刘军军

201701034038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在线课程应用和建设 重庆邮电大学 杨杰

201701034039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关于探索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和课程建设的研究

郑州大学 路红显

201701034040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的创新创业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华侨大学 陈海蛟

201701034041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计科专业大数据方向产学合作共建改革研究 西安邮电大学 翟社平

201701034042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AR实验中心建设与应用 武昌理工学院 李耀宗

201701034043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教师教育VR应用研究与开发实验室建设 广西师范学院 欧启忠

201701034044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现实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河南城建学院 吴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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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4045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阿里云大数据实验室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赵岩松

201701035001 ANSYS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燃烧理论》和《燃烧学II》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清华大学 姚强、李水清

201701035002 ANSYS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磁场理论》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 胡冰

201701035003 ANSYS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械工程中的CAE》和《同步电机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大学 许京荆、代颖

201701035004 ANSYS及安世亚太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汽车CAE》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大学 赵旗、郭睿、李杰

201701035005 ANSYS及安世亚太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值传热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西安交通大学 陶文铨

201701035006 ANSYS及安世亚太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流体力学软件应用与算例详解》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天津大学 沈雄

201701035007 ANSYS及安世亚太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微波工程》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南方科技大学 程庆沙

201701036001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课程改革 大连理工大学 丁男

201701036002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软件开发技术”课程体系的优化研究 东北大学 姜琳颖

201701036003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工程课程改革 北华大学 王钢

201701036004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RFID及条码应用技术 北京工业大学              包振山                 

201701036005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RM CORTEX M4嵌入式系统课程建设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杜刚

201701036006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体系改革 青海大学 刘萍

201701036007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曲阜师范大学 邵长彬

201701036008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物联网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研究 黑龙江科技大学 冯福生

201701036009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以创新创业竞赛为突破口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东北大学 成维

201701036010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应用型本科院校互联网+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吉林工商学院 王科飞

201701036011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民族院校嵌入式系统方向产学一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大连民族大学 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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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6012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竞赛带动嵌入式方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王晓红

201701036013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物联网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改革项目 长春大学 于存江

201701036014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工业机器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华北科技学院 胡兴志

201701036015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新金融”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赵景海

201701036016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能科学与技术“机器人学”课程创新创业 武汉工程大学 曾祥进

201701036017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聊城大学 田存伟

201701036018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众创空间的创造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华北电力大学                  梁光胜                     

201701036019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嵌入式机器人应用——机电实践班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探索及研究        大连大学 谢景卫

201701036020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OBE的物联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兰州理工大学 赵付清

201701036021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通信工程(物联网方向)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临沂大学 郭峰

201701036022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打造专业品牌的双创人才校企联合培养体系建设与改革 西安工业大学 董绵绵

201701036023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OBE的物联网综合实习和学生工程创新能力培养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李永

201701036024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西科博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西安科技大学 张旭辉

201701036025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应用技术创新实训联合实验室 云南民族大学 佘玉梅

201701036026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器人协作项目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

信息学院
陆爽

201701036027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业机器人联合创新实验室 华北科技学院 胡兴志

201701036028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物联网”实践条件建设 燕山大学 谢平

201701036029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产学一体化”的民族院校嵌入式系统 大连民族大学 魏巍

201701036030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实验室建设改革项目 青海大学 刘志强

201701036031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互联嵌入式平台实训平台 常熟理工学院 吴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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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6032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创业实验室建设 常熟理工学院 杨兰玉

201701036033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无线传感网智能化联合创新实训室建设 常州工学院 何中胜

201701036034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系统应用综合实训室建设 淮阴工学院 季仁东

201701036035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农牧物联网示范平台建设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潘立武

201701036036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物联网实验室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张策

201701036037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学生实训创新实践条件建设  大连大学 王东

201701036038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实践实训创新平台建设 山东女子学院 李长松

201701036039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业机器人技术实验室建设 广西师范学院 彭宁

201701036040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器人综合实验室 山西农业大学 王双喜

201701036041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构创新与机器人装备实践条件建设 中北大学 李瑞琴

201701036042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物联网的计算机系统课程群实践条件建设 山东大学 蔡晓军

201701036043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实践条件建设 临沂大学 荆长强

201701036044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系统实验室升级促进专业建设研究 山东交通学院 武华

201701036045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工程产学合作实验实训中心建设 西安工业大学 王鹏

201701036046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西科博创嵌入式系统开发联合实验室 西安科技大学 曹现刚

201701036047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与物联网实验教学平台                             西北工业大学                          周德云

201701036048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械装备智能化创新实训联合实验室建设 上海大学 熊炘

201701036049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学生校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大连交通大学 陈少华

201701036050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人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基地建设 内蒙古民族大学 牧仁

201701036051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工业机器人应用实训基地 内蒙古民族大学 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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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6052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嵌入式物联网技术师资培训计划 北华大学 白晶

201701036053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嵌入式物联网技术师资培训计划 长春大学 于存江

201701036054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云计算大数据师资培训计划 新疆师范大学            年梅

201701036055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云计算大数据师资培训计划 新疆大学 汪烈军

201701036056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业机器人教学师资培训计划 山西农业大学 王双喜

201701036057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业机器人教学师资培训计划 内蒙古民族大学 李理

201701036058  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业机器人教学师资培训计划 华北科技学院 罗建国

201701037001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西南交通大学虚拟现实创新创业基地 西南交通大学 应松宝

201701037002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建筑与景区漫游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四川旅游学院 周庆伟

201701037003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虚拟现实游戏课程体系建设 成都理工大学 蔡彪

201701037004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数字艺术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成都师范学院 胡发仲

201701037005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AR游戏及其模块应用创新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学院
白忠建

201701037006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文创数字化的电子信息与游戏引擎技术融合创新改革 电子科技大学 谢宁

201701037007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虚拟现实技术在销售行业订货会的应用与研究创新基地 大连工业大学 陈晓玫

201701037008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VR在线社交平台研发创新基地 东北大学 高天寒

201701037009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核心置换--大数据时代置于3D数字艺术的素描课程逆向设计教学

改革
广东东软学院 雷雅琴

201701037010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产业化模式下动画角色设计课程成果产品化的改革研究 广东东软学院 王淼

201701037011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平顶山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平顶山学院 吕海莲

201701037012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跨界协同育人创新创业项目研发 湖北工业大学 饶鉴

201701037013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多终端生物科学虚拟仿真实验系统创新研究基地 济宁医学院 罗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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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7014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 淮阴工学院 陈晓兵

201701037015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的数字出版实验创新创业基地 金陵科技学院 陈康

201701037016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合肥学院 宣越文

201701037017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游戏开发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
科学学院

邓达平

201701037018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数字媒体艺术特色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

科技学院
王媛

201701037019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移动互联网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华东交通大学 曹义亲

201701037020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闽南理工学院 曾健民

201701037021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三明学院 邱国鹏

201701037022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优质资源融合的校企合作协同培养数字媒体创新人才研究的
双创基地

山东科技大学 刘连山

201701037023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京津冀高效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创客互动空间建设研究的双创基地 天津科技大学 石明明

201701037024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表演专业展示平台建设研究的双创基地 浙江科技学院 张恒

201701037025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游戏设计本科专业低年级实践学期产学互动双创基地 中国传媒大学 韩红雷

201701037026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服装表演展示互动平台的建设推广与应用研究
创新项目

沈阳师范大学 吕博

201701037027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以VR产品创新研发为导向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李辉

201701037028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视频分析的人体行为识别研究创新基地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吴双元

201701037029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VR技术的专业人才创新创业校企合作基地 太原理工大学 姜中华

201701037030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新IT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创新创业基地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
学院

周芳

201701037031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泛数字娱乐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雷

201701037032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项目+竞赛”驱动的虚拟现实开发双创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创

新基地建设
大连民族大学 何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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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7033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人工智能应用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双创基地 大连交通大学 陈少华

201701037034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VR/AR技术助力外语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连海洋大学 赵度一

201701037035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虚拟现实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电子科技大学 曹明生

201701037036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教师教育虚拟现实创新实践平台建设 广西师范学院 彭宁

201701037037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VR交互动画《未知循坏》创作 中国传媒大学 周雪莲

201701037038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安卓系统的液压传动学习系统设计与实现 江西理工大学 冯隆琨

201701037039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虚拟现实与Arduino的赛车游戏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秦子敬

201701037040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VR互动游戏《ONIS太空一夜》创作 中国传媒大学 朱治通

201701037041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VR的科普实验仿真平台 浙江理工大学 薛非凡

201701037042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多功能机器人 大连交通大学 左运

201701037043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VR的智慧展馆 大连民族大学 李储

201701037044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VR通讯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学院
彭银

201701037045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游戏《星辰》 陕西师范大学 袁敏杰

201701037046 北京触控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增强现实的群体目标行为一致性检测分析 南京邮电大学 王洲杰

201701038001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如何教创新创业 黑龙江大学 李海东

201701038002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业运营模拟实验教程 武汉大学 徐晓辉

201701038003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业管理专业特色课程 四川文理学院 靳能泉

201701038004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学生SYB创业理论与实训 湖北工程学院 胡金林、金文豪

201701038005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务指导
河北地质大学华信

学院
吕爽

201701038006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设计思维》精益实践
衢州学院、福建农

林大学
傅许坚、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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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8007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黑龙江省高校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能力提升项目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

庆校区
于美军

201701038008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实践教学的创新创业师资培训工程 河北大学 孙慧佳

201701038009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创新创业师资培训 北京工商大学 郭馨梅

201701038010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武汉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 武汉大学 张东祥

201701038011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复合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四川农业大学 赵中国

201701038012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苏南的汽车工程创新创业实践训练体系建设 常熟理工学院 许广举

201701038013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东北大学 张立志

201701038014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长江大学创新创业实践训练体系改革 长江大学 刘松、裴潇

201701038015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创新创业的教学课程体系构建 安阳师范学院 杨伟鸽

201701038016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重庆邮电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重庆邮电大学 李红波

201701038017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郭宏

201701038018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项目评估、路演与投融资综合平台 河北经贸大学 张瑞峰

201701038019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实践能力提升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西安工程大学 刘瑞霞

201701039001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测试技术 厦门理工学院 崔建峰

201701039002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Spring MVC框架下的Web前端设计 昆明理工大学 潘晟旻

201701039003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开发技术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姬广永

201701039004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Html5开发入门 湘潭大学 欧阳建权

201701039005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站内容发布系统（WCMS） 吉首大学 颜一鸣

201701039006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项目为驱动的《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建设 青岛大学 李琳

201701039007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项目开发课程：《Web程序设计》 杭州师范大学 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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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9008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教师授课质量评估系统的开发 南昌师范学院 卢昕

201701039009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ython数据分析 聊城大学 李德奎

201701039010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前端开发基础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

学院
边玲

201701039011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平台Hadoop》课程建设 重庆工程学院 万川梅

201701039012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Query网页制作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张建华

201701039013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课程的敏捷教学 青海师范大学 宋长新

201701039014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社区类app开发 吉首大学 黄云

201701039015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移动终端应用开发课程建设 武汉理工大学 耿枫、袁德巍

201701039016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海岛养殖信息发布平台的开发 浙江海洋大学 顾沈明

201701039017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创新实践 浙江工业大学 董天阳

201701039018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移动互联网创新创业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宁波大红鹰学院 李兴远

201701039019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浙江科技学院 张玲

201701039020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移动web技术的在线考试系统开发 中国矿业大学 杨文嘉

201701039021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WEB前端进阶－HTML5+CSS3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

学院
霍利岭

201701039022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新工科”的物联网工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姚茂群

201701039023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B/S模式的新闻发布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
胡臻龙

201701039024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温州大学 何明昌

201701039025 杭州华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影网站制作与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张建华

201701040001 弘成科技发展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程序设计方法与实践 北京理工大学 李建武

201701040002 弘成科技发展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朱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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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0003 弘成科技发展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计算机网络》课程 及实验建设与共享 华东理工大学 程华

201701040004 弘成科技发展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算法设计与分析能力培养研究 湖南工程学院 文中华

201701040005 弘成科技发展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开发课程 重庆邮电大学 解绍词

201701041001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教材 北京大学 陈斌

201701041002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安全方向的C语言课程设计 重庆邮电大学 董振兴

201701041003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设计实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刘勇

201701041004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结构课程实践教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马建辉

201701041005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ccess数据库应用 北京联合大学 陈世红

201701041006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结构编程实验 复旦大学 吴永辉

201701041007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库技术通识应用 厦门华厦学院 王宁

201701041008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南京邮电大学 薛景

201701041009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学建模与数学软件 南京邮电大学 闫庆伦

201701041010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程序设计基础 青海大学 贾金芳

201701041011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前端 山东交通学院 王成

201701041012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计算基础及应用 武汉大学 张立强

201701041013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CM-ICPC MOOC 课程建设 西北工业大学 姜学锋

201701041014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算法设计与分析 湘潭大学 邹娟

201701041015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结合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算法设计与分析课程改革 中国矿业大学 毕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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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1016 
北京矩道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蒜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结构课程改革 中国石油大学 宋会英

201701042001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基础与案例 扬州大学 高功步

201701042002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概论 大连理工大学 逯宇铎

201701042003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背景下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青岛科技大学 李勋来

201701042004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与质量评价标准研究 青岛科技大学 李勋来

201701042005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 北方工业大学 孙强、魏芳

201701042006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赛学互促平台建设与赛事实施方案研究 北方工业大学 孙强

201701042007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跨境电子商务 北京物资学院 杨菁

201701042008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概论 新疆大学 陈珏、李金叶

201701042009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 江西财经大学 黎新伍、王根生

201701042010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教学改革 东华理工大学 侯俊华、邹静

201701042011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医药国际贸易 江西中医药大学 时洪洋

201701042012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航空物流管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文东

201701042013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山东省(济南)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教学
改革研究

齐鲁工业大学 杜同爱

201701042014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运营与管理 齐鲁工业大学 晁玉方

201701042015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英汉双语教程 鲁东大学 徐德宽、赵琪

201701042016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潍坊学院 刘明、刘鹏

201701042017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本科跨境电子商务教学改革研究 潍坊科技学院 刘璐、周生超

