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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 2013 年民办教育 

政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总结报告 

 

2013 年是上海杉达学院实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攻坚之年，

也是实施“1+3”布局结构调整的起始之年，更是转型发展的关键之

年，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为将学校建设成为“应用型、国际化、高水平”的民办大学而积

极探索。学校继 2012 年被上海市教委列为上海民办高校示范校创建

校后，2013 年又成为中国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首批成员和全

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成员，凭借诸多有利发展平台，学校积极推

进教育改革创新，促进联盟成员间合作交流，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和专

业结构改革，推动建立产教融合和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学校转型

发展工作的开展，为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努力。 

一、项目概况 

2013 年，学校共获得政府扶持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

项目 13项（含优青项目和科研项目），项目总经费为 x万元，学校严

格按照上海市关于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相关规定，做到“项目建设

经费专款专用、监督建设进度确保完成、项目建成验收确保质量、建

成投入应用确保绩效”，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安全技

防建设等方面建设效果良好，资金总执行率为 X%，专项资金项目已

按照我校关于专项资金项目验收标准通过了校内外专家评审，完成了

项目校内验收工作。 

2013 年学校重点实施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安全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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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优青项目、科研项目等 5大类建设项目，其中学科专业建设 9

项，师资队伍建设 1项，安全技防建设 1项，共计 13项。具体见下

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实际执行(元) 执行率 

一 学科专业建设 
   

1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实

训基地建设（三期）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实验室建设    

3 
计算机基础教育实验

室建设    

4 
国际化课程教学中心

（一期）    

5 
复合型图书馆建设

（二期）    

6 
生物和化学实验中心

建设（二期）    

7 
经济信息服务中心建

设    

8 
大学生体育教育基础

实训基地建设    

9 
复合型图书馆建设

（三期）    

学科专业建设小计 
   

二 安全技防建设 
   

三 师资队伍建设 
   

四 优青项目 
   

五 科研项目 
   

合  计 
   

二、项目完成情况 

（一）学科专业建设 

2013 年学校学科专业建设项目共 9 项，分别是国际医学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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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实训基地建设（三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室建设、计算

机基础教育实验室建设、国际化课程教学中心建设（一期）、复合型

图书馆建设（二期）、（三期）、生物和化学实验中心建设（二期）、经

济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大学生体育教育基础实训基地建设。通过项目

建设，促进了优势特色专业快速发展，增强了学科发展优势和特色，

推进了实验实训条件改善，加强了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培养，为学校培

养应用技术复合型人才奠定了基础。 

1.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实训基地建设（三期） 

该项目旨在建成一个符合国际医学技术人才（护理与康复治疗）

培养规律及教学实践的模拟实训基地及服务性学习场所；培养一批具

有专业素质高、国际观、评判性思维以及动手实践能力强的护理与康

复治疗专业应用型人才；建成一个信息化程度高、智能化程度高的现

代护理与康复治疗专业的实训基地，打造现代专业教育技术平台。通

过项目建设，护理教学视频系统、老龄健康促进与康复训练实训中心

及老龄健康服务中心建设、高级模拟人设备添置、护理学基础实训室

等建设内容已完成并投入使用。多媒体教室以及网络信息教室建设、

康复治疗实训平台建设已启动建设，部分建设完成，预计 2015 年年

底全部完成建设工作，保证 2016 年春季开学能够正常使用。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实训平台经过前期系列项目建设成效显著，护

理学专业成为上海市应用型试点专业，首批 4年制本科毕业生获得社

会好评，就业率 100%，三级甲等医院就业率 93%。项目效益主要体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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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护理教学视频系统在教学中已发挥了功能，广泛使用在学院

