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名单 

（沪教委高〔2015〕15 号） 

序号 课程名称(中文) 课程名称(英文) 课程负责人 

1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许丹 

2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贾巧萍 

 

 

2015 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沪教委高〔2015〕16 号） 

项目名称 课程负责人 

构建‘融合-交叉-开放’的应用型本科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王烨 

 
 

2015 年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获名单 

（沪教委高〔2015〕14 号)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单位 版次 

1 现代酒店管理概论 唐秀丽 重庆大学出版社 1 

2 国际贸易实务 孟海樱 机械工业出版社 1 

 

 

第一批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名单 

（沪教委高〔2015〕17 号） 

学校 专业名称 

上海杉达学院 护理学 

 
 

2014 年度“晨光计划”项目名单(B 类) 

（沪教委科〔2015〕19 号）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完成年月 

经费 

（万元） 

1 
医务工作者对一般人群实施‘生前预嘱’态度

的质性研究 
张胜芝 2017.12 2 

2 基于风险视角的中国证券市场动量效应研究 曾啸波 2017.12 6 



2015 年上海市“海外名师项目”入选名单 

（沪教委外〔2015〕28 号） 

学校 入选名师姓名 

上海杉达学院 外文：Jun Ni /中文译名：倪军 

外文：Yu Amy Xia /中文译名：夏雨 

 

 

 “上海市学校法治教育特色项目”名单 

（沪教委法〔2015〕40 号）  

“上海市高校法治教育特色精品项目”名单 

学校 项目名称 

上海杉达学院 扬帆法律协会 

“上海市高校法治教育特色项目”名单 

上海杉达学院 8338 法律咨询室 

 
 

首批 102 个市级学生科技创新社团名单的通知 

（沪教委体〔2015〕70 号） 

学校 社团名称 

上海杉达学院 金融职业发展协会 

 

 

2014 年度本市高校市级体育和健康教育精品课程名单 

（沪教委体〔2015〕73 号） 

学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备注 

上海杉达学院 大学体育（器械健身） 韩玉璋 体育教育部分 

  



2015年各级各类奖项名单 

 

序号 获奖者 获奖名称 发奖单位 日期 

1 上海杉达学院 
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结论为合格（本

次评估为达标评估，不设其他等第） 

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 月 

2 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市文明单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 4 月 

3 上海杉达学院 
2013-2014 年度上海市厂务公开民

主管理工作十佳单位 

上海市厂务公开工作领导小

组 
4 月 

4 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上海市总工会 4月 

5 上海杉达学院 
2013-2014年度本市高校信息公开工作

评议 15 名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4月 

6 上海杉达学院 
荣获首届“智慧星”创业大赛组织

奖 
“智慧星”创业大赛组委会 4 月 

9 
上海杉达学院基

础部 

义务献血“活血库”，点滴汇聚大爱

荣获 2014 年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

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

提名 

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系

统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5 月 

10 上海杉达学院 
2014 年重要信访事项办理和信访稳

定工作考核中的考核等第为优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信访办公

室 
7 月 

11 上海杉达学院 
“第二届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

赛”优秀组织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 月 

12 上海杉达学院 

我校在“教苑群芳——上海女教师服

饰展示活动中参赛队荣获“最佳表演

奖”。 

海市教育系统妇女工作委员

会、教育工会女教职工委员会

主办 

10 月 

13 上海杉达学院 
2013－2014 年度上海市语言文字水

平测试工作先进集体 

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

心、上海市中小心幼儿老师

奖励基金会 

10 月 

14 
上海杉达学院图

书馆 

2015“知网杯”上海高校资源发现系列

大赛中，成绩优异，表现突现，荣获“文

献信息资源检索大赛”活动第二名 

上海市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

委员会、上海市高等学校情

报工作委员会文献资源建设

工作组，同方知网（北京）

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2 月 

15 上海杉达学院 

在参加 2015 年上海市学生军事课教学

检验活动中成绩优异,荣获“综合成绩”

二等奖、“综合”二等奖、“轻武器射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学生军训

工作办公室 
12 月 



击”二等奖；“识图用图”三等奖 

16 
上海杉达学院图

书馆书香杉达 

荣获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4-2015

年度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先进集

体。团队负责人:陈少川；成员：金

佳、蒋夏鸣、袁杰、李庆华、姚琼、

汪华、费力。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12 月 

17 沈芸 

在 2014 年第五届上海市期刊优秀工

作者评选活动中，你荣获“上海刊

型内部资料（内刊）优秀工作者” 

上海市期刊协会 1 月 

18 张惠君 
被评为 2014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

工会工作者 
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 2 月 

19 游昀之 
荣获 2013-2014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

三八红旗手 

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

会、上海市教育系统妇女工

作委员会 

3 月 

20 李斌 
“第二届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

赛”青年教师组特等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 月 

21 魏佳、孔德静 

论文《春风化雨，打造真善美校园

文化——上海杉达学院的实践探

索》在 2015 年全国民办高校德育工

作年度优秀论文评审中获二等奖。 

全国民办高校德育研究分会 9 月 

22 安全 
“第二届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

赛”青年教师组三等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 月 

23 费雯俪 
“第二届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

赛”青年教师组三等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 月 

24 胡菁 
“第二届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

赛”青年教师组优胜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 月 

25 李依晴 
在首届大学语文教学决赛中荣获取

得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组第二名 

市教委主办、上海高校语文

教育联盟 
9 月 

26 沈周 
上海教师板书大赛中获得高校青年

组的优胜奖 
上海市教育工会 9 月 

27 陈少川 

您申报的《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

联盟－社科项目》：民办高校图书馆

学生工作者集群管理模式被评为优

秀 

上海市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

委员会 
12 

28 费力 
荣获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4-2015

年度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先进个人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