201701042018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多学科融合的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潍坊科技学院 张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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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2019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管理 潍坊科技学院 赵兴军、刘波

201701042020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营销策划 浙江师范大学 黄海滨、赵培

201701042021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产学合作与创新创业的电子商务课程体系构建 新疆农业大学 邓方江、刘维忠

201701042022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类学科竞赛辅导及项目案例教程 浙江外国语学院 方美玉

201701042023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实用英语 绥化学院 刘静、王颜敏

201701042024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客户服务 莆田学院 王容、王瑞

201701042025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基础 兰州工业学院 刘生慧、贾杰华

201701042026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实训教程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

学院
彭衡、何勇亭

201701042027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训与创新创业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徐国立

201701042028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概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黄钟慰

201701042029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出口运营管理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陈忠

201701042030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营销 常州工学院 李纪月

201701042031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

李艳红、王昆来、

宁凡

201701042032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运营管理 闽江学院 宋秀峰

201701042033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基础研修班 齐鲁工业大学
孟庆涛、贺宁、田

磊等

201701042034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基础研修班 青岛大学
周升起、张然、冯

蕾音等

201701042035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基础研修班 杭州师范大学 柯丽敏、周建国

201701042036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研修班 潍坊科技学院
李广伟、付晓玫、

郭秀刚等

201701042037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研修班 宁波大红鹰学院
徐莹、李银燕、孟
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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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2038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研修班 莆田学院
陈玉珍、姚鸿琨、
林晶

201701042039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单一窗口研修班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黄丽华、莒萍、戴

斯玮等

201701042040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单一窗口研修班 绥化学院
刘静、徐冬梅、王

颜敏

201701042041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单一窗口研修班 贵州商学院
董耀武、陈列、况

培颖

201701042042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研修班 武夷学院
梁丽萍、陈晓琴、

杨飞飞

201701042043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研修班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陈钦、刘贤昌、修

菊花等

201701042044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研修班 兰州工业学院
刘生慧、宋永智、
王媛媛

201701042045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法研修班 新疆农业大学 宋玉兰、张庆平

201701042046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法研修班 商丘师范学院
范云芝、司林胜、

魏文姬等

201701042047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跨境电子商务法研修班 齐鲁工业大学
马永强、苗旺、刘

学方等

201701042048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北京功能疏解下跨境电子商务实验室建设及人才培养中的应用解

决方案
北方工业大学 邓炜

201701042049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VR实
践体系建设

浙江师范大学 邹益民、包中文

201701042050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六体系两平台”背景下
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型和实用技能型实践条件建设

杭州师范大学
柯丽敏、周建国、
刘闯

201701042051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国（重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VR实

践体系建设
重庆邮电大学 蹇洁

201701042052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VR实

践体系建设
商丘师范学院

李海涛、司林胜、

菅典兵等

201701042053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国（广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VR综

合实验室建设与实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陈琳、许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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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2054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国（成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VR实
践条件建设

四川师范大学
付静、杨小平、郭
涛

201701042055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国（大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实践
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张英

201701042056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中国（宁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数据

分析与应用实践体系建设
宁波大红鹰学院 孟赟

201701042057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国（青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VR实

践体系建设
青岛大学 张锡宝

201701042058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VR实践体系建

设
闽江学院 宋秀峰

201701042059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山东（济南）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背景下校企协同培养复合
型、应用型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实践体系建设

齐鲁工业大学 张建峰

201701042060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山东（潍坊）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VR实
践体系建设

潍坊科技学院 张鹏、李广伟

201701042061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境电子商务实践体系建设 新疆农业大学 黄乙恩

201701042062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与VR实践实训平台

建设
新疆农业大学 黄乙恩、刘维忠

201701042063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深莞惠一体化的跨境电子商务实践体系建设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

学院
鞠晓红

201701042064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跨境电子商务实践基地建设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

原慧琳、杨勇

201701042065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综合实验室建设 兰州工业学院 贾杰华

201701042066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国际商贸专业群创新型跨境电子商务实践条件建设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陈忠、沈斐敏

201701042067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现代商贸服务业综合实验室建设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刘丹

201701042068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电子商务实践条件建设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
彭哨、赵宗泽

201701042069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产、学、研、用”合作机制下面向俄罗斯的跨境电子商务实践
条件建设

牡丹江师范学院
李福生、张欣阳、
魏丽英

201701042070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 泰山学院 杨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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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2071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跨境电子商务策划与运营服务平台建设 武夷学院 梁丽萍

201701042072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山东省跨境电子商务产学联盟-青岛大学-校友企业创新实践
教学联合体的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青岛大学 纪尚安

201701042073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一带一路”背景下应用型国际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齐鲁工业大学 邹志勇

201701042074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潍坊科技学院 于江学、郭秀刚

201701042075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孵化平台建设 潍坊科技学院 李树强、陈芳

201701042076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121”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
付静、杨小平、郭
涛

201701042077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成都师范学院 高丁莉、何代忠

201701042078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商务创新创业改革 兰州工业学院 刘生慧

201701042079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等学校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

学院
赖忠孝

201701042080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形态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路径探索与实施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徐国立

201701042081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季祖强

201701042082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目标导向的电子商务校企合作育人模式研究 广东东软学院 王东波、陈锋

201701042083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商务人才创新创业改革研究 山东管理学院
郭丕宽、张洪军、
杨成宝

201701042084 开元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教育部—开元电子商务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跨境电子商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梁绮惠

201701043001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设计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湖北大学 黄辰

201701043002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FMS的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课程建设 常熟理工学院 胡朝斌

201701043003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时代下面向多层次人才体系的信息化制造教学模式探索与
实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朱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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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3004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LC技术系列课程内容和教学体系改革 广西师范学院 唐英姿

201701043005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制造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太原工业学院 娄菊红

201701043006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制造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临沂大学 韩虎、田相克

201701043007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化工业工程试验与实践课程体系改革 兰州理工大学 廖世龙

201701043008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制造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朱文华

201701043009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制造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华东交通大学 刘燕德、王均刚

201701043010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制造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南通大学 王恒

201701043011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机器人控制师资培训 兰州城市学院 范新强

201701043012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智能制造师资培训 潍坊学院 张鹏

201701043013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智能制造师资培训 北京化工大学 马秀清

201701043014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3D打印智能云工厂 浙江大学 张林初

201701043015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智能制造师资培训 淮阴工学院 姜海林

201701043016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面向智能制造的专业课教师师资培训与提升 陕西理工大学 冯小明

201701043017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智能制造师资培训 长春理工大学 曹国华

201701043018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智能制造与机电系统工程师资培训与提升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

工程学院
李永强

201701043019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智能制造师资培训 常熟理工学院 刘燕

201701043020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面向智能制造的CAD/CAM综合训练师资培训 兰州理工大学 靳岚

201701043021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宋强

201701043022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常州大学 柳铭

201701043023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浙江科技学院 段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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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3024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工程实践实训中心建设 闽江学院 唐晓腾

201701043025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齐洪方

201701043026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华东交通大学 杨洋

201701043027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南通大学 朱益民

201701043028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创新实践实训中心 邵阳学院 陈志刚

201701043029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多功能智能机械创新实验实践条件建设 上海大学 周文静

201701043030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柔性制造实验室 山西能源学院 任晓霞

201701043031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常熟理工学院 包轩庭

201701043032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南通大学 徐晓艳

201701043033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化工大学 冯江鸿

201701043034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淮海工学院 朱文亮

201701043035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连民族大学 陈兴文

201701043036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车铣磨柔性制造单元-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吉林大学 朱先勇

201701043037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徐博铭、邱鹏飞

20170104400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indows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程东

20170104400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indows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云南民族大学 冉德君

20170104400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indows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昆明理工大学 江虹

20170104400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西南林业大学 胡坤融

20170104400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云南财经大学 曾志勇

20170104400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楚雄师范学院 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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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400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蒋文蓉

20170104400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淮北师范大学 张栋冰

20170104400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蚌埠学院 侯勇

20170104401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山西财经大学 郑芳

20170104401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中山大学 王盛邦

20170104401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黑龙江科技大学 黄耀群

20170104401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安全设备配置管理课程体系建设 黑龙江科技大学 赵金宪

20170104401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安全设备配置管理课程体系建设 福建农林大学 刘必雄

20170104401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安全设备配置管理课程体系建设 厦门大学 郑炜

20170104401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等级保护课程体系建设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汪云路

20170104401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等级保护课程体系建设 三明学院 尤垂桔

20170104401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Linux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三明学院 刘莉

20170104401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Linux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 李美蓉

20170104402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Linux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四川师范大学 高悦翔

20170104402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攻击与防护课程体系建设 西南石油大学 张恒汝

20170104402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攻击与防护课程体系建设 太原理工大学 朱晓军

20170104402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攻击与防护课程体系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青

岛）
徐建国

20170104402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攻击与防护课程体系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泰

安）
徐誉尹

20170104402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攻击与防护课程体系建设 临沂大学 王九如

20170104402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江西理工大学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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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402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东北农业大学 张铁军

20170104402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山东建筑大学 李国文

20170104402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安全课程体系建设 东北大学 徐剑

20170104403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技术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大理大学 李晓伟

20170104403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技术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红河学院 张培

20170104403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技术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邓世昆

20170104403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技术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云南师范大学 王保云

20170104403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尹颖禹

20170104403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韶关学院 孙宇锋

20170104403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云南民族大学 冉德君

20170104403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昆明理工大学 李英娜

20170104403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西南林业大学 胡坤融

20170104403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云南财经大学 曾志勇

20170104404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楚雄师范学院 王志刚

20170104404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徐训林

20170104404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华北理工大学 陈学斌

20170104404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徐刚

20170104404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河南科技学院 古乐声

20170104404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郑州师范学院 高宏

20170104404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淮北师范大学 宋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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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404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西安邮电大学 浩明

20170104404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商洛学院 王威

20170104404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中国石油大学 石乐义

20170104405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中山大学 王盛邦

20170104405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山东科技大学（泰

安）
安新军 

20170104405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山东建筑大学 戚文静

20170104405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青岛大学 咸鹤群

20170104405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网络安全实验室 山东政法学院 吴剑

20170104405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信息安全虚拟仿真实验室 福建农林大学 刘必雄

20170104405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三明学院 尤垂桔

20170104405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龙岩学院 李伙友

20170104405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厦门大学 郑炜

20170104405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泉州师范学院 朱达欣 

20170104406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贵州民族大学 张明生

20170104406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徐明

20170104406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湖南城市学院 周建存

20170104406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范双南

20170104406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南昌大学 邹春华

20170104406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山东建筑大学 李国文

20170104406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湖南师范大学 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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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406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电子科技大学 李美蓉

20170104406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四川师范大学 高悦翔

20170104406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西南交通大学 黄文培

20170104407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燕山大学 王常武

20170104407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训实验室 太原理工大学 朱晓军

20170104407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河北师范大学 赵冬梅

20170104407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河北大学 杜瑞忠

20170104407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山东科技大学（青

岛）
徐建国

20170104407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临沂大学 王九如

20170104407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东北农业大学 张铁军

20170104407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江西理工大学 王俊岭

20170104407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九江学院 尧时茂

20170104407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大理大学 李晓伟

20170104408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孟坤

20170104408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红河学院 张培

20170104408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邓世昆

20170104408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安全实训实验室 云南师范大学 王保云

20170104408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渗透测试工程师实训 广东工业大学 滕少华

20170104408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渗透测试工程师实训 韶关学院 孙宇锋

20170104408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渗透测试工程师实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谢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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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408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渗透测试工程师实训 广东科技学院 田立伟

20170104408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渗透测试工程师实训 广州商学院 姜灵敏

20170104408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渗透测试工程师实训 广州大学 高鹰

20170104409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渗透测试工程师实训 五邑大学 刘兴林

20170104409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逆向分析工程师实训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张谦

20170104409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逆向分析工程师实训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天河学院
王煜林

20170104409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逆向分析工程师实训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程东

20170104409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逆向分析工程师实训 云南民族大学 冉德君

20170104409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逆向分析工程师实训 昆明理工大学 缪祥华

20170104409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逆向分析工程师实训 西南林业大学 胡坤融

20170104409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逆向分析工程师实训 云南财经大学 曾志勇

20170104409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逆向分析工程师实训 楚雄师范学院 王志刚

20170104409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逆向分析工程师实训 华北理工大学 陈学斌

20170104410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工程师实训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徐刚

20170104410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工程师实训 郑州轻工业学院 甘勇

20170104410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工程师实训 郑州师范学院 高宏

20170104410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工程师实训 安徽财经大学 徐勇

20170104410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工程师实训 淮北师范大学 张栋冰

20170104410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工程师实训 商洛学院 王威

20170104410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php工程师实训 山东交通学院 黄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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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410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数据安全工程师实训 滨州学院 陈巩

20170104410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数据安全工程师实训 黑龙江科技大学 江晓林

20170104410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数据安全工程师实训 龙岩学院 李伙友

20170104411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数据安全工程师实训 厦门大学 郑炜

20170104411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数据安全工程师实训 泉州师范学院 朱达欣

20170104411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数据安全工程师实训 贵州民族大学 张明生

20170104411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攻防实训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卞广旭

20170104411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攻防实训 沈阳师范大学 李航

20170104411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攻防实训 东北农业大学 王艳

20170104411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攻防实训 山东财经大学 杨春艳

20170104411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攻防实训 山东建筑大学 马宏伟

20170104411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攻防实训 山东政法学院 吴剑

20170104411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安全进阶技术实训 西南交通大学 黄文培

20170104412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安全进阶技术实训 西南石油大学 张恒汝

20170104412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安全进阶技术实训 西华大学 赵成芳

20170104412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安全进阶技术实训 电子科技大学 王添杨

201701044123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安全进阶技术实训 燕山大学 王常武

201701044124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安全进阶技术实训 太原理工大学 朱晓军

20170104412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安全进阶技术实训 河北师范大学 关守义

201701044126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安全进阶技术实训
山东科技大学（青

岛）
廉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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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4127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安全进阶技术实训 临沂大学 王九如