技术操作比赛、人文沟通交流夏令营、毕业典礼等活动中，该视频系

统也成为学校信息化建设对外展示的窗口，接待教育部、市领导、本

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专家、校内外参观共计约 41批 1274 人次;老龄

健康模拟体验设备，在 2012、2013 级 246 名学生的老年护理学课程

教学中应用，每人 4学时，教学效果良好。老龄健康促进与康复训练

实训中心及老龄健康服务中心在三家养老院开展服务性学习活动，为

老年人提供 91人次 1746 小时的服务。 

(2)实训室及设备使用情况，列表如下： 

多媒体教室以及网络信息教室使用情况 

年级/用途 学生人数 学时/每人 

2011 级 80 4 

2012 级 30 8 

2013 级 60 4 

2014 级 125 8 

2014 级专升本 7 36 

各医院带教老师培训 80 6 小时 

国贸学生专业讲座 64 2 小时 

教学比赛人员交流 9 2 小时 

高级模拟人设备使用情况 

年级/用途 学生人数 学时/每人 

2011 级 71 8 

2012 级 145 8 

2013 级专升本 9 36 

2014 级专升本 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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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基础实训室使用情况 

年级/用途 学生人数 上课学时/每人 考试学时/每人 

基础 

护理 

2011 级 20  8 

2012 级 42 92 24 

2013 级 50 236 48 

成人 

护理 
2012 级 30 16  

晚训 
2012 级 22 184  

2013 级 50 196  

健康 

评估 

2012 级 28 25 19 人、每人 16 学时 

2013 级 18 25 37 人、每人 16 学时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室建设和计算机基础教育实验室

建设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由数据分析与处理

（大数据）实验室、计算机网络安全实验室、移动互联技术实验室三

个部分组成，实验室建设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通过实验室建设，加

强了学科专业建设，给教学科研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教学条件和科学研

究平台，为开展研究生教育奠定了基础,项目效益主要体现在： 

①数据分析与处理实验室建成后，主要用于师资培训与课程建设

研究与开发，为教师提供用于课题研究的科研与实验环境，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期刊或出版社名

称 
备注 

1 
关于基层卫生信息系统架构设计和功能报

告 
研究报告   

2 医疗卫生健康大数据技术综合报告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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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机事务处理系统和联机分析处理系统架

构技术报告 
研究报告   

4 基于 Hadoop 大数据计算原理技术报告 研究报告   

5 杉达学院大数据平台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   

6 
杉达学院《大数据处理及其应用实验室》

专家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   

7 杉达学院数据分析与处理实验室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   

8 数据分析与处理实验室硬件设备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   

9 云计算概论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 2015.9 开课  

10 实用护理信息学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 2015.9 开课  

11 《数据处理系统的架构与技术环境》 
课程大纲

及课件 
  

12 

SoS-Based Big Data Processing Systems 

Architecture for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论文 
Journal of 

Supercomputing 
 

13 
图像处理与分析技术在分子影像学研究中

的应用 
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医学版） 
已发表 

14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SEER 数据库概述及

应用 
论文 微型电脑应用 已录用 

15 
基于公共健康信息的大数据管理与分析系

统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 

市民办高校科研

项目（重点科研

项目） 

 

16 
材料界晶凝固分子动力学高性能计算研究

与仿真 
课题 

市民办高校科研

项目（重点科研

项目） 

 

17 《程序设计语言课程设计》教学模式改革 
课程大纲

及课件 
2015.2 上课  

18 
IBM 公司 Global University Programs 横

向研究课题 
课题   

19 
2014 年政府资助项目建设（实训中心公共

基础平台建设） 
项目申报   

20 
《数据挖掘算法》科研思维方法论的系列

讲座 
师资培训 

2014.10, 

4*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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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数据架构、技术计应用》的技术培训 师资培训 
2014.5 

10*3.5 小时 
 

22 SPSS 技术培训 师资培训 
2014.6 

2*4 小时 
 

23 云框架技术培训 师资培训 
2015.5 

4*3.5 小时 
 

24 
《上海新南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协议》 
校企合作   

25 
《IBM-上海杉达学院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

室合作说明书》 
校企合作   

②计算机网络安全实验室，部分实验环境已建设完毕，并投入使

用，已开设实验项目清单如下： 

类别 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密 

码 

学 

1 古典密码实验 理解代换密码的基本原理 

2 对称密码工作模式实验 
理解对称密码各种分组模式原理和架

构 

3 非对称加密实验 理解 RSA、ELGAMAL、ECC 算法原理 

防火

墙实

训 

4 防火墙基本配置 学习配置防火墙的不同连接模式 

5 防火墙网络配置实训 理解端口映射概念，掌握端口映射配置 

6 防火墙基本服务配置与应用 掌握防火墙附带的 DHCP 及 DNS 的配置 

入侵

检测 
7 入侵行为检测实验 了解 IDS 入侵检测功能，掌握 IDS 概念 

Web 8 网页防篡改实验 掌握使用防篡改规则保护网站 

③移动互联技术实验室建设目前已初步完成《Android 3G 移动

互联开发技术》课程大纲制定与实验内容的确定，IOS 技术中

《Objective-c 语言》课程准备，这两门课均已列入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2014 版教学计划的选修课程，并于今年 9月开始正式教学。 

