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研字〔2020〕3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山东省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 
培养示范基地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山东省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立

项建设工作的通知》（鲁教研函〔2020〕1 号）要求，我厅组织

开展了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立项建设工作。经高校

推荐、专家评审等程序，确定立项建设省级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

培养示范基地 46个，现公布名单并提出要求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入选高校和合作单位要高度重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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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山东省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
基地立项建设名单 

（46 个） 
序

号 
学校 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1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齐鲁交通发展集团产教

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 山东大学 
山东省高端动力装备行业产教融合

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3 山东大学 
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教融合研究生

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德晟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电子信息产教融合研

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浪潮（青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海洋装备研究院（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有限公司 

青岛海高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5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药物研发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

地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塔里木油田

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7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中石大-山东京博产教融合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基于“1+1+N”新材料创新链模式

的产教融合研究生培养基地 

威海云山科技有限公司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9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与山东农大肥业产教

融合“振兴菁英计划”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10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畜牧学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 
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 

11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与鲁南制药集团产

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与浪潮集团产教融

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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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 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13 山东科技大学 
智慧矿山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

示范基地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14 山东科技大学 
智能装备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

示范基地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15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实验学校产教

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实验学校 

16 青岛大学 
学-做-研三位一体教育硕士产教融

合联合培养基地 
青岛金门路小学 

17 青岛大学 
临床医学产教融合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 

青岛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青岛海信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8 青岛科技大学 
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工联合培养示范

基地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研究院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9 青岛科技大学 
大数据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

范基地 

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科大有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 曲阜师范大学 
精品旅游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

示范基地 

山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日照市精品旅游促进会 

21 青岛理工大学 
振动噪声分析控制-产教融合研究

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22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省激光智能制造技术产教融合

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青岛国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 济南大学 
济大-开泰山东省产教融合研究生

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4 济南大学 
济南大学-盖世物流山东省产教融

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山东盖世国际物流集团 

25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希成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产

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山东希成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思代尔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26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产

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7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阿里云财经大数据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示范基地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28 山东财经大学 
智能供应链管理研究生联合示范基

地 

山东佳怡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韩都衣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Administrator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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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研函〔2021〕13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21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 

提升计划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

量提升计划和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鲁教

研函〔2021〕8号）等要求，经单位推荐、专家评审等程序，2021

年立项建设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 220门、山东省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220个、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20 项（其中根据专家评议意见，确定重点项目 53 项，名单见

附件）。 

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重要

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做好立项项目

的建设工作，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我省研究生教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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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立项建设名单 

（220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SDYJG21001 博士研究生多轨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山东大学 马春红 重点项目 

2 SDYJG21002 
固废绿色材料主题式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创

新探索 
山东大学 王文龙 重点项目 

3 SDYJG21003 
经济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应用能力提升的研

究与实践 
山东大学 石绍宾 重点项目 

4 SDYJG21004 
基于评估指标体系的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人

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山东大学 石振国 重点项目 

5 SDYJG21005 
综合性大学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

践与探索 
山东大学 朱太锐 重点项目 

6 SDYJG21006 
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翻译硕士“三位一体”

联合育人机制研究与实践 
山东大学 李建刚 重点项目 

7 SDYJG21007 
习近平法治思想视角下高校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山东大学 张海燕 重点项目 

8 SDYJG21008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计算机类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山东大学 陈竹敏 重点项目 

9 SDYJG2100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课程问题抛锚式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山东大学 郑敬斌 重点项目 

10 SDYJG21010 
“口腔+X”交叉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山东大学 葛少华 重点项目 

11 SDYJG21011 
研究生群体体质健康监测与健身指导体系

的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王毅 重点项目 

12 SDYJG21012 
材料工程专业研究生产学研融合培养模式

----基于目标导向的特异化策略 
中国海洋大学 陈守刚 重点项目 

13 SDYJG21013 
基于实践创新能力提升的药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产教融合”培养路径的构建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顾玉超 重点项目 

14 SDYJG21014 
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提升化学学科研究生科

研创新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王有和 重点项目 

15 SDYJG21015 俄语专业翻译硕士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孙大满 重点项目 

16 SDYJG21016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地质类研究生培养质量

保障体系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李福来 重点项目 

17 SDYJG21017 
“一带一路“背景下“双一流”建设学科 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推进策略和路径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廖华林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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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37 SDYJG21137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水平研究生导师团队建