20170104412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安全工程师实训 江西理工大学 王俊岭

20170104412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安全工程师实训 东北大学 程维

20170104413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安全工程师实训 湘潭大学 成洁

201701044131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安全工程师实训 红河学院 张培

20170104413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网络安全工程师实训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邓世昆

201701045001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应用型本科转型的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研究
长春工程学院 李志新

201701045002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青岛理工大学 马国兵

201701045003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第二课堂中大学生创业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研究——以物联网方

向为例
渭南师范学院 朱创录

201701045004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互联网络环境的教学模式的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李长松

201701045005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利用项目驱动法开展物联网工程专业课程个性化教学的研究 河北科技大学 张雪梅

201701045006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个性化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河北科技大学 阮冬茹

201701045007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王云华

201701045008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挖掘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廷淮、宋法根

201701045009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概论 长春师范大学 赵东

201701045010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ICT实验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李明照

201701045011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学合作推动下物联网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山东交通学院 刘洋

201701045012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应用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徐学红

201701045013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工程专业产学研究合作育人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张丹彤

201701045014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研究与开发 云南民族大学 陈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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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5015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传感网原理及应用技术 云南民族大学 陈君华

201701045016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程序设计实验 云南大学 尉洪

201701045017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移动互联的计算机硬件系列课程建设与改革 云南大学 何乐生

201701045018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CDIO模式的信管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北京农学院 张娜

201701045019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RFID原理与应用》课程建设 蚌埠医学院 朱文婕、陈玉娥

201701045020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李缨

201701045021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山东女子学院 孙洪峰

201701045022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骨干教师物联网研修班 长江师范学院 李柳柏

201701045023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专业建设及教学培训班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柯捷

201701045024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骨干教师物联网研修班 沈阳大学 兰丽辉

201701045025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专业建设及教学培训班 天津科技大学 于洋

201701045026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实验实训基地建设 河南工学院 徐立新

201701045027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基础及创新实训室建设 河南科技学院 张平川

201701045028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河北科技大学—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实践教育基地建

设
河北科技大学 张永强

201701045029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工程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体系建设 山东交通学院 武华

201701045030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云教室平台建设 铜陵学院 王丽萍

201701045031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白城师范学院-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物联网联合人才培

养基地建设
白城师范学院 高仁才

201701045032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计算机实验中心创新创业实践环境的研究与构建 北京农学院 李小顺

201701045033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慧星球”创客基地 长江师范学院 罗军

201701045034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沈阳大学网络创客基地 沈阳大学 任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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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5035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能互联创新实验室 沈阳大学 莫晔

201701045036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能盆栽 长江师范学院 罗军

201701045037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无线传感器网络室内定位策略的研究 通化师范学院 邢岩

201701045038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云平台的健康管理APP 蚌埠医学院 张德成、朱文婕

201701045039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Ipark”智能停车系统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杨学颖

201701045040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慧实验室管理系统 洛阳理工学院 李明照

201701045041 联创中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能输液报警系统 渤海大学 阎琦

20170104600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RFID导航通信技术与应用 北京理工大学 高洪民

20170104600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Proteus创新创业应用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杜刚

20170104600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众创空间实训基地 大连理工大学 王开宇

20170104600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能电子创客空间 沈阳大学 刘闯

20170104600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项目驱动创新实践型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北华大学 李建永

20170104600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湖北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 湖北工业大学 谭保华

20170104600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能汽车创新设计改革 陕西师范大学 张钰

20170104600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

分校
吴瑞坤

201701046009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集宁师范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集宁师范学院 聂阳

201701046010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物联网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 陈君华

20170104601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湖南科技学院-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共建创新创业教

育中心”
湖南科技学院 张彬

20170104601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改革
赣南师范大学科技

学院
蔡岗

20170104601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改革 大连民族大学 何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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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601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改革 北华大学 高兴华

20170104601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者，行者 西藏大学 董志诚

20170104601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物联网+”大创项目训练 天津城建大学 李聃

20170104601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大连大学 王东

20170104601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高级数字系统设计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山丹

201701046019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射频识别原理及应用 宝鸡文理学院 任晓莉

201701046020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及物联网应用 陇东学院 刘正岐

20170104602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应用与开发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

分校
陈国钦

20170104602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工程概论 保定学院 刘凤田

20170104602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传感器网络 河北北方学院 郭晓玲

20170104602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西南林业大学 鲁莹

20170104602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电子技术应用培训班 北京理工大学 王美玲

20170104602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驱动开发培训班 中国农业大学 李辉

20170104602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电子技术应用培训班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朱明达

20170104602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RFID技术应用培训班 中央民族大学 宋伟

201701046029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通信技术应用培训班 北京交通大学 任杰

201701046030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工业4.0技术应用培训班 北京联合大学 李永霞

20170104603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技术应用培训班 北方工业大学 翟纬枫、董哲

20170104603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物联网技术应用培训班 大连科技学院 王立娟、林波

20170104603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技术应用培训班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黄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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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603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无线传感网技术应用培训班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陶志勇

20170104603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物联网技术应用培训班 辽宁科技大学 张文宇

20170104603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应用培训班 沈阳大学 范立南

20170104603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工业4.0应用培训班 北华大学 李建永

20170104603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无线传感网技术应用培训班 长春大学 于存江

201701046039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工业4.0技术应用培训班 东北林业大学 郭成波

201701046040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RFID技术应用培训班 东北林业大学 李丹

20170104604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物联网技术应用培训班 东北石油大学 韩建

20170104604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工业机器人应用培训班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

院
王绍峰

20170104604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Linux应用培训班 哈尔滨理工大学  宋明歆 

20170104604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机器人技术应用培训班 哈尔滨师范大学 张广玲

20170104604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Linux应用培训班 哈尔滨师范大学 栾良龙、张伟光

20170104604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物联网技术应用培训班 哈尔滨工业大学 史先俊

20170104604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Linux应用培训班 黑龙江科技大学 冯福生

20170104604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Android技术应用培训班 黑龙江科技大学 江晓林

201701046049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Qt技术应用培训班 佳木斯大学 李晶

201701046050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ROS机器人应用培训班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郑利华

20170104605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传感器技术应用培训班 贺州学院 何顺

20170104605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培训班 湖北工业大学 王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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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605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Android技术应用培训班 湖北工业大学 姚育成

20170104605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应用培训班 湖北经济学院 田浩

20170104605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应用型RFID技术培训班 湖北师范大学 梅斌

20170104605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ZigBee网络开发应用培训班 武昌工学院 刘静

20170104605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车联网技术应用培训班 九江学院 刘妍

20170104605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智能机器人应用培训班 新余学院 杨国军

201701046059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物联网综合技术应用培训班 闽南师范大学 田谦益

201701046060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IC设计培训班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胡敬朋、王庆娟

20170104606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3D打印技术应用培训班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李丽

20170104606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智慧农业应用培训班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韩洁琼

20170104606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IC设计培训班 广东海洋大学 朱旭东、 罗移祥

20170104606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工业物联网应用培训班 长沙理工大学 王静

20170104606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温室控制系统开发培训班 湖南农业大学 刘波

20170104606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IC设计培训班 南京邮电大学 孙科学

20170104606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GUI程序开发培训班 金陵科技学院 徐楠

20170104606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云计算及应用培训班 徐州工程学院 陈 奎

201701046069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ZigBee网络开发培训班 安徽财经大学 徐勇

201701046070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ROS机器人应用培训班 铜陵学院 孟伟东

20170104607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工业物联网技术应用培训班 陇东学院 刘正岐

20170104607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GUI程序开发培训班 西藏民族大学 赵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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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607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智能交通系统培训班 黄河交通学院 朱永琴

20170104607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温室控制系统开发培训班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郭秀峰

20170104607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3D打印技术应用培训班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
工程学院

陈天胜

20170104607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凌阳芯片设计培训班 集宁师范学院 聂阳

20170104607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嵌入式驱动开发培训班 聊城大学 王明红

20170104607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凌阳芯片设计培训班 泰山学院 马圣乾

201701046079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3D打印技术应用培训班 泰山学院 姜春玲

201701046080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云计算及应用培训班 六盘水师范学院 祝昆

20170104608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传感器技术应用培训班 怀化学院 邓云桂

20170104608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业4.0实训基地 新余学院 何玉珠

20170104608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综合应用实践能力提升建设 湖州师范学院 贾良权

20170104608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工程专业综合实践能力提升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 叶天语

20170104608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FPGA与嵌入式综合实训平台 湖南科技学院 李玲香

20170104608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智能家居项目开发实习实训 百色学院 罗明山

20170104608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西南林业大学 徐全元

20170104608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及嵌入式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河池学院 赵翠芹

201701046089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及嵌入式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王虎

201701046090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嘉应学院 刘越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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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6091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技术应用创新实训 西南林业大学
徐全员、 张晴晖

、王晓锐等

201701046092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卓越人才实训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王东 、杨发全、 
陈建文等

201701046093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Linux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湖南科技学院 潘海军

201701046094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嵌入式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董句

201701046095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及嵌入式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闽南师范大学 陈志翔

201701046096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Linux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湖北工业大学 姚育成

201701046097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嵌入式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湖北师范大学 万莲

201701046098 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Linux技术应用实习实训 武昌工学院 张琰、龚义建

201701047001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器学习》课程建设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翔

201701047002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R语言与数据分析应用》课程建设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王剑波

201701047003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技术与分析教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张晓明

201701047004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hadoop应用开发技术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卜范玉

201701047005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可视化技术 贵州商学院 袁华

201701047006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Scala程序设计及案例分析课程建设 泰山学院 马召贵

201701047007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实时计算技术与应用课程建设 武汉纺织大学 魏雄

201701047008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师资培训 上海电机学院 汪鑫

201701047009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师资培训 临沂大学 赵德玉

201701047010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师资培训 武汉商学院 周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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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7011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师资培训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陈刚

201701047012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与智能决策研究平台建设 河北工业大学 康凯

201701047013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应用研究支撑环境建设 河北工业大学 耿立校

201701047014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综合实验室 内蒙古财经大学 乔晓华

201701047015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教学实验室 东北石油大学 刘今子

201701047016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智能分析与挖掘实验室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温廷新

201701047017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普开数据实践条件建设项目 东北电力大学 娄建楼

201701047018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与物联网实验室 华东交通大学 姜楠

201701047019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普开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贾银山

201701047020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长江大学-普开数据公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长江大学 熊杰

201701047021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软件工程专业工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武汉纺织大学 魏雄

201701047022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福建工程学院-普开数据实践教学平台合作建设项目 福建工程学院 潘正祥

201701047023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技术实验室的开发与利用 泰山学院 禹朴勇

201701047024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技术实验室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张晓明

201701047025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金融大数据分析实验室 哈尔滨金融学院 齐景嘉

201701047026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羊四清

201701047027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岭南师范学院-普开大数据学院建设与实践 岭南师范学院 杨俊杰

201701047028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航运云数融合创新人才协同育人中心 广州航海学院 蒋翔

201701047029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智能分析与挖掘实验室 巢湖学院 陈佩树

201701047030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与智慧商务实践教学平台 贵州财经大学 邓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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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7031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普开大数据实验平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肖政宏

201701047032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实践条件建设项目-数字媒体技术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

学院
王双喜

201701048001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重庆理工大学 傅由甲、王勇

201701048002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移动互联网开发技术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贾银山、李文超

201701048003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程序设计基础 陕西理工大学 李军、巍佳

201701048004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山东交通学院 朱振方

201701048005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程序设计基础 阿坝师范学院 蹇旭

201701048006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前端技术 湖南科技学院 吕兰兰

201701048007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移动应用软件开发技术 北华大学 辛平、王忠礼

201701048008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平台开发基础 江西理工大学 兰红、郑剑

201701048009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前端开发 江西理工大学 胡健

201701048010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应用开发实训 攀枝花学院
兰全祥、刘亚尼、

程江珂

201701048011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语言应用开发实践
浙江树人学院（浙
江树人大学）

王章权、朱斌

201701048012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ython程序设计 通化师范学院 闫丽、于江涛

201701048013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移动互联应用开发 大连民族大学 何加亮

201701048014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objeetive-C语言 烟台南山学院 王红华

201701048015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语言程序设计 烟台南山学院 田华、肖川

201701048016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平顶山学院 王巍、时合生

201701048017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ython程序设计 河南理工大学 朱世松

201701048018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ython程序设计 湖州师范学院 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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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8019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MOOC平台的网页设计课程翻转课堂教学研究 北方工业大学 杜春涛、刘高军

201701048020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程序设计 蚌埠学院 马程

201701048021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使用HTML5设计富界面 淮阴工学院 王媛媛、赵建洋

201701048022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HTML5程序设计 重庆科技学院
雷亮、黄永文、游

明英

201701048023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混合课堂模式下的《数字电路》课程 烟台大学
王中训、晋刚、张

郁辉等

201701048024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高级程序设计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
学院

王琦晖、王李冬

201701048025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实践类课程建设 宁波工程学院 滕宇

201701048026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校企协同的个性化专业引导和学业规划的创新机制研究 宁波工程学院 刘良旭、于华

201701048027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西南石油大学 陈汶滨

201701048028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语言程序设计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李海生、郑鑫

201701048029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类专业课内容实时更新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郑鑫、宋俊慷、张

晓洁

201701048030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凌永国、黄灿胜、

杨秀增等

201701048031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移动互联网应用项目实训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任长宁

201701048032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 太原科技大学 柏艳红、李虹

201701048033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python的大数据分析 青岛大学
孙更新、宾晟、陈

宇等

201701048034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前端开发 山东工商学院 刘化波

201701048035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库系统概论 赣南师范大学 张俊珍

201701048036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程序设计 赣南师范大学 李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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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8037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语言程序设计 衡阳师范学院 李浪、郑光勇

201701048038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程序设计 怀化学院 彭小宁

201701048039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程序设计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小海

201701048040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移动互联的安卓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武汉科技大学
柯鹏、胡威、张智

等

201701048041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Linux操作系统应用 山东交通学院 黄卫东

201701048042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实验室 陕西理工大学 李征

201701048043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软件开发实验室 阿坝师范学院 刘洪江、蹇旭