(2)计算机基础教育实验室建设 

计算机基础教育实验室建设项目旨在按照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

的要求进行计算机基础教育实验室的提升和发展，并且建成计算机自



8 
 

主学习中心。按照既定建设目标，现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分别是：

改扩与新建 9间计算机基础教育实验室，包括更新添置教学用电脑、

服务器，设计配置实验室网络系统，建立了包括实验室监控系统（网

络录播系统）的标准化考场等；建设了带有自动阅卷功能的多学科学

习与考试系统（通用计算机考试及教学评价系统）；完成了基础部网

络中心机房的升级改造。项目效益主要体现在： 

①实验室使用情况 

金海校区：2014 年和 2015 年上半年共承担了 450 个班次的计算

机基础教学任务，承担了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上海市计算机等级考

试、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考试等各种考试 40 次，累计考生

人次数达 23402 人次。 

基础部：2013--2014 学年承担了 3216 名学生、2744 班次的计算

机基础教学任务；2014--2015 学年承担了 3318 名学生、2772 班次的

计算机基础教学任务；在课余时间提供学生自主学习平台及向社团活

动开放，累计 32 万余人次；承担了两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参加

考试人次数为 4574 人次，合格率分别达到 95%、93.3%，在全市各考

点中名列前茅；以本项目为依托的计算机自主学习平台，在促进学生

的自主学习意识形成，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基

础应用水平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在“上海市大学生计算机应

用能力大赛”、“海峡两岸信息素养竞赛与创新活动”中获得各类奖项

9个。 

②通用计算机考试及教学评价系统的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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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校区：2014 年 1月—2015 年 7月，共进行了 27次考试，约