设及协同育人实践 
济南大学 张海鵾 一般项目 

138 SDYJG21138 

产教融合视域下地方综合性院校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闭环式”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研究 

济南大学 陈晓洁 一般项目 

139 SDYJG21139 
“科研孪生”式课程教学模式构建及对研

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研究 
济南大学 赵东 一般项目 

140 SDYJG21140 
“一三五”创新理念下构建研究生创新能

力、职业发展能力培养平台的探索和实践 
济南大学 原长洲 一般项目 

141 SDYJG21141 
以职业认同提升为导向的翻译硕士综合实

践教学体系构建与运行 
济南大学 高强 一般项目 

142 SDYJG21142 

新工科背景下硕士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的

培养探析——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

例 

山东理工大学 王雷 一般项目 

143 SDYJG21143 
乐陵市研究生工作站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

育人质量保障、监督和评价体系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朱继英 一般项目 

144 SDYJG21144 
山东希成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产教融合

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培养规范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许英超 一般项目 

145 SDYJG21145 
科技评价机制改革新形势下高水平研究生

导师团队建设机制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李波 一般项目 

146 SDYJG21146 
“立德树人”视域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体系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张少全 一般项目 

147 SDYJG21147 山东省高校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机制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张伟 一般项目 

148 SDYJG21148 
基于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山东理工大学 高佩玲 一般项目 

149 SDYJG21149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郭丽 一般项目 

150 SDYJG21150 
基于新工科创新思维与建模思想深度融合

的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模式研究与实践 
山东理工大学 梁振英 一般项目 

151 SDYJG21151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

模式创新研究 
山东财经大学 王旭 一般项目 

152 SDYJG21152 
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下新时代会计专硕人才

培养体系改革与重构 
山东财经大学 王守海 一般项目 

153 SDYJG21153 
新文科背景下经管研究生荣誉教育模式研

究 
山东财经大学 方慧 一般项目 

154 SDYJG21154 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 山东财经大学 毕秀玲 一般项目 

155 SDYJG21155 经管研究生本硕衔接阶段培养体系研究 山东财经大学 李启航 一般项目 

156 SDYJG21156 
一体两翼三支撑：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

力培养模式研究 
山东财经大学 杨明海 一般项目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研函〔2020〕6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20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 

优质课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的通知》（鲁学位

〔2016〕6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等 3个实施方案的通知》（鲁

学位〔2016〕8 号）要求，经单位推荐、专家评审和公示，确定

立项建设 2020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 220 门、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220个。 

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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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以深化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为重点，深入实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对立项建

设项目提供一定建设经费，加强对项目的监督和管理，定期指导、

调度项目进展，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达到建设目标，取得高

质量成果。 

 

附件：1.2020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2.2020 年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立 

            项建设名单 

 

 

 

山东省教育厅 

2020 年 12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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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220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课程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1 SDYKC20001 休闲体育学专题 山东大学 石振国 

2 SDYKC20002 Project Management★ 山东大学 丁荣贵 

3 SDYKC20003 旅游创业与产业发展★ 山东大学 徐凤增 

4 SDYKC20004 外国刑法学 山东大学 刘军 

5 SDYKC20005 随机算法★ 山东大学 张鹏 

6 SDYKC20006 工程数学 山东大学 郑修才 

7 SDYKC20007 Green manufacture and remanufacture★ 山东大学 李建勇 

8 SDYKC20008 生态学专题★ 山东大学 郑培明 

9 SDYKC20009 
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诊断与治

疗进展★ 
山东大学 纪春岩 

10 SDYKC20010 分子与细胞免疫学新进展★ 山东大学 王嘉宁 

11 SDYKC20011 重大疾病免疫基因治疗★ 山东大学 张建 

12 SDYKC20012 流行病学 山东大学 贾存显 

13 SDYKC20013 天然药物化学Ⅱ 山东大学 娄红祥 

14 SDYKC20014 语言统计学★ 中国海洋大学 李旭奎 

15 SDYKC20015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中国海洋大学 洪锋 

16 SDYKC20016 现代分析测试方法 中国海洋大学 韩宗珠 

17 SDYKC20017 高等有机化学★ 中国海洋大学 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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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高函〔2021〕13号 

  

1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山东省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等学校：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

通知》（教高厅函〔2021〕11号）有关部署，根据《山东省教育

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鲁教高函

〔2021〕8 号）安排，经学校推荐申报、资格审核、专家评审、

结果公示，遴选确定了山东省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06 门、研究生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53 门、普通高等教育课