201701048044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JavaEE企业化系统训练云平台 湖南科技学院 尹向东

201701048045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Android平台开发基础（移动开发实验室） 江西理工大学 兰红、郑剑

201701048046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python的大数据分析（ Linux云计算及系统运维实验室） 江西理工大学 胡健

201701048047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AR实训及创新实验室 武昌工学院 卢云霞

201701048048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移动开发（IOS/Android） 四川理工学院 何海涛

201701048049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AR实训及创新实验室 淮海工学院
张金学、掌明、程

加力

201701048050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物联网）实践创新基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陈万志

201701048051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创业实验室 滁州学院 王精明

201701048052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计算机专业实验建设 赣南师范大学 何显文

201701048053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C语言程序设计 赣南师范大学 李佳林

201701048054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Oracle大数据实验室 怀化学院 彭小宁

201701048055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信息安全实验室 山东科技大学 梁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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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8056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协同创新与应用实验室 武汉科技大学 王晓峰

201701049001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慕课课程建设 北京交通大学 马迪芳

201701049002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SPOC和MOOC的软件项目管理课程资源建设 北京邮电大学 韩万江

201701049003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组织与结构”慕课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赖晓晨

201701049004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IT行业职场英语》慕课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王宇

201701049005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设计 大连理工大学 邱铁

201701049006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导论 大连理工大学 宁兆龙

201701049007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系统分析与设计》MOOC课程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马瑞新

201701049008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器学习》慕课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东北大学 邓卓夫

201701049009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课程《软件工程》的慕课建设 东北大学 张爽

201701049010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MOOC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忠杰

201701049011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经济学》慕课建设与实践 华南理工大学 左保河

201701049012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实践教学改革的“软件测试与软件质量保证”慕课课程混合

式教学模式探索
华中科技大学 武剑洁

201701049013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MOOC课程体系研究与创新实践 云南大学 康雁

201701049014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综合技能实践MOOC课程建设 云南大学 李海

201701049015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Java的XML技术及运用Mooc课程体系建设 云南大学 李浩

201701049016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工程MOOC课程体系研究与创新实践 云南大学 林英

201701049017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网络原理MOOC课程建设 云南大学 王世普

201701049018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工程发展史 云南大学 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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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9019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分布式系统与云计算慕课建设 云南大学 周维

201701049020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开发技术》慕课建设 重庆大学 王成良

201701049021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互联网+的《操作系统》课程教学综合改革 华南理工大学 张杨

201701049022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慕课制作 天津大学 陈锦言

201701049023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离散数学》MOOC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 顾小丰

201701049024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依托智慧教育平台的《WEB应用程序设计》课程建设 西安工程大学 赵旭

201701049025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软酷网的计算机大类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改革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杨鹤

201701049026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群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王春枝

201701049027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结构与算法综合实验教学改革 武汉理工大学 钟忺

201701049028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内容改革研究 河南工学院 刘丹

201701049029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软件产业人才培养计划的课程群建设 河南农业大学 刘合兵

201701049030 武汉市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软件工程专业产业人才培养计划的课程群建设 武汉科技大学 袁嵩

201701050001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类专业单片机课程建设-基于RL78系列 东北林业大学 赵永辉

201701050002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南京邮电大学 肖建

201701050003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石春

201701050004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瑞萨嵌入式RL78原理与应用 合肥工业大学 罗乐

201701050005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 何顶新

201701050006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山东理工大学 李守好

201701050007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智能车为载体的基于RL78的教材开发 山东理工大学 李守好

201701050008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微机控制系统及应用 西安交通大学 蔡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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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0009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RH850单片机的教材开发 上海交通大学 杨林

201701050010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改革实践 济南大学 李春梅

201701050011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单片机嵌入式联合实验室 大连理工大学 吴振宇

201701050012 瑞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单片机嵌入式联合实验室 武汉理工大学 周新民

201701051001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数据分析方向) 嘉兴学院 何丰

201701051002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金融)数据挖掘/大数据机器学习 山西财经大学 吕亚丽

201701051003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高中数据科学素养：大数据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王鹏、孙睿

201701051004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技术教学项目驱动式探索 南京大学 张洁

201701051005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 重庆工商大学 付东炜

201701051006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师资培训 中国矿业大学 刘晋

201701051007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师资培训 湖北工业大学 王云艳

201701051008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师资培训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丁勇

201701051009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师资培训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邓维

201701051010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师资培训 徐州工程学院 鲍蓉

201701051011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师资培训 重庆科技学院 王洪柯

201701051012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师资培训 陕西师范大学 张钰

201701051013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师资培训 山西财经大学 梁敏

201701051014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师资培训 沈阳大学 吴微

201701051015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技术实训实验室 南京大学 陶烨

201701051016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应用开发、大数据智能分析处理应用方向实践条件建设 常熟理工学院 张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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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1017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面向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实践条件建设 徐州工程学院 鞠训光

201701051018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实训实验室实践条件建设 山东大学 韩振

201701051019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技术实践条件建设 中国矿业大学 刘晋

201701051020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实践条件建设 湖南大学 蒋斌

201701051021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基础开发技术实践条件建设 南京晓庄学院 田蓓艺

201701051022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实践条件建设 西华师范大学 贺春林

201701051023 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实验室实践条件建设 重庆科技学院 王洪柯

201701052001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环境下《财务分析》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与内容创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戴悦、朱恩涛

201701052002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小微企业的地方高校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探索 盐城工学院 卢新国

201701052003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公司治理沙盘模拟实训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 熊凌云

201701052004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本科《财务分析》课程配套实训内容开发研究 井冈山大学 周群华

201701052005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管理会计实践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福建江夏学院 陈海烽

201701052006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共享中心课程平台研究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

学院

刘海燕、蒋薇薇、

张蓓

201701052007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慧教评模式下的财务管理应用型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
课程开发

厦门华厦学院 汪婷婷

201701052008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决策学》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东北农业大学 王积田

201701052009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管理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天津科技大学 尹钧惠

201701052010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技术下会计课程体系重构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李爱红

201701052011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会计学》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 重庆文理学院 田书芹

201701052012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决策综合实训”课程群的开发与实践——基于网中网财务

决策平台的实验室发展规划
四川师范大学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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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2013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审计实训教学开展模式研究 延边大学 李春姬

201701052014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云平台财务管理专业实训课程体系设计与开发 长江师范学院 王凤羽

201701052015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复合型财会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研究 西华师范大学 陶月英

201701052016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财务决策平台的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中心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晓东

201701052017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杭电信工网中网产学合作财会实践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吴伟

201701052018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杭州商学院财会专业实践教学中心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商学院
陈建宇

201701052019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财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 济南大学 刘毅

201701052020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业务财务税务一体化的财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江炼

201701052021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财务决策服务的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研究 玉林师范学院 傅凌玲

201701052022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无纸化作业平台”的会计学专业教学平台实践条件建设研
究

潍坊学院 王来群

201701052023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审计与财务服务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福建江夏学院 潘琰

201701052024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财务决策实验室建设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
学院

刘海燕、蒋薇薇

201701052025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财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哈尔滨广厦学院 王静

201701052026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独立学院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
学院

王晓欣

201701052027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跨专业财会综合实训大厅 郑州财经学院 王宇

201701052028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实践条件建设项目 延边大学 沈英

201701052029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财务的经营管理决策能力训练中心建设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

仲旭

201701052030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财务为经营管理决策服务的创新创业能力训练中心

西安欧亚学院 罗艳妮

201701052031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保山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基于业务财务税务一体化的财会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建设
保山学院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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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2032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财务为经济管理决策服务的创新创业能力训练中心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
赵宗泽

201701052033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杭商财会系实训类师资培训计划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商学院
陈建宇

201701052034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双师型财会师资培训 玉林师范学院 许进杰

201701052035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财会实训教学师资研修 铜陵学院 吴洋

201701052036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无纸化作业考试应用案例分享培训 南京审计大学 董必荣

201701052037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财会实践教学“双师型”师资能力塑造 阜阳师范学院 张士连

201701052038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财会专业骨干教师研修班 湖北工业大学 王章渊

201701052039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会计专业教师财会业务实践研修班 大连财经学院 耿慧敏

201701052040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会计实务前沿知识培训班 河套学院 狄方馨

201701052041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会计实务能力提升师资培训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

学院
韩俊静

201701052042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师资培训 郑州财经学院 卫强

201701052043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财务决策课程教学培训 重庆文理学院 滕忠路

201701052044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西南交大希望学院会计智慧型教师养成计划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

学院
程岩

201701052045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会计学专业师资培训 延边大学 张志花

201701052046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背景下财会新技术培训 延边大学 沈英

201701052047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公司管理与财务专题培训班 安康学院 成党伟

201701052048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财会师资能力提升培训 保山学院 李霞

201701052049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会计教师专业提升研修班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
崔瑛

201701052050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师资培训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

工程学院
文雯、刘婷、郭璇

201701052051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职业化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建设 玉林师范学院 龚榆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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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2052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财务运营与决策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福建江夏学院 郑曈

201701052053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出纳、会计、财务管理岗位暑期实训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

学院
蒋薇薇、刘海燕

201701052054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会计业务流程实习 南京审计大学 董必荣

201701052055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会顶岗及虚拟仿真实习 阜阳师范学院 张士连

201701052056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出纳、会计、财务管理岗位实习 湖北工业大学 王章渊

201701052057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企业业务流程和财会核算实习 沈阳建筑大学 傅国忠

201701052058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会计学专业实习实训 延边大学 张志花

201701052059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务管理决策企业实践 重庆文理学院 郑立

201701052060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业投融资管理》课程资源建设 广州大学 任政亮、周兵

201701052061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业财务e点通 铜陵学院 毛腊梅

201701052062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业财务实训课程建设 华中农业大学 包晓岚

201701052063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独立学院财会专业学生实习实训模式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

学院
王晓欣

201701052064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环境下管理学科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和实践训练体系

研究
黑龙江科技大学 张庆华

201701053001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贯穿式电子电工技术教学平台设计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

学院
于云华

201701053002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MooC课程 电子科技大学 刘益安

201701053003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传感器原理、物联网、实验模式改革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

学院
郑伟南

201701053004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传感器原理及课程资源建设 南昌大学 谢建宏

201701053005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模拟电子技术”口袋实践课程建设 华北电力大学 柳赟

201701053006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模一体式电工电子技术教学 厦门大学 李继芳

201701053007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模拟电子技术及数字电子技术教学 北京化工大学 王琪

第 125 页，共 170 页



项目编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学校 负责人

201701053008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微课建设 山东大学 王勇

201701053009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建设 山东大学 徐辉

201701053010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系统能力的计算机组成原理教学改革 华北电力大学 闫江毓

201701053011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体系结构教程 中国农业大学 黄岚

201701053012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体系结构教程编写 首都师范大学 关桂霞

201701053013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FPGA设计与应用 上海电机学院 宁建红

201701053014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工程教育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建设与实践 兰州交通大学 喻俊淇

201701053015 北京时代行云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计算机组成原理师资培训 吉林大学 邹淑学

201701054001 北京泰恒升维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奖金 中国海洋大学 陈钟红

201701054002 北京泰恒升维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共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中国海洋大学 王曙光

201701054003 北京泰恒升维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共建创业实践训练体系 中国海洋大学 程振明

201701054004 北京泰恒升维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师生创业投资 宜春学院 熊东平

201701055001 广东天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学前儿童健康联合实验室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蒋家傅

201701055002 广东天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教育技术学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王玉龙

201701055003 广东天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学前教育大学生顶岗教育实习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孙文云

201701056001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运动控制系统》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 金陵科技学院 司海飞

201701056002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EDA技术课程改革 武汉纺织大学 刘丰

201701056003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环境、资源专业实验与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研究 江苏理工学院 孔峰

201701056004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液压与气动类课程梯次性模块化实验教学体系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 李忠新

201701056005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工程认证的“过程控制及仪表”课程教学改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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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6006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教学内容改革与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廉玉欣

201701056007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智能时代背景下《现代物流装备》课程体系的教学改革与研

究
上海海洋大学 吕超

201701056008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力电子技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浙江工业大学 南余荣

201701056009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工艺实习课程MOOC建设 北京交通大学 徐建军

201701056010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立足于供给侧改革的建筑电工学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 蔡姣

201701056011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卓越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

学改革
黄冈师范学院 祖一康

201701056012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控机床装调与维修》课程建设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何玉安

201701056013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应用型本科专业“电工学”课程建设探索

与实践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
韩金玉

201701056014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专业认证背景下的数控技术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内蒙古工业大学 毕俊喜

201701056015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本科“电力电子技术”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刘金华

201701056016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自动化专业《新生研讨课》建设与实践 安徽工业大学 张捍东

201701056017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流体输配管网》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构建与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 李国建

201701056018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电子技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李志新

201701056019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控制类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王丹

201701056020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本科《工业机器人技术综合实训》课程建设的创新与实践 重庆文理学院 吴光永

201701056021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信息工程学科进展》产学教融合改革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王卫星

201701056022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力系统运行与设计课程群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临沂大学 从兰美

201701056023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研究 广西科技大学 刘瑞琪

201701056024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机及拖动基础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广西科技大学 王世刚

201701056025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课程“产学研用创”融合教学改革 陇东学院 李高清、王彦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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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6026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开放实验室电子元器件自助服务系统设计与实现 湖南大学 马子骥

201701056027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嵌入式GUI交互型供电智能综合保护器设计 河南理工大学 崔启明

201701056028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EPGA的可重配置数字实验系统 安徽师范大学 邓亚颂

201701056029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互联网+”无线充电平台 重庆理工大学 王军雄

201701056030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红外全向信标识别机器人 大连理工大学 岳兵

201701056031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物联网的康养智能自动家居设计 南通大学 李海燕

201701056032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面向开放实验室的软件定义配电系统 徐州工程学院 秦坦真

201701056033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物联网的农田无线监控系统 广西科技大学 秦丽君

201701056034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FRID固定资产智能管理系统 深圳大学 陈纪锋

201701056035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家居系统师资培训 武昌理工学院 魏鉴