6000 人次。 

基础部：2013—2015 两个学年共进行了 4 次考试，分别是 2 次

计算机文化基础考试与 2次多媒体技术考试，共有 6534 名学生参加，

师生反映良好。 

3.国际化课程教学中心建设（一期） 

该项目旨在促进学校国际化办学之路上，引进国外先进的办学经

验和教育资源，提高国际交流课程、金海本部课程及基础部课程远程

网络互动教学技术水平，以信息化手段带动优质课程国际化建设，实

现国际交流课程远程网络互动教学和高质量课程资源的积累。按照

2012 年、2013 年两期课程中心项目原定的建设目标，现已基本完成

项目建设内容，分别是：课程中心平台，25 门课程精制网站；沉浸

式高清直播教室 2间；基础部 40间 E化教室改建及集中管理架构；

基础部教学楼宇广播系统；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软件和听评课管理软

件；自助打印设备。 

项目建设完成后的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1)2013 年 5月课程

中心平台(网址：http://sducc.sandau.edu.cn)上线试运行以来，截

至 2015 年 10 月 15 日平台上已注册教师数 871 人，学生数 19025 人，

网站数 374 个，总访问数:1530586 人次。其中 25门课程有精制课程，

这些课程如下表所示： 

1 多媒体技术 张丹珏 

2 计算机网络 于凤霞 

3 证券投资学 夏园 



10 
 

4 景观设计 王烨 

5 旅游政策与法规 王立龙 

6 基础会计学 王蕾 

7 现代酒店管理概论 唐秀丽 

8 国际结算 潘彦 

9 国际金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牛淑珍 

10 Java 语言设计 刘在英 

11 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 刘韵 

12 广播电视学 黎力 

13 高级英语阅读 高静 

14 管理学原理 甘峰 

15 宏观经济学 卜希颖 

16 大学英语听说 魏云巍 

17 包装设计 万轩 

18 微观经济学 陈仙丽 

19 国际经济学 孟海樱 

20 视听英语（3/4） 奚丹芸 

21 基础英语 党美丽 

22 基础日语一、二 庞佳 

23 基础日语三、四 巫永芳 

24 数据结构 陈瑛 

25 高级英语阅读三 缪胤 

(2)为学校英语自主学习平台的使用、学生课外利用课程中心网

站自主学习并完成网上作业、网上重新学习等搭建了平台。从 2014

年春季学期开始，已在课程中心平台上安排了 12 门次公共基础课网

上学习（配线下答疑），这种学习形式对我校学分制改革起了很好的

推动作用，为学生跨年级重新学习提供了可能性。 

(3)为学校网上课程直播、申报市级精品课程提供支撑网站，推

进 10门国际商务项目全英语留学生课程建设。比如，金海校区 6301

教室向校外直播的课程，2014 年秋季学期 3 门课程，包括《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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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华传统文化》、《时装文化与流行鉴赏》、《教你成为歌唱达人》；

2015 年春季学期 2 门课程，包括《开启疑案之门的金钥匙—司法鉴

定》、《杏林探宝—带你走进中药》；2015 年秋季学期 2门课程，包括

《职场沟通》、《珠宝鉴赏》；2013-2015 年学校利用课程中心网站支

撑，申报了一系列市级精品课程：《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基础会

计学》、《大学体育（器械健身）》、《包装设计》、《数据结构》等；2015

年秋季学期，5门全英语留学生课程已在外国留学生班中开设，教学

效果良好,后 5门课计划 2016 年春季继续在外国留学生班中开设。 

4.复合型图书馆建设（二期）、（三期） 

该项目以建立一种新型服务模式为目标，通过建立复合型学习空

间和新型阅览室，进一步发挥学校信息资源与设施的作用，实现资源

整合与资源共享，努力将图书馆打造成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基地、文

献信息自助服务的集散地、科研交流与创新的孵化基地，成为师生喜

爱的环境幽雅、资源丰富的自主学习、学术交流与科研协作的空间。

通过项目建设，基础部图书馆引进了现代化的图书管理软件、自动借

还书系统、门禁系统等，使管理手段实现了现代化；布局空间改造为

信息共享空间和书库阅览空间相结合的模式；阅览座位从原有的 600

座增加到 1000 座；增加 29台全新一体计算机；成功签约“嘉兴地区

高等学校图书馆联盟”第一阶段成员；成为当地民办高等院校中第一

个使用规范化管理软件的图书馆、拥有中文电子图书最多的图书馆、

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图书馆。 

项目建设完成后，基础部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提升至每周 8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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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图书的收藏量约 21万余册、现刊订购量 240 余种、过刊合订本

数量 5700 余册，电子数据库资源也达到一定规模，主要列表如下： 

1 清华同方 同方知网 

2 龙源期刊网 

3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4 万方医学文献数据库 

5 EBSCO host 西文数据库 

6 爱迪克森网上报告厅 

7 中国讲座网 

8 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 

9 龙源期刊移动阅读 

10 超星数字图书馆 

11 超星视频 

12 外语自主学习平台 

13 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 

14 优阅外文原版电子图书 

15 环球英语多媒体资料库 

16 超星移动图书馆 

17 博看畅销期刊数据库 

项目完成后常用数据库的访问情况如下: 

常用数据库名称 读者数据库访问量 

中国知网 122282 

超星电子图书 690 

超星视频 2863 

维普中文期刊 4770 

万方数据 1589 

优阅 158 

中国讲座网 5205 

爱迪克森 34954 

外语自主学习平台 80 

环球英语 9078 

改建后的基础部图书馆自 2014 年 9月 1日开馆至今，已接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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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数达到 230489 人次，总借阅量达到 58000 余册次。图书馆改建