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10 个，山东省职业教育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 241 门（含全国行指委推荐参选国家项目课程）、职业教育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10 个，山东省高等学校继续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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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所属学校 

203 青少年社会工作 王玉香 
张庆、宫秀丽、孙成键、

宋婷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04 影视配音艺术 张树楠 

马新新、李雪婷、郝翰、

匡素萍、王杨、孙良、孙

美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05 管理学 胡忠任 
王善臣、路英、赵广军、

赵婧、苏志荣 
山东管理学院 

206 果蔬加工工艺学 迟晓君 
岳凤丽、陈庆敏、秦洋、

初乐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二）研究生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所属学校 

1 临床胚胎学 刘尚明 

邹永新、刘洪彬、郭雨霁、张

文程、王富武、郝爱军、张晓

丽 

山东大学 

2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

实践 
陈新岗 

石绍宾、徐超丽、张乃丽、马

荣国、何兆伟、刘静 
山东大学 

3 文献学 杜泽逊 
朱新林、江曦、李振聚、尹海

良、聂中庆、王晓静、张鹏 
山东大学 

4 分子模拟及应用 苑世领 张恒、张冬菊 山东大学 

5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remanufacturing 

(绿色制造和再制造) 

李方义 
李剑峰、李建勇、王黎明、李

燕乐、田广东、满佳 
山东大学 

6 高等分子生物学 顾玉超 于文功、韩峰、张国建、王震 中国海洋大学 

7 营运资金管理研究 王竹泉 
孙莹、王贞洁、程六兵、王苑

琢、孙建强、杜媛、赵璨 
中国海洋大学 

8 中国语言文化 魏学宝 伊强、丁鹏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9 工程塑性理论 张鹏 
王传杰、吴欣、陈刚、朱强、

郭斌、崔令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10 
船舶结构振动噪声控

制技术 
桂洪斌 

张岩、陈占阳、鲁国春、谢芳、

于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11 高级植物生理 杨兴洪 
孟庆伟、王勇、李刚、张元湖、

武玉叶、董新纯、马娜娜 
山东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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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大 学 文 件 
 

山大研字〔2020〕32号 

 

 

关于 2020 年度山东大学 
“研究生课程思政”专项计划立项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

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按照《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的意见》（教思政〔2020〕1 号）文件精神，根据前期有关要求，

综合学院申报情况，经研究决定，适当增加立项名额，以鼓励各

单位加强“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力度，全面推进研究生课

程思政建设。 

经团队申报、学院初审、专家评审、领导小组审批等程序，

共评选出拟立项项目 55项，名单见附件。 

一、项目建设目标 

“研究生课程思政”专项计划旨在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创

新育人手段，秉持“全面思政教育、立体思政教育、创新思政教

育”理念，切实加强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促进各类研究生课程



4 

 

附件 
 

2020 年度山东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 
专项计划立项项目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立项 

类别 

项目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立项

结果 

资助 

额度 

1 

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思政”

的建设路径研究：以《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为例 

课堂 

授课类 
陈新岗 经济学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2 
经济学科研究生育人新机制：从

课程思政到专业思政 

专业 

建设类 
石绍宾 经济学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3 

协同学理论视域下辅导员参与研

究生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机理研

究 

社会 

实践类 
周明明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4 
研究生“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对接与融合机制研究 

研究 

报告类 
黄广友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5 

从“理解中国”到“传播中国”

——汉语国际教育类研究生专业

建设探索与思考 

专业 

建设类 
王彦伟 

国际教育学

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6 
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与

“课程思政”的融入 

专业 

建设类 
皮野 外国语学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7 
研究生学术写作能力提升与学术

志趣培养 

课堂 

授课类 
韩佶颖 外国语学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8 
中国特色新闻学视域下研究生新

闻史论课程思政教育的创新路径 

课堂 

授课类 
王咏梅 

新闻传播学

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9 
“大思政”视域下《绿色制造和

再制造》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研究 

课堂 

授课类 
李方义 

机械工程学

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10 
学习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精神，发

挥样板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案例 

总结类 
薛翊国 土建学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11 
新形势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实践

模式探索 

专业 

实践类 
张四化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12 
妇产科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的建

设及应用 

课堂 

授课类 
刘培淑 

临床医学

院、齐鲁医

院 

重点

项目 
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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