201701056036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双师型教师培训 西南石油大学 赵书朵

201701056037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楼宇智能化技术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培训 长江师范学院 李松柏

201701056038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师培训基地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刘晓琴

201701056039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新能源与微电网技术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师资培训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吴秋轩

201701056040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智能电网技术师资培训中心 西安工业大学 吴杰

201701056041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楼宇智能化技术（智能建筑环境设备自动化方向） 浙江大学 何一坚

201701056042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化设计与仿真制造实验室 昆明理工大学 滕宝仁

201701056043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综合应用技术实验开发平台 淮阴工学院 杨玉东

201701056044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船舶电气维修技术实验装置的研制开发 大连海事大学 吴浩峻

201701056045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实验室建设 浙江理工大学 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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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6046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轨道交通信号智能控制与视觉识别综合实验室 临沂大学 安霆

201701056047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光电/电子信息类专业用综合技术实验开发平台建设 中国计量大学 黄昌清

201701056048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化工过程控制平台建设与实验开发 青岛大学 方龙

201701056049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工厂产线虚拟仿真系统联合实验室建设 沈阳工业大学 朱玉华

201701056050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天煌科技-南信大创新联合实验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刘恒、徐中兵

201701056051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建筑智能实验室实践条件建设 长江师范学院 赵隆峰

201701056052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实验平台建设 湖北工程学院 吕昊

201701056053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本科电工电子技术智能实验室的建设与研究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
姜亚萍

201701056054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大学生工程能力训练及应用型创新实践人才培养的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应用技术示范实验室建设
黄冈师范学院 杨宇卿

201701056055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业自动化与智能制造实验中心 黄冈师范学院 喻国铭

201701056056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新能源风光发电综合实训室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刘金华

201701056057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典型应用技术实践基地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
学院

李晓雪

201701056058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的电气类综合实验平台建设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毛君

201701056059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综合实践创新教学校企联合实验室 中国矿业大学 田劼

201701056060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业机器人——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大学 朱先勇

201701056061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科目递进下的微机应用综合实验实践条件建设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单鸿涛

201701056062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电网实验室建设 临沂大学 刁述妍

201701056063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模具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中心 盐城工学院 周海

201701056064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仿真技术在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的应用研究 浙江农林大学 彭何欢

201701056065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业机器人实验室建设 广西科技大学 潘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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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6066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柔性先进制造自动化系统实践中心建设 广西科技大学 罗文广

201701056067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工厂联合实验室建设 广西科技大学 刘胜永

201701056068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地方综合性大学自动化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联合实验室建

设
南通大学 吴晓新

201701056069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业机器人模块化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 王传江

201701056070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环境工程自动化系统综合实验/开发平台建设项目 杭州师范大学 倪伟敏

201701056071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技术”课程实践平台建设 青岛大学 丁军航

201701056072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固态断路器的MOSFET电气特性实验装置开发 中国矿业大学 卢其威

201701056073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对象的测控综合实验平台 上海大学 华晓青

201701057001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建筑工程识图与构造 云南农业大学
丁江、吴晓敏、李

显秋等

201701057002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建筑施工 成都师范学院
胡发仲、万征、陈

晓等

201701057003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建筑施工 三峡大学
雷进生、刘章军、

张国栋等

201701057004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建筑施工 安康学院
唐百晓、成党伟、

杨杨等

201701057005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建筑施工 重庆大学
曹永红、康明、华

建民等

201701057006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桥梁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

学院

孙茜、陆益军、许

文宇等

201701057007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桥梁工程 兰州交通大学
冀伟、蔺鹏臻、刘

世忠等

201701057008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桥梁工程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

方学院

张士彩、程林章、

王君来等

201701057009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装配化建筑构造 新余学院
孙博、张建营、张

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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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7010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装配化建筑构造 宁波大学
章子华、李辉、叶

春阳等

201701057011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装配化建筑构件制作与养护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阮中尉、毛小敏、

陶杰等

201701057012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装配化建筑施工 山东科技大学
贾宏俊、李楠、刘

琦华等

201701057013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装配化建设项目管理 福州大学
范冰辉、张挺、许

莉等

201701057014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装配化建设项目管理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

学院

王凤琳、徐冰霜、

张竞等

201701057015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慧城市虚拟现实实训中心建设 北京城市学院
王珺哲、董晓丽、

张卫华等

201701057016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虚拟实训建设 吉林建筑大学 许超、刘喆、高扬

201701057017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理实一体建筑信息化综合实训基地建设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

学院

陆益军、孙茜、王

晓妮等

201701057018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

赵宗泽、周晓丽、

孙琳琳

201701057019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云南民族建筑AR/VR软件设计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

李亚东、邓荣榜、

李芳芳等

201701057020 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企合作模式下创业精英班培养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

金伟林、台新民、

聂莉萍等

201701058001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全景拍摄后期处理（视频和图片）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史创明

201701058002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现实游戏设计与开发 重庆邮电大学 胡敏

201701058003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R 场景开发技术 湖北工业大学 邓诗元

201701058004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现实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史创明

201701058005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校企联合实验室 北华大学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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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8006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数字媒体与虚拟仿真实验室 石家庄铁道大学 王正友

201701058007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AR与VR协同育人实践教学中心 沈阳工学院 胡德强

201701058008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教育应用研究与开发实验室 广西师范学院 彭宁、欧启忠

201701058009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艺术”校企联合实训室 邵阳学院 蒋剑平

201701058010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现实创新实践工程中心  安阳师范学院 段新昱

201701058011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现实（VR）创新创业实训基地 武汉理工大学 袁景凌

201701058012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面向数字媒体的VR创新创业中心 泉州师范学院 吴伟信

201701058013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校企联合实验室 成都工业学院 党锐

201701058014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现实开发实训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余庆军

201701058015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现实创新实践工程中心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连卫民

201701058016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协同育人虚拟现实技术实训室 沈阳大学 赵宏伟

201701058017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生物”教研中心 湖南师范大学 陈湘定

201701058018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校企联合实训室 浙江万里学院 王仁芳

201701058019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级VR/AR实验中心 武昌理工学院
李耀宗、廖振南、
艾定华等

201701058020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现实综合实验室 重庆邮电大学 胡敏

201701058021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虚拟现实与人机交互实验室 淮阴工学院 刘平

201701058022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教育中心 西安文理学院 杨树辉

201701058023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校企联合实验室 宿州学院 董全德

201701058024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影视类VR实践教学平台 重庆工商大学 杨开富

201701058025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校企联合实验室 上海建桥学院 矫桂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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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8026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创新学院 宁波大红鹰学院 王楠

201701058027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 室内空间云设计实训基地 湖北工业大学 邓诗元

201701058028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 综合实训校企联合实验室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
务学院

山笑珂、李志强

201701058029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R双创实训中心 长沙理工大学 王健

201701058030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三维建模实践实验室 河南科技学院 赵明富

201701059001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卓越工程师的通信原理三性实验改革 福州大学 徐艺文

201701059002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移动通信课程软件无线电创新实验改革 华中科技大学 刘健

201701059003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软件无线电平台的随机信号分析综合实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付卫红

201701059004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核心知识的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中国矿业大学 李世银

201701059005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互联与通信网实训中心建设 常熟理工学院 陈琦玮

201701059006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湖南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实验室建设 湖南大学 余小游

201701059007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创新实验室 江汉大学 漆为民

201701059008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LTE移动通信创新实验室 闽江学院 余根坚

201701059009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创新实验教学平台构建 南华大学 邓贤君

201701059010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移动通信创新能力实践平台 宁波工程学院 郑悠

201701059011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移动互联网创新能力实践平台 青岛大学 李长红

201701059012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实习实训平台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 陆翔

201701059013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4G移动通信系统实验室 武昌理工学院 廖振南

201701059014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移动通信创新能力实践平台 重庆邮电大学 李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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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9015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信息类专业学生实习实训校企协同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湖北大学 李璋

201701059016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校企协同构建独立学院电子信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汤莉莉

201701059017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工程专业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罗忠

201701059018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电子信息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贺章擎

201701059019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专业群校外实习训基地建设 湖北经济学院 田浩

201701059020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通信工程 专业校企协同实践教学模式构建 湖南理工学院 彭鑫

201701059021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通信工程专业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武汉工程大学 程莉

201701059022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基于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的电子信息类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武汉科技大学 杨永立

201701059023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通信工程专业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陈朝

201701059024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外实践基地 中南民族大学 彭其圣

201701059025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地方高校校企协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湖北大学 曾张帆

201701059026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融合创新创业教育的物联网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湖北文理学院 张其林

201701059027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4G-LTE移动通信综合实训室的移动物联网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山东理工大学 彭荣群

201701059028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武汉理工大学 艾青松

201701059029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西安邮电大学 张高记

201701060001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与云计算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湖北大学 黄辰

201701060002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河南科技学院 高国红

201701060003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石家庄学院 赵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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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0004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产业生态链的嵌入式课程体系改革建设 文华学院 卢钢

201701060005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奚峥皓、曹乐

201701060006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移动应用编程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天津科技大学 侯琳

201701060007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师资培训 常熟理工学院 刘军军

201701060008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师资培训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杨学颖

201701060009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师资培训 武汉商学院 张靖

201701060010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平台建设 滨州学院 马士明

201701060011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平台建设 湖州师范学院 刘红海

201701060012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平台建设 山东师范大学 杨峰

201701060013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物联网技术应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天津科技大学 张传雷

201701060014 中智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嵌入式技术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湖南师范大学 邓月明

201701061001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土木工程专业课程虚实结合教学模式研究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

学院
陈昌禄

201701061002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虚拟仿真的《土木工程施工技术》课程教学改革 河南城建学院 卫国祥

201701061003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虚拟仿真的建筑构造及识图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湖州师范学院 张华、熊明惠

201701061004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一体化教学实训体系的教学模式创新及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改

革实践
三峡大学 刘章军

201701061005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虚拟仿真的教学模式设计与应用――以《建筑施工技术》为

例
武昌理工学院

柳立生、赵峰、田

晓蓉等

201701061006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仿真实训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土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遵义师范学院 黄川腾

201701061007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三维识图仿真软件的建筑构造及建筑结构课程体系改革 成都理工大学 莫妮娜

201701061008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装配式建筑的土木工程施工“虚实一体化” 课程体系建设 扬州大学 宋兴禹、李琮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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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1009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建筑仿真技术的理论与实践交融课程体系构建 齐齐哈尔大学 吕春

201701061010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虚实结合的交通工程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大连海事大学 李晓飞

201701061011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土木工程地质》探究式翻转课堂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 南华大学 陈文昭

201701061012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建筑仿真技术的课程改革研究——以《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

组织管理》为例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

学院
林锦眉

201701061013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BIM的“工程+管理”的课程体系构建 沈阳建筑大学 赵愈

201701061014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建筑与土木工程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室建设 淮阴工学院 彭宁波

201701061015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BIM-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西京学院 梁亚平

201701061016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建筑施工类课程信息化建设 许昌学院 杨毅哲

201701061017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建筑电气工程实训条件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
学院

覃民武

201701061018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土木工程实训中心建设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
学院

陈昌禄

201701061019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土木工程虚实结合教学实训室建设 吕梁学院 高树峰

201701061020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建筑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建设 唐山学院 王勇华、徐慧莹

201701061021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BIM的暖通空调系统虚拟仿真实训室建设 郑州大学 杨建中、李洪欣

201701061022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建筑工业产业化仿真实训基地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刘成才

201701061023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建筑工程虚实结合教学实训基地建设 湖北文理学院 张谊

201701061024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广州大学工程管理及相关专业虚实结合实景教学实验实训基地建
设

广州大学 王学通

201701061025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BIM装配式建筑概论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
学院

刘鹏

201701061026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土木工程虚实结合虚拟仿真教学实训中心--土木工程虚拟仿真系
统建设

昆明理工大学 陈勇

201701061027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建筑工程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建设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
学院

卢集富

201701062001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Spark企业级应用 复旦大学 赵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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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2002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985高校”物联网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与核心课程建设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聂兰顺

201701062003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实现 哈尔滨工业大学 史先俊

201701062004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传感器网络与物联网》课程改革优化方案的研究 山东大学 许宏吉

201701062005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电子技术 山东大学（威海） 李素梅

201701062006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电创新设计基础》课程改革 大连理工大学 吴振宇

201701062007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RFID原理与应用 福州大学 钱慧

201701062008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创新教学平台的探索与实践 北京工业大学 王卓峥

201701062009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与数据挖掘 浙江工业大学 范玉雷

201701062010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RM体系结构与接口编程》教学内容重构 山东师范大学 徐连诚

201701062011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智能制造的数字通信技术 山东科技大学 朱其刚

201701062012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应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理工大学 巩秀钢

201701062013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物联网信息安全课程建设 山东财经大学 徐健

201701062014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伺服控制技术 聊城大学 田存伟

201701062015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型课程建设 齐鲁工业大学 马宾

201701062016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微资源”的java程序设计对分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 齐鲁工业大学 王新刚

201701062017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专业RFID类课程及教材体系建设 山东建筑大学 陶亮

201701062018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关键技术导论课程建设项目 浙江科技学院 葛丁飞

201701062019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导论 上海电机学院 李建敦

201701062020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工程专业实训类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 山东交通学院 武华

201701062021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实验教学内容改革 莆田学院 吴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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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2022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创新教育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立体化教学资源建设 德州学院 张秀梅

201701062023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工程理念的《传感器技术》课程改革 潍坊学院 王文成

201701062024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校企产教研协同模式下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创新技术改革实践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
金诗博

201701062025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物联网嵌入式课程建设 重庆工程学院 谢箭

201701062026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师资培训项目 齐鲁工业大学 郭爱章

201701062027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通信技术 浙江科技学院 张磊

201701062028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工程专业“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刘磊安

201701062029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单片机设计工程师资格认证的双师型师资培训体系研究 潍坊学院 吴小进

201701062030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实验室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宏伟

201701062031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视觉识别技术的实践平台建设 齐鲁工业大学 马宾

201701062032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创新工场实践条件建设 滨州学院 李建磊