前后馆藏情况如下： 

 项目完成前 项目完成后 

类目 种数 册数 种数 册数 

A|马列主义 1072 1188 1448 1564 

B|哲 学 10855 12003 12321 13471 

C|社科总论 6587 7329 7724 8468 

D|政治法律 18827 20613 23289 25078 

E|军 事 648 697 799 848 

F|经 济 40414 44992 47727 52324 

G|文科教体 6702 7751 8464 9514 

H|语 言 16894 20444 19753 23305 

I|文 学 10276 11684 11512 12920 

J|艺 术 2443 2736 3440 3736 

K|历史地理 12364 13607 14824 16069 

N|自科总论 358 423 391 459 

O|数 理 化 4467 5022 5442 6002 

P|天文地球 112 127 118 133 

Q|生物科学 165 220 214 269 

R|医药卫生 1300 1709 2272 2681 

S|农业科学 47 64 56 73 

T|工业技术 21001 22973 25489 27465 

U|交通运输 87 124 94 131 

V|航空航天 34 35 34 35 

X|环境劳保 214 241 266 293 

Z|综合图书 861 912 1049 1100 

其它 21 25 23 27 

合计 155749 种 174919 册 186749 种 205965 册 

5.生物和化学实验中心建设（二期） 

该项目旨在满足学校食品质量与安全、护理学和康复治疗学 3个

专业基础化学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实验需求，在基础部建设化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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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供一年级学生基础化学实验课程使用，为一年级学生今后的专业

课程学习打好基础。同时促进学生实验、实训、实习各环节更紧密的

结合，为各专业“产、学、研”校企合作、学生就业、专业学科发展

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项目建设，基础化学实验室建设以及配套的化

学实验通风柜室、设备储藏室、化学试剂储藏室和实验准备室等建设

内容已全部建设完成并于 2013 年 9月投入使用，教学效果良好，具

体表现为： 

(1)两期实验室建设完成并于 2013 年 9月起为基础化学、医用化

学、有机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化学、食品检验学等六门专业课

程的教学实验课使用，主要实验项目包括醋酸含量的测定、醋酸电离

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等 11个项目，至今上课学生总人数为 906 人，

总人次为 3219 人次。添置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仪器、设备能进一步满足食品检验与分析的实验

要求，特别是提高了教师实验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有

利于学生在专业实习期间能很快适应实习单位的要求。 

(2)新建实验室在课余时间向学生开放，学生以科技小组的形式

选择不同的项目进行食品化学物质、微生物、重金属等检测检验,有

利于提高学生检验、检疫能力，掌握不同仪器的操作技术，为学生实

习，以及参加职业技能考证打下扎实基础。 

6.经济信息服务中心建设 

该项目定位于建设服务于教师教学科研、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向

小微企业提供服务、服务社区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旨在完成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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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研究所的重新定位和更新改造；制成案例库供教师备课查询、以

及作为科研问题的基础素材；定期发送简报涵盖当前一个时间周期

内，全球商业方面的最新情况，迅速把握热点，获得科研素材或教学

案例；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的载体，为学生参加第二课堂提供服

务；建立小微企业政策信息库，提供行业数据和信息咨询服务，服务

社会的同时提升教师和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专业硕士研究生

提供教学和实践平台。通过项目建设，基本完成了中心的硬件建设，

软件建设及校企合作多层次拓展学生的课外实践场所，截止 2015 年

6月，中心共引进软件包括投中数据库、商智通市场调研系统、同花

顺 iFinD 金融终端、逸景社保实训软件、Risk Simulator 风险管理

软件，同时与企业定向开发一套软件系统，完成教师技能培训，定向

开发一套平台系统等。项目效益主要体现在： 

(1)软件培训标准化。每学期固定举办相应软件的培训，培训内

容由教师和培训师共同确定。 

(2)实践教学多维化。除了传统的操作实践，还增加了项目和任

务形式，需要自主思考的实践。 

(3)自主学习信息化。所有软件学习资源、操作手册、培训资料

以及软件的培训报名和项目的报名均可在平台上完成，自中心建成以

来，平均每学期有 250 人进入该中心自主学习，76人获得彭博 BESS

证书，1人获彭博技术认证，1人获彭博外汇技术认证等。 

(4)技能评价客观化。学生学习技能的同时，中心同软件方合作

配套给予证书或相关证书的考试辅导，更鼓励学生利用第二课堂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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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相关的学科竞赛或者技能竞赛以获得荣誉。 