201701062033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实训仿真平台建设 西安欧亚学院 胡志杰

201701062034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产教融合大学生实习实训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
分校

陈国钦

201701062035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新大陆产学合作实习实训基地 天津科技大学 苏静

201701062036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工程师校企共育实习实训项目 齐鲁工业大学 王玉立

201701062037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加强校外实践，提升就业能力”校企合作项目 齐鲁工业大学 王更新

201701062038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应用型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校企协同育人实习实训项目建

设
辽宁科技大学 敖广武

201701062039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项目驱动促进物联网工程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体系建设 山东交通学院 刘洋

201701062040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文本大数据分析平台 上海理工大学 彭敦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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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2041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物联网数据挖掘技术 齐鲁工业大学 董祥军

201701062042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赛训融合物联网应用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天津城建大学 李聃

20170106300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BSE财会实践课程优化课程包 北京工商大学 何玉润

20170106300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移动互联技术与应用》课程包建设 北京联合大学 梁磊

20170106300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会计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陈秀凤

20170106300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BSE 跨专业虚拟仿真综合实训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
李江霞

20170106300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共享时代的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河北经贸大学 李桂荣

20170106300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本科转型之经管实践教学新模式研究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邓承月

20170106300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稻田教育云的会计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 佳木斯大学 乔瑞中

20170106300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BSE 跨专业实践课程优化课程包 牡丹江师范学院 李福生

20170106300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会计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 吉林工商学院 孙桂娟

20170106301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VBSE的商科岗位能力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张立峰

20170106301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教融合视域下“专升本”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申彩虹

20170106301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双创”视角下基于管理型会计人才培养 辽宁科技学院 成凤艳

20170106301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协同模拟环境下财务会计课程实践体系改革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
成校区

谢红兵

20170106301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高校基于双创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开发与建设 青岛滨海学院 秦艳丽

20170106301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鉴证服务业的财会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进研究与探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白洁

20170106301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职业胜任力目标导向的市场营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报
告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王燕

20170106301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BSE 财会实践课程设计 铜陵学院 朱继民

20170106301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产教融合的“全时空”智慧综合企业经营实验课程建设与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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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301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跨境电商的商科课程模块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徐爱

20170106302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水平理工科高校“贯通式”商
科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罗锋

20170106302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应用型财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蔡军

20170106302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共享时代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陈芸

20170106302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PBL模式下的市场营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广州工商学院 易露霞

20170106302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竞教协同的经管类课程群教学改革与实践 嘉兴学院 袁顺波

20170106302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合作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
科学技术学院

王世来

20170106302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VBSE财会类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
学院

毛卫东

20170106302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VBSE的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优化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王玉春

20170106302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BSE跨专业实践课程优化课程包 南通大学 沈小燕

20170106302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学生为中心的财管专业实践育人体系研究 南京晓庄学院 赵彤

20170106303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与运行模式研究 东华理工大学 邱卫林

20170106303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学业、就业、创业”为导向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赣南师范大学 叶艳艳

20170106303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市场驱动和校企合作的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设计

与优化研究
华东交通大学 冷雄辉

20170106303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企业需求的财经人才职业素养培养途径研究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罗焰

20170106303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VBSE的会计信息系统实验课程优化包 南昌工程学院 喻友员

20170106303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BSE市场营销实践课程优化课程包 新余学院 喻建晖

20170106303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市场营销学教学模板的设计与软件开发 上海建桥学院 何云景

20170106303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会计学岗位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

学院
许信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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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303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安阳师范学院 李国强

20170106303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BSE跨专业实践课程优化课程包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斌

20170106304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技术下会计人才需求调研及会计核心课程体系重构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李爱红

20170106304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双重目标下的VBSE财会实践课程优化

研究
商丘师范学院 张保胜

20170106304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BSE跨专业实践课程优化研究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

学院
周洁

20170106304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湖北工业大学 魏想明

20170106304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财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武汉东湖学院 陈燕娟

20170106304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管理岗位能力分级模型与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武汉东湖学院 胡柳波

20170106304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多维人才培养模型的VBSE跨专业综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

武汉理工大学 刘勤

20170106304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NC的集团财务管控实训课程建设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敏

20170106304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素质教育驱动下的VBSE跨专业实践课程优化 内蒙古财经大学 石英剑

20170106304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晋中学院 刘晓芸

20170106305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VBSE财务版实践教学内涵研究 太原学院 李贻玲、史晓芳

20170106305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创新创业导向的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中北大学 赵公民

20170106305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财会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海口经济学院 薛永刚

20170106305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皮修平

20170106305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地方应用型高校工商管理专业职业能力主导型课程体系建设 湖南城市学院 汤腊梅

20170106305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与“新道”产学结合的创新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
学院

刘秀丽

20170106305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孙明山

20170106305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大经管生态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
学院

张子林

第 141 页，共 170 页



项目编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学校 负责人

20170106305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经济管理类VBSE综合版+ARE虚拟仿真教学师资培训 黑龙江工程学院 于向慧

20170106305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VBSE财务信息化竞赛平台的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项目 滨州学院 王春晖

20170106306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财会类 VBSE 课程师资研修 铜陵学院 张晓毅

20170106306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VBSE课程研修经管专业应用型师资培养 三明学院 郑祖起

20170106306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VBSE跨专业综合实训师资研修项目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

学院
何红光

20170106306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新道师资研修院贺州学院分院培训内容、形式和效果研究 贺州学院 马文成

20170106306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财会类VBSE课程师资研修项目的研究与实践 四川文理学院 王成端

20170106306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产教融合视域下经管实践教学资源生态圈构建研究 北京城市学院 颜颖

20170106306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商科类专业VBSE综合实训平台建设方案 北京化工大学 方勇

20170106306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商科类专业 VBSE 综合实践教学中心建设方案 大庆师范学院 张平

20170106306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现代企业商务运营模式的跨专业综合实训中心建设 哈尔滨商业大学 张莉

20170106306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对俄经贸人才培养实践创新基地 黑河学院 葛淑君

20170106307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VBSE的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中心建设方案 潍坊科技学院 赵兴军

20170106307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财务一体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巢湖学院 赵祺

20170106307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经贸仿真实习基地 淮北师范大学 冯一刚

20170106307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商科专业群跨专业综合实践教学师资培训基地 黄山学院 胡永政

20170106307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创新创业导向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中心建设方案 福建农林大学 郑逸芳

20170106307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财会类专业岗位能力测试平台建设 宁波大红鹰学院 贝洪俊

20170106307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财会类专业VBSE实践教学中心建设方案 上海政法学院 鲍长生

20170106307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VBSE的经济管理跨专业综合实训平台建设研究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赵丽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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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307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经济管理类跨专业虚拟仿真综合实训平台建设 浙江农林大学 陈劲松

20170106307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管理型会计人才岗位能力培养的全仿真财会实践教学云应用

研究
浙江万里学院 唐丰收

20170106308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双创环境下的经管跨专业通用能力综合实训实践条件建设 常熟理工学院 马军伟

20170106308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以VBSE为核心的校企共建“五位一体，四层递进”式校内实训中

心的探索与实践
南昌工学院 徐芳兰

20170106308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商学院综合实训平台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季萍

20170106308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商科类专业虚拟仿真（VBSE）综合实践中心建设方案 安阳师范学院 杨伟鸽

20170106308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商科VBSE综合实训平台实践创新项目建设研究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
学院

高传华

20170106308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商科类专业VBSE综合实践教学中心建设方案 武昌理工学院 陈洪权

20170106308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财会类专业新道VBSE实践教学中心建设方案 集宁师范学院 么秀杰

20170106308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VBSE的商科经营管理情景化实践基地建设 内蒙古工业大学 郭婷

20170106308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财会类专业VBSE实践教学中心建设方案 山西农业大学 苏琳

20170106308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工程训练中心建设 长沙理工大学 谢朝华

20170106309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VBSE综合实训平台建设 长沙学院 李映辉

20170106309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VBSE视角建设财会专业综合仿真实践平台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
学院

吕建国

20170106309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商科类专业VBSE综合实践教学中心建设方案 重庆科技学院 曹俊

20170106309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新道校外实习基地建设项目方案 兰州理工大学 梁青玉

20170106309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创新理念的经管类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衡水学院 王铁生

20170106309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商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青岛理工大学 陈博

20170106309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校企合作下的电子商务移动课堂建设 广东工业大学 陈晓茹

20170106309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新道湖南大学经管类校外实习基地建设项目 湖南大学 张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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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309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校企合作的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重庆邮电大学 卢安文

20170106309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基地 合肥学院 刘沛平

20170106310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四位一体”双创基地建设研究 北方工业大学 牛天勇

20170106310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经管类人才培养为例 北京印刷学院 李治堂

20170106310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MECP模式的创新创业课 程设计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韩小汀

20170106310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协同融合的双创教育生态的 建设与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张海霞

20170106310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双创教育课程建设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路勇

20170106310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与实践课程研究 宁德师范学院 谢向东

20170106310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本科高校经管类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华南农业大学 谭莹

20170106310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真实化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研究 广州商学院 曾坤生

20170106310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卓越计划的经管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平台建设 铜仁学院 杨建

20170106310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双创+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生国际化创新创业训练模

式研究
桂林理工大学 马小龙

20170106311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农林高校农科专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研究 河北农业大学 尉京红

20170106311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商科实践教学的双创教育实施策略研究 安阳师范学院 刘君

20170106311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课赛一体化建设研究 黑龙江大学 吴昊

20170106311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依托行业特色优势，构建“一体两翼三条跑道四轮驱动”的创新

创业教育新体系
哈尔滨理工大学 刘胜辉

20170106311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地方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汤中明

20170106311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成果导向的高校双创训练营的设计与实践研究 湖北工业大学 朱平利

20170106311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探索高校创新创业生态建设----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与娄底市政

府校地共建共享创新创业学院模式为例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彭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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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311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经济管理类“创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张学东

20170106311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地方性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温州商学院 朱新满

20170106311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研究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董鹏中

20170106312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互联网+背景下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 长春师范大学 郭家骏

20170106312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南京理工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探索 南京理工大学 蒙肖莲

20170106312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信息服务类专业创新创业教学建设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 黄卫东

20170106312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创新创业学院“赛教一体化”实训平台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张永宏

20170106312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研修 南京财经大学 陆华良、陈明

20170106312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经管类专业创新创业教学建设研究 九江学院 陈爱林

20170106312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以学生为中心的“三三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实施 江西理工大学 薛香恒

20170106312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四平台”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大连大学 郭辉

20170106312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大连民族大学 刘晓东

20170106312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及实践一体化育人模式研究 德州学院 郑晓燕

20170106313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2+2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及体系建设 山东工商学院 王永生

20170106313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知识型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及体系建设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李涛

20170106313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VBSE”创新创业教学平台的大商科双创教育实践条件建设

研究
潍坊学院 陈汇才

20170106313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融入儿童产业链的学前教育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相 艳

20170106313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企联合实践教学基地 西安科技大学 柴钰

201701063135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微观实验室建设 包头师范学院 张东虎

201701063136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师资培训项目 内蒙古大学 钱贵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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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3137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商科教育+互联网+”的校政企联动创新创业实践育人平台

构建
西安外事学院 韩玲冰

201701063138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西安外事学院创新新创业生态体系建设研究 西安外事学院 陈爱民

20170106313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与商科结合的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西安培华学院 唐学学

201701063140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新道VBSE创业基础实训平台的创新创业教学内容及方法改革

研究
成都理工大学 吴继

201701063141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新创业教学建设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 范云峰

201701063142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研究与实践 重庆科技学院 万玺

20170106314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体系研究 燕山大学 李春玲

201701063144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双创试点学院（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 西京学院 秦效宏

201701064001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高级程序设计》课程工程实践建设 华东理工大学 程华

201701064002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挖掘应用 复旦大学 赵卫东

201701064003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媒体教育应用》课程建设与开发 广西师范学院 欧启忠

201701064004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商务数据分析 杭州师范大学 余莉

201701064005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语言程序设计 河南理工大学 申自浩

201701064006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Java语言——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南昌师范学院 彭正文

201701064007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张丽杰

201701064008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Kali Linux攻防实训 内蒙古工业大学 杨海东

201701064009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智能仪器设计的嵌入式系统课程培训 上海理工大学 杨海马

201701064010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现实技术课程体系改革 石家庄铁道大学 张志国

201701064011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ndroid嵌入式开发与应用 四川农业大学 张德军

201701064012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挖掘 四川农业大学 危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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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4013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息安全 四川农业大学 黄强

201701064014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现实技术 许昌学院 张泊平

201701064015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软件设计模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朱洪军

201701064016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蔡忠民

201701064017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嵌入式系统设计师研修班 河南工程学院 周成虎

201701064018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嵌入式系统设计师研修班 河南师范大学 高金辉

201701064019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系统设计研修班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刘玉莹

201701064020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信息安全工程师研修班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钢

201701064021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实训实验室建设  河南师范大学 詹华伟

201701064022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智慧舞台研发基地 河北传媒学院 刘宝静

201701064023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新开普物联网智能终端实验室 河南工业大学 曹毅

201701064024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实训基地建设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钢

201701064025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遥感大数据分析实验室建设 许昌学院 耿利川

201701064026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面向协同育人的移动互联网创新实践平台建设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孙玉胜

201701064027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高校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平台建设 扬州大学 尤玉军

201701064028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独立学院校企产学合作模式探索创新与实践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
际学院

杨笃伟

201701065001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测量与分析课程建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刘乃安

201701065002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逻辑课程 中山大学 保延翔

201701065003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Xilinx“口袋实验室”的数字电路实验课程改革 西南民族大学
杨丽、黄勤珍、公
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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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5004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信号处理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杨玲、陈子为、王
丽娟

201701065005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Zynq 火龙果应用平台实战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李英祥、胡志恒、
任德昊

201701065006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微机原理系列课程考核机制与实践体系改革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 黄乐天

201701065007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车辆智能电子技术与信息交互创新实践平台建设 重庆大学 曾孝平

201701065008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FPGA的电机智能控制 山东科技大学
吕常智、范迪、苏

涛

201701065009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系统能力培养的FPGA设计与应用课程改革 大连理工大学
王洁、侯刚、周宽
久

201701065010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系统能力培养的组成原理课程设计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
王娟、马忠梅、王
殿欣

201701065011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Xilinx FPGA的“云端”电工电子远程在线实验教学平台的研

究和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琰、崔振、廉玉

欣

201701065012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模拟贯穿实验研究 浙江大学
周金芳、陈抗生、

杨建义

201701065013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硬软协同设计实验教学内容建设 南京理工大学
符意德、潘志兰、

贾苏东

201701065014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能力提高的创新实践类课程建设 武汉大学
陈小桥、周立青、
谢银波

201701065015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地方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嵌入式系统方向核心课程群的改
革与实践

嘉兴学院
朱耀东、吕勇、王
斌

201701065016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设计》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中国矿业大学
袁小平、蔡丽、牛

小玲等

201701065017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FPGA的数字电路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大连海事大学 谭克俊

201701065018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网络资源化的数字电路课程改革 上海交通大学 殳国华

201701065019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微系统与物联网应用课程群实验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 林水生

201701065020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片上系统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集宁师范学院
聂阳、荆丽丽、赵
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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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5021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FPGA嵌入式实训课程教学改革 青岛科技大学
林粤伟、李勤、陈
琦

201701065022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IP搭建的数字系统设计课程建设 天津工业大学 宋庆增

201701065023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工科背景下数字电路实验与创新活动教学课程改革 南京邮电大学
郭宇锋、肖建、薛

梅等

201701065024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中的创新实验教学 北京理工大学 谢民

201701065025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系统与Verilog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与体系改革 内蒙古科技大学
侯海鹏、崔丽珍、

杨立东

201701065026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游戏设计框架的复杂数字系统设计能力培养实验教学改革 北京科技大学 郑榕、张磊、何杰

201701065027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新工科背景下数字系统的设计 青岛大学
范秋华、王新华、
陈大庆等

201701065028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协同设计 集美大学
吴一亮、曾桂英、

郑佳春

201701065029 依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FPGA的《密码学》课程实践 天津大学
郭炜、孙达志、王

晖

201701066001 益达（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校园 020 电子商务运营研究 扬州大学 高功步

201701066002 益达（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供应链物流研究 南宁学院 彭欣

201701066003 益达（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全球供应链运营研究 沈阳建筑大学 周鲜华、彭欣

201701066004 益达（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全球供应链系列与020新零售系列的师资培育 南宁学院 彭欣

201701066005 益达（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全球供应链系列与020新零售系列的师资培育 郑州科技学院 朱娜

201701066006 益达（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全球供应链系列与020新零售系列的师资培育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张宾

20170106700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践 广东海洋大学 朱旭东

20170106700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PP开发与应用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杨发权

20170106700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机及拖动基础 长安大学 周熙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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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700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广 州 大 学 高鹰

20170106700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长沙学院 冯璐

20170106700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技术 湖南工程学院 李延平

20170106700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无线传感器网原理及应用 湖南工业大学 胡永祥

20170106700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语言程序设计 湖南城市学院 何骞

20170106700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嵌入式系统综合设计  广州航海学院 封斌  

20170106701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詹彤

20170106701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管理与维护 西安科技大学 冯健

20170106701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基础 湖南工程学院 胡慧

20170106701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湖南工程学院 林国汉

20170106701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 湖南工学院 王勇刚

20170106701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与微机接口开发 三亚学院 黄恒一

20170106701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EDA技术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高金定

20170106701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九江学院 刘研

20170106701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web应用程序设计 西安工程大学 赵旭

20170106701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1～3 重庆邮电大学 雷芳

20170106702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综合项目设计 重庆邮电大学 雷芳

20170106702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肖明明

20170106702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无线传感器网络 重庆工程学院 聂增丽

20170106702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EDA原理与VHDL技术 重庆科技学院 柏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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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702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路 湖南科技学院 陈泽顺

20170106702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组成原理 怀化学院 邓绍伟

20170106702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专业课程设计 湘潭大学 周彦

20170106702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组成原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蒲攀

20170106702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技术 湖南农业大学� 陈刚

20170106702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湖南工业大学 李圣清  

20170106703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与应用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杨 智

20170106703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与微机接口开发 广州工商学院 易亚军

20170106703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开发 广东白云学院 龙诺春

20170106703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课程群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覃 琴

20170106703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 广西师范大学 丘森辉

20170106703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广东科技学院 杨胜利

20170106703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RM9嵌入式系统设计 华南农业大学 孙道中

20170106703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子技术实验 华南农业大学 薛秀云

20170106703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华南农业大学 邓小玲

20170106703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信号与系统 华南农业大学 代芬

20170106704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FPGA技术及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 吕石磊

20170106704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据结构 重庆工商大学 杨永斌

20170106704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物联网技术实践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重庆文理学院 陈本炎

20170106704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传感与检测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金维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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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704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长沙学院 陈英

20170106704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语言程序设计 重庆文理学院 李杰

20170106704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重庆文理学院 罗昱文

20170106704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ARM嵌入式系统开发 长沙学院 龙英

20170106704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课程设计与微机原理接口技术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陈信全

20170106704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路分析 广东海洋大学 徐国保

20170106705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综合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广东东软学院 陈桂宏

20170106705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嵌入式创新设计竞赛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杨南粤

20170106705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 长沙学院 陈威兵

20170106705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嵌入式创新设计竞赛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杨南粤

20170106705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 九江学院 刘研

20170106705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业基础 长沙理工大学 周书仁

20170106705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 广东培正学院  徐光明

20170106705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唐佳林

20170106705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湖南城市学院 阳 俊

20170106705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VR/AR技术的创新创业设计 重庆文理学院 罗代忠

20170106706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众创空间建设 广西科技大学 潘盛辉

20170106706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型移动互联网技术人才培养与实践 湖南农业大学 谭泗桥

20170106706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物联网应用技术 怀化学院 石元泉

20170106706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以创新创业竞赛为抓手的创客教育研究 南华大学 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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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706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黄正洪

20170106706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课程课程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周肖树

20170106706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课程实践条件建设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

学院
林祝亮

20170106706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无线传感网路实践条件建设 嘉应学院 侯跃恩

20170106706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新型协同育人实训室建设 东莞理工学院 黄晓园

20170106706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综合实训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杨发权

20170106707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工程人实训室建设 湖南工程学院 唐勇奇

20170106707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综合开发实验室建设 湖南理工学院 李宏民

20170106707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创业及学科竞赛实训条件建设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缪文南

20170106707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新实验实训基地 湖南工学院 李祖林

20170106707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工程实践条件建设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韦鹏程

20170106707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及嵌入工程式实践条件建设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苑俊英

20170106707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技术校企实践条件建设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高金定

20170106707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与嵌入式工程实验实训教学条件建设 湖南理工学院 彭 鑫

20170106707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工程实验实训教学及创新平台建设 广东培正学院 赵文

20170106707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工程实验实训教学及创新平台实践条件建设 广州工商学院 易亚军

20170106708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综合实训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聂佩林

20170106708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创业孵化基地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张郡

20170106708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计算机综合应用实验室项目实验条件建设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

学院
赖 庆

20170106708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实验室实训条件建设 江西理工大学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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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708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企联合实验室条件建设 怀化学院 石元泉

20170106708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信息平台实验条件建设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黄正洪

20170106708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工程实验条件建设 广东药科大学 蔡永铭

20170106708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电能变换与控制实验实训室实验条件建设 湖南工业大学 曾进辉

20170106708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工程实验实训教学验条件建设 湖南文理学院  王先春

20170106708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双信道免密码认证的wifi路由器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马远佳

20170106709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微信云打印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缪文南

20170106709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可见光的多语种同声传译通信系统 南昌大学 鄢秋荣

20170106709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型报告厅电气综合系统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肖伸平

20170106709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舌尖上的智慧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陈滢生

201701068001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玻璃幕墙固有频率测量及其安全性检测虚拟仿真实验设计与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 高兴茹

201701068002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仿真技术融入近代物理实验课堂 吉林大学 梁桁楠

201701068003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学物理实验报告自动评阅与人工评判模板开发 重庆科技学院 张启义

201701068004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X射线探伤仪虚拟仿真实验系统的研制开发 合肥工业大学 张霆

201701068005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云平台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数字化智

能实验解决方案
湖北工业大学 陈辉

201701068006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综合信息化平台的构建 南开大学 刘东奇

201701068007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大学物理实验中心实验教学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 长春大学 杨强

201701068008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半导体照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谢嘉宁

201701068009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实验教学及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易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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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8010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光伏发电综合实验平台管理系统开发 常州工学院 李渊

201701069001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工程师（通信方向）师资实习实训项目  三亚学院 王篮仪

201701069002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工程专业企业师资实习项目 黄河科技学院 靳宗信

201701069003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师资培训 嵌入式系统驱动移植的师资实习实训 广东海洋大学 费贤翔

201701069004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师资培训 物联网工程专业“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模式研究 沈阳大学 兰丽辉

201701069005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工学结合的校外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 时磊                                                                                                                                                                                                                                                                                                                                                                                                                                                                                                                                                                                                                                                                                                                                                                                                                                                                                                                                                                                                                                                                                                                                                                                                                                                                                                                                                                                                                                                                                                                                                                                                                                                                                                                                                                                                                                                                                                                                                                                                                                                                                                                                                                                                                                                                                                                                                                                            

201701069006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物联网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模式实践 河南科技学院 古乐声

201701069007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工程专业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河南城建学院 苏靖枫

201701069008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工程专业校企合作校外实践实训基地建设 南阳师范学院 王保平

201701069009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物联网工程专业校外专业见习项目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周鹏

201701069010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新工科”背景下的实习实训新探索 湖州师范学院 黄旭

201701069011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新工科理念下机器人和物联网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郑州科技学院 绍杰

201701069012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面向工程应用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河南理工大学 王磊

201701069013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新工科背景下产学合作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 平顶山学院 赵志敏

201701069014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物联网工程专业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资源建设项目 黄淮学院 禹定臣

201701069015 
无锡中科智库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嵌入式人才培训模式下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 金陵科技学院 于继明

201701070001 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本科高校物流专业 “创新创业实践”与“体验课程教学”同步发

展模式设计研究
深圳大学 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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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70002 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跨境电商与物流创客平台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刘宇

201701070003 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智慧物流云平台创新研究 香港大学 朱丹

201701070004 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研究 浙江农林大学 王林

201701070005 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多进多出式3D打印机设置 南方科技大学 李斯明

201701070006 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智慧课程自主化学习平台创新研究 贵州大学 黄宝进

201701070007 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GPS/BD定位在贵重物品快递运输中的应用研究 长春大学 杨龙江

201701071001 佛山创智星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10-14岁儿童的STEAM与创客教育核心课程开发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朱源煜

201701071002 佛山创智星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创意电子套件和智能制作套件的课程开发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胡胜华

201701071003 佛山创智星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成人创客机器人设计与制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丁国柱

201701071004 佛山创智星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STEAM教育的初中创意编程课程开发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胡畔

201701071005 佛山创智星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教育技术学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王玉龙

201701071006 佛山创智星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教育技术学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广东东软学院 李文龙、舒琅

201701071007 佛山创智星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校企协同的教育技术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蒋家傅

201701072001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原理与应用 通化师范学院 张秀萍

201701072002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校企合作综合改革项目 通化师范学院 张佩强

201701072003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Hadoop技术及应用课程建设 河南城建学院 何宗耀

201701072004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分析实验教程 复旦大学 赵卫东

201701072005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机器学习与R语言 大连理工大学 陆坤

201701072006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学基础与机器学习算法 中国矿业大学 王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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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72007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技术基础 山东科技大学 崔焕庆

201701072008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大数据平台技术实践”课程建设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施云梅

201701072009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Python课程建设 贵州商学院 杜少波

201701072010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实践条件建设 联合实验室建设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贾银山

201701072011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实践条件建设 校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大连交通大学 陈少华

201701072012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实践条件建设 联合实验室建设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张伟

201701072013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实践经验联合实验室建设 长春大学 陈菲

201701072014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实践条件建设 联合实验室 大连理工大学 姜立秋

201701072015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实践条件建设 共建大数据实验室 中国农业大学 李辉

201701072016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实践条件建设 大数据应用实践中心 贵州商学院 李静

201701072017 
优选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章鱼大数据）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虚拟化技术的大数据实验平台 安阳师范学院 贾伟峰

201701073001 照澜园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安全技术与实践课程体系建设 蚌埠学院 丁智

201701073002 照澜园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安全技术与实践课程体系建设 皖西学院 何富贵

201701073003 照澜园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体系建设 宿州学院 刘云东

201701073004 照澜园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团队 淮南师范学院 施勇

201701073005 照澜园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H5工程师培训 淮北师范大学 吴姜

201701073006 照澜园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蚌埠学院•照澜院教育校外大数据与网络安全实践教育基地 蚌埠学院 李妍、张自军

201701073007 照澜园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照澜院教育校外大数据与网络安全实践教

育基地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范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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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74001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虚拟仿真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 孙华银

201701074002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工程力学创新实验课程教学方法研究 大连大学 刘晓洲

201701074003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实验指导下的材料力学立体化教学改革 太原理工大学  李霞

201701074004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船舶特色的《机械动力学》课程实验体系建设 江苏科技大学 夏兆旺

201701074005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材料力学实验教学改革 德州学院 侯晓霞

201701074006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土木工程专业力学课题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淮阴工学院 董云

201701074007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钢筋混凝土教学虚拟仿真实践平台研发 济南大学 谢群

201701074008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系列材料力学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研发
烟台大学 曲淑英

201701074009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薄壁轻钢骨架结构模型及抗震性能研究 沈阳工业大学 王浩然

201701074010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曲线桥梁最不利地震输入方向研究 江西理工大学 刘健健

201701074011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受损混凝土应力-应变全曲线测试 烟台大学 国力

201701074012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木结构结点及框架模型抗拉试验装置 河北大学 孟泽阳

201701074013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工程力学开放式实验装置

教学模型及加载方式开发研究   
大连大学 孙驰

201701074014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加筋材料拉拔剪切综合试验箱研制 聊城大学 于孔斌