7. 大学生体育教育基础实训基地建设 

该项目旨在有效促进我校体育教学与运动竞赛的开展，尤其是为

学生搭建一个课外体育活动及运动竞赛的良好平台，充分调动广大同

学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学生体质健康与发展，满足每一

个学生健身的需求，真正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愿景。按照既定建设

目标，现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完成室外篮球场、网球场、室内健身

房、室内体操房的改建工作，完成健身房改建及健身房采光、照明、

通风、健身等设备采购。具体为金海校区改进标准场地硅 pu 球场建

设、标准球场围网、标准球场灯光，基础部改进标准场地硅 pu 球场

建设、标准球场围网、标准球场灯光，健身房改建和健身器材购置及

空调、灯具、通风系统改建。 

项目建设完成后，新增和改建的标准场地，受益师生数每年达

8000 余人次，有效促进了我校体育教学新模式的实施，为体育教学

实践提供有效支撑，初步形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符合体育教育和教

学规律的体育健康课程；有效促进了学生“社团活动”的活力，搭建

了课外体育活动及运动竞赛的良好平台。 

二、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根据应用技术型转型发展需要，实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

程，持续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学科专业带头人和中青年双师型教学骨

干。2013 年学校引进和培养教师情况如下：引进高层次人才 3 人，

派遣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 2人，赴海外攻读硕士学位 4人；国内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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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2 人;市教委实施“教师专业发展工程”,学校选派出国访问学者

1人，出国访问进修 2人，国外课程培训 6人,国际化培训 16人；国

外考察、学术交流 4人；产学研项目 6人等各类教师培养培训、考察

项目。根据项目建设目标，现已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内容，后续教师培

养项目也已列入计划。通过一系列引进和培养措施，增强了学校教师

队伍水平，扩宽了教师的视野，提高了教师的教学素质，增强了教师

的业务能力。 

三、 安全技防建设 

该项目旨在进一步完善学校应急处置机制，建立统一指挥和协调

应对体系，并将学校已有的高清安防系统接入高校突发事件应急指挥

系统，实现远程多方视频会议、远程信息推送功能等，实现与多个兄

弟高校同时远程视频会议、预警信息发布、突发事件的实时有效快速

处置。我校自 2002 年开始陆续投入建设学校安全技防建设，初步建

立了一套高清数字安防监控系统，并建立了统一的技防控制中心，在

此基础上，通过本次项目建设，完成了在学校两个校区建立一套可实

时互联、可多方视频会议的应急指挥中心的目标，实现了与高校应急

指挥系统对接及相关的应急指挥、综合防控、技术完善等各项功能。 

四、优青项目和科研项目 

学校 2013 年优青项目共计 18 项，按照原定计划将于 2015 年 12

月底进行结题，目前各项目已发表论文 14篇，完成论文 5篇，编译

教材 1部，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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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者 类别 题目 

期刊或出

版社 

发表、使用或

出版时间 

1 缪小培 论文 
中共早期对党内民主的探

索 

法制与社

会 

2015年13期

（5月） 

2 缪小培 论文 
浅论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

主的探索 
  待发表 

3 陈敐 论文 
整体自尊对女大学生锻炼

动机的影响 

体育科技

文献通报 

2015年23期

（8月） 

4 殷晶 论文 
上海客源在长三角范围内

的旅游流网络分析 

中外企业

家 

2015 年 4 期

（2月） 

5 刘建立 论文 
从关联理论角度看高考作

文“引经据典” 
校园英语 

2014年36期

（12 月） 

6 刘建立 论文 

关联理论框架下对广告中

人称指示语的语用效果分

析 

校园英语 已录用 

7 潘程 论文 随机流网络的 d-下界点 
中国新通

信 

2014年24期

（12 月） 

8 潘程 论文 
含有双向边的随机流网络

可靠度计算 
  待发表 

9 孙洪礼 论文 健康心态从“准备”开始 
赤子(上中

旬) 