201701074015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3D打印的侗族鼓楼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 遵义师范学院 梁波

201701074016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超大体量特大跨度的筒体巨柱-桁架结构体系创新与设计分析 青岛理工大学 李兴奇

201701074017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桥梁实体模型及BIM模型的桥梁结构力学性能试验 兰州交通大学 孟博文

201701074018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结构力学性能测试与分析培训 西京学院 梁亚平

201701074019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材料力学多层次开放式实验教学 长江师范学院 李滟浩

201701074020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程结构实验室反力墙设计及实验教学”研讨 重庆文理学院 张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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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74021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工程力学基本实验技能培训 绥化学院 张作合

201701074022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面向卓越计划的材料力学实验教学与技能培训 淮阴工学院 杨权权

201701074023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拉拔试验装置研制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
张伟丽

201701074024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土木工程专业压剪与疲劳相结合的多功能结

构实验设备的研制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

学院
许波

201701074025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模拟异型桥不同入射角下振动实验平台建设项目 江西理工大学 邓通发

201701074026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模拟运营状态下大跨桥梁实验平台建设项目 大连海事大学 李晓飞

201701074027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海洋平台升沉补偿装置实践平台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王腾

201701074028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学研结合的钢筋混凝土实践条件建设 大连民族大学 覃丽坤

201701074029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输电线路杆塔塔材力学特性实验系统 华北电力大学 安利强

201701074030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实验结构力学”教学平台示范中心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曹正罡

201701074031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隧道与地下工程多功能试验系统研发 兰州交通大学 梁庆国

201701074032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工程力学开放式实验创新平台建设 聊城大学 孟昭博

201701074033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无粘性土土压力教学试验箱研制 聊城大学 袁立群

201701074034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土木工程专业力学类开放实验室建设 长江师范学院 高凯

201701075001 广州为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移动应用开发在线课程建设 南方医科大学 李本富

201701075002 广州为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师资培训 广西财经学院 郑 华

201701075003 广州为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高校计算机专业高端应用型师资培训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顾艳春

201701075004 广州为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移动应用开发师资培训 南方医科大学 张志德

201701075005 广州为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移动应用开发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南方医科大学 李本富

201701075006 广州为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广西财经学院 郑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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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75007 广州为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高校计算机专业高端应用型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顾艳春

201701076001 棕榈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虚拟教学平台配套课件研发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周荣

201701076002 棕榈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 +背景下对接岗位需求的园林工程 类课程研发 重庆文理学院 娄娟

201701076003 棕榈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应用型人才实训课程研发 长春大学 武术杰

201701076004 棕榈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三阶段、四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东北农业大学 闫永庆

201701076005 棕榈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风景园林系列前沿知识课程研发 南京农业大学 张清海

201701077001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智能制造技术与实践》课程资源建设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赵楠

201701077002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Famic的《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湖州师范学院 魏玉兰

201701077003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DIO 模式在《机电系统综合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江苏科技大学 金琦淳

201701077004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电子设计竞赛培训的《通信电子线路设计》课程体系改革 南华大学
邓贤君

王彦

201701077005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自动化柔性生产线课程体系建设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殷志坚

201701077006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运动控制技术》课程建设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刘新宇

201701077007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航空智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型课程体系改革 西安航空学院 杨 勇

201701077008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面向陕西地区智能制造领域的系统集成方向工业机器人应用型课

程体系改革
西安文理学院 张运良

201701077009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云平台的全程考核模式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陈锡爱

201701077010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创新模式的电子综合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郑州轻工业学院 王俊杰

201701077011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建筑智能环境学》课程

 实验教学项目设计与开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司轶芳

201701077012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可编程网络控制实验电源系统 郑州轻工业学院 肖二龙

201701077013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多功能应用机器人 大连交通大学 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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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77014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YL-135C型（NI Elvis）实训设备数据通讯平台 南华大学 陈智

201701077015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YL-292模块的测试及人体脉搏信号疲劳驾驶检测模块的开发 温州大学 张志文

201701077016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基于VR的消防安全教育系统 杭州师范大学 周斌斌

201701077017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江西省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殷志坚

201701077018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技术联合实验室 河南师范大学 高金辉

201701077019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湖州师范学院——亚龙光机电一体化实训室建设 湖州师范学院 李兵

201701077020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建筑典型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开发与建设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陈登峰

201701077021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PLC及网络控制实验协同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官峰

201701077022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器人工程专业实验室建设 广西科技大学 王世刚

201701077023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室建设项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刘振方

201701077024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基础实验实训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
杨中力

201701077025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微处理器控制综合实训实验室建设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

学院
林祝亮

201701077026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能制造综合训练平台建设 河南理工大学 张英琦

201701077027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温州大学-亚龙工业机器人 联合实验室 温州大学 吴平

201701077028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创客教育理念的萃智机器人实验室建设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孙树礼

201701077029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楼宇智能化教学平台建设 河南城建学院 张晓杰

201701078001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WEB2.0+电商平台建设 潍坊学院 赵德昌

201701078002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互联网+法学专业实践智慧教育 潍坊学院 杜立聪

201701078003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智慧科师-电子商务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戚兆川

201701078004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关于《电子商务》专业的课程改革方案研究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

学院
刘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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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78005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新媒体营销与实训平台创新建设 山东财经大学 王洪海

201701078006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训平台 山东工商学院 谭玲玲

201701078007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网络营销实训平台的校企共建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

学院
张少巍

201701078008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河北地质大学电子商务互联网学习空间 河北地质大学 董志良

201701078009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基于长效导向的智慧平台校企共建 中国石油大学 范永开

201701078010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新媒体营销课程实训和电商创新人才教育实践 中国海洋大学 王举颖

201701078011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微网络教学平台的研究与应用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

信息学院
裴胜利

201701078012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级“互联网+智慧教育”校园建设 武昌理工学院 刘铭华

201701078013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级“互联网+智慧教育”校园建设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

湖学院
叶鸿烈

201701078014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级“互联网+智慧教育”校园建设 内蒙古科技大学 张鑫

201701078015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级“互联网+智慧教育”校园建设 包头医学院 白金牛

201701078016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级“互联网+智慧教育”校园建设 内蒙古师范大学 林民

201701078017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级“互联网+智慧教育”校园建设 贺州学院 梁世伟

201701078018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级“互联网+智慧教育”校园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梁磊

201701078019 希毕迪（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校级“互联网+智慧教育”校园建设 太原工业学院 李慧芳

201701079001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网络安全 温州大学 徐嬴颖

201701079002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插花艺术 长春大学 高巍

201701079003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office办公室软件 西南石油大学 王杨

201701079004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C语言综合项目开发实战 成都学院 鄢涛、叶安胜

201701079005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 温州大学 金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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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79006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Flash动画 广西师范大学 徐晨帆

201701079007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外名曲欣赏 青岛大学 赖涛

201701079008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国宪法学 青岛大学 董和平

201701079009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础口译 湖北大学 步婧

201701079010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宋元明清文学与文化 湖北大学 薛梅

201701079011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无线传感网的技术与应用 江汉大学
章红、万亮、刘芳

等

201701079012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与展望 武昌理工学院
赵作斌、钱程、李

耀宗

201701079013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四大名著与人生智慧（公关篇） 湖北大学 卢世林

201701079014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数字起航-零基础电子设计系列课程 青岛大学 范秋华

201701079015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药物的奥秘 三峡大学 罗华军

201701079016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 青岛大学 刘丹

201701079017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国古诗词歌曲赏析 青岛大学 王文俐

201701079018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赏析 湖北大学 叶鹏

201701079019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工程电路分析 湖北大学 黄敬华

201701079020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采煤概论 河南理工大学 李东印

201701079021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园林花卉学 湖北工程学院 汪殿蓓

201701079022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周易与中国文化 湖北工程学院 丁勇

201701079023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管理(校企合作版) 广州大学 任政亮

201701079024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跨越无限—古今桥梁艺术赏析 哈尔滨学院 王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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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80001 桂林兴华科学教育研究院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科技教育师资培养创新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韦国善

201701080002 桂林兴华科学教育研究院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广西师范学院科技教育师资培养创新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广西师范学院 黄国华

201701080003 桂林兴华科学教育研究院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阜阳师范学院科技教育师资培养创新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阜阳师范学院 顾江鸿

201701080004 桂林兴华科学教育研究院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科技教育师资培养创新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佛丽

201701080005 桂林兴华科学教育研究院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聊城大学科技教育师资培养创新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聊城大学 赵长林

201701080006 桂林兴华科学教育研究院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赣南师范大学科技教育师资培养创新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赣南师范大学 谢应茂

201701080007 桂林兴华科学教育研究院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广西师范大学科技教育师资培养创新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广西师范大学 陈海深

20170108100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代冰彬

20170108100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工商学院 李长山

20170108100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武汉学院 张澜

201701081004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西华师范大学 陶月英

20170108100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长江师范学院 刘锡荣

20170108100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郑州财经学院 孙自强

20170108100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

学院
仲怀公

201701081008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审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许昌学院 张峻松

201701081009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审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

王昆来

201701081010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管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熊艺蓉

20170108101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管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
陈翼

20170108101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管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孙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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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8101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成本管理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央财经大学 刘俊勇

201701081014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成本管理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哈尔滨商业大学 张林

20170108101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成本管理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兰州财经大学 南星恒

20170108101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成本管理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上海建桥学院 石启辉

20170108101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成本管理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延边大学 徐香兰

201701081018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报表分析》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吉林财经大学 梁毕明

201701081019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财务报表分析》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哈尔滨广厦学院 王静

201701081020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级财务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嘉兴学院 潘煜双

20170108102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级财务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安康学院 成党伟

20170108102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中级财务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南京晓庄学院 游晓春

20170108102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湖北工业大学 胡定军

201701081024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高级财务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
丁连第

20170108102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时代下会计转型及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研修班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丁绒

20170108102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时代下会计转型及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研修班 东北农业大学 王积田

20170108102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时代下会计转型及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研修班 哈尔滨商业大学 张劲松

201701081028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时代下会计转型及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研修班 吉林师范大学 史春玲

201701081029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时代下会计转型及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研修班 通化师范学院 孙丽环

201701081030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时代下会计转型及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研修班 西安财经学院 王新安

20170108103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互联网+”时代下会计转型及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研修班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

学院
肖慧霞

20170108103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巢湖学院 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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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8103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王章渊

201701081034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武汉商学院 陶燕

20170108103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黄冈师范学院 周一萍

20170108103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陈永英

20170108103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河北地质大学 宋绍清

201701081038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河北金融学院 马一宁

201701081039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西南科技大学 张华

201701081040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四川理工学院 王霞

20170108104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长江师范学院 杜茂华

20170108104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郑州财经学院 李庆阳

20170108104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吉林警察学院 姜万国

201701081044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长春工业大学 纪晶华

20170108104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长春师范大学 邢丽微

20170108104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楚雄师范学院 梁劲松

20170108104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尹顺秋

201701081048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哈尔滨剑桥学院 王春燕

201701081049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黑龙江工程学院 赖胜才

201701081050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兰州财经大学 南星恒

20170108105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会计云共享服务中心”实践条件建设 西华师范大学 彭双

20170108105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安康学院 成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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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8105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巢湖学院 李雷

201701081054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哈尔滨广厦学院 王静

20170108105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哈尔滨剑桥学院 李淑娟

20170108105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河北金融学院 马一宁

20170108105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嘉兴学院 崔晓钟

201701081058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陕西科技大学 王化中  

201701081059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商洛学院 周小婷

201701081060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
学院

蒋薇薇

20170108106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西安财经学院 申渊源

20170108106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

学院
王乐

20170108106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蔡文英

201701081064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汉口学院 袁秋菊

20170108106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湖北工业大学 宋迎春

20170108106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湖北民族学院 朱廷辉

20170108106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黄冈师范学院 周一萍

201701081068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

学院
张吉岗

201701081069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武汉商学院 陶燕

201701081070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
樊舒

20170108107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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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8107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大庆师范学院 杨晓玉

20170108107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东北农业大学 李萍

201701081074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黑龙江大学 靳利军

20170108107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黑龙江工程学院 赖胜才

20170108107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黑龙江科技大学 郭红

20170108107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佳木斯大学 于善波

201701081078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辽宁科技学院 王猛

201701081079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沈阳工程学院 朱雅琴

201701081080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沈阳建筑大学 王秋菲

20170108108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

张炜琪

20170108108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吉林工商学院 李长山  

20170108108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吉林建筑大学 刘颖春

201701081084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李红艳  

201701081085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吉林师范大学 史春玲

201701081086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兰州财经大学 南星恒  

20170108108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通化师范学院 徐 静  

201701081088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 胥兴军  

201701081089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延边大学 徐香兰  

201701081090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长春师范大学 李卜

201701081091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防灾科技学院 刘翠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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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81092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上海建桥学院 石启辉

201701081093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财税\审计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长春工业大学 纪晶华

201701082001 广州市汉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祖庙街道“长者精神支持服务”大学生实训项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仇宇

201701082002 广州市汉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石湾镇街道“亲子乐融融”大学生实训项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郑妙珠

201701082003 广州市汉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张槎街道“同心圆社区义工队伍建设“大学生实训项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余慧珍

201701082004 广州市汉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南庄镇“我的社区我营造”大学生实训项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朱敏青

201701082005 广州市汉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禅城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大学生实训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卓彩琴

201701083001 杭州简学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工程类大学生实习实训平台建设 浙江大学 陆国栋

201701084001 杭州百旺金赋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百旺赋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服务工程

浙江大学

蔡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安阳师范学院

201701085001 浙江顺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浙江顺联工程类大学生实习实训

浙江大学

谢勇斌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计量大学

四川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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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86001 浙江本珍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浙江本珍网络互联网运营实训营

浙江大学

管旭婷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计量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701087001 松下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松下电器（中国）工程类大学生实习实训
中国计量大学

张婷婷
浙江大学

201701088001 顶新国际集团（康师傅） 大学生实习实训项目 顶新国际工程类大学生实习实训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魏小梅
大连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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