2015 年 4 期

（2月） 

10 孙洪礼 论文 

大学生宿舍易发人际问题

的原因及解决途径——以

两例大学生踹门事件为例 

文化导刊 
2015 年 2 期

（2月） 

11 孙洪礼 论文 
别让工作后的“内心”继续

贫瘠 
才智 

2015 年 5 期

（2月） 

12 孙洪礼 论文 
校医院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探索 
中国校医 

2015 年 9 期

（9月） 

13 孙洪礼 论文 
《爸爸去哪儿》——心理向

往的那儿 

大众心理

学 

2015 年 9 期

（9月） 

14 孙洪礼 论文 
庄园劳作与高校教师心理

健康关系的研究 

  哈尔滨

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2015 年 5 期

（10 月） 

15 费雯俪 论文 
论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产

学结合模式 
艺术教育 

2013年9月9

期 

16 宋艳 论文 
语料库的回顾与名物化的

界定 
校园英语 

2015 年 5 期

（2月） 

17 宋艳 论文 
基于语料库的科技英语名

物比研究 
  待发表 

18 杨明建 论文 
大学生心理健康预警机制

的构建——关注高位群体 
  待发表 

19 何妍蓉 论文 护理本科生人文关怀素养   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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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的构建------以

上海杉达学院为例 

20 潘超 

教材

（编

译） 

ELE 现代版——中国人学习

西班牙语教材 

上海译文

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科研项目共计 5项，取得的成果有研究报告 12份、论文 27篇、

开设课程 7门、教材 1部、专著 1部，列表如下：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申报人 成果数 

经费 

（万元） 

1 
民办高校重大

内涵建设项目 

护理本科生核心能力多元化

培养模式与效果评价研究 
徐燕 14 20 

2 
民办高校重大

内涵建设项目 

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的中小

企业融资策略研究 
牛淑珍 5 20 

3 
民办高校重点

科研项目 

基于公共健康信息的大数据

管理与分析系统及其关键技

术研究 

倪军 12 10 

4 
民办高校重点

科研项目 
外语有效教学的内容与方法 王跃武 11 10 

5 
民办高校重点

科研项目 

基于学生体质健康为目标的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理论

与实践研究 

韩玉璋 6 10 

 
合计 

  
48 70 

三、总结思考 

学校 2013 年专项资金项目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围绕学校转型发

展，持续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

优势互补，推进多种形式与灵活实施的产学合作育人体系，通过专项

资金项目建设，为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资金执行情况

及项目效益体现良好。学校自 2009 年起至今，已经成功申报了 7次

专项资金项目（含示范校建设项目），项目多达 62项，项目经费多达

X万元，项目建设情况良好，经过多期项目建设和检查验收工作，形

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按照市教委要求，学校严格

审查项目申报内容，规范资金使用标准，建立项目验收制度，完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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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监督机制，力求在专项资金使用上有效、安全，总结如下： 

1.完善健全组织、制度保障机制 

学校作为全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成员，一直坚持非营利性办

学宗旨，拥有 23 年的办学历史，已经形成了稳定可靠的内部治理结

构，学校规章制度健全，规范诚信办学，并根据专项资金管理新要求，

不断完善健全学校组织、制度等保障机制，比如：完善资金管理、队

伍管理、项目建设过程管理、仪器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学校对专项

资金的管理实行四级管理体系，即“①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对项目

进行总体把关，并由校长进行总体领导；②主要职能部门成立项目管

理小组负责项目的统筹、协调、监督等工作；③院长、部门负责人具

体负责项目的实施；④各项目成立项目执行小组分解任务，落实具体

建设任务”，层层把关，环环相扣，切实保障项目建设规范、有序进

行，保证专项资金高效运行。 

2.严格监督执行过程、注重效益体现 

学校专项资金项目执行过程分为“项目专家论证；项目小组认真

实施；职能部门积极配合；学校组织中期检查、结题验收”等环节，

学校全力保障每一个项目的顺利实施，组织多方论证、形成科学方案、

制定科学预算、严格过程监督、规范验收标准。学校注重项目建设的

效益体现，通过严格过程监督，汲取社会需求，密切产学合作等形式，

确保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达到预期目标，取得较好的使用效益，从而

保证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3.建立绩效评价机制、提高自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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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立专项资金自查工作领导小组及自查工作办公室，具体开

展项目的校内自查工作，对于预算、执行情况有出入的项目，严格按

照市教委相关流程进行调整报备。同时学校建立校院两级激励机制，

制订并实施项目绩效考评制度，定期进行考评，奖励与处罚相结合，

最大化的激发项目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和紧迫性，保证专项资金项目

的执行效率和质量。 

                                   上海杉达学院 

                                  2015 年 11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