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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成果总结报告（不超过 5000 字，报告名称、格式自定）

基于“一理念、两平台、三协同”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一、成果简介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自 2010 年 9 月开始对卓越会计和卓越财务管理两个卓越

人才班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逐步构建并形成了“以学

生为中心、两个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为实施平台、校-企-政三方协同育人”的“一理念、

两平台、三协同”卓越人才培养新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是：坚持两个“主动”——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主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树立一个“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

依托两个“平台”——卓越会计和卓越财务管理两个卓越人才培养班；建立三方“协

同”——校校协同、校企协同和校政协同育人体系。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注重培

养学生的专业基础、国际视野、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使学生既熟悉中国

实际又精通国际会计业务，培养熟练掌握英语和东盟小语种，熟悉边疆地区及东南亚

经济、法律、文化，具有国际视野，能适应边疆地方经济建设和东盟各国发展需要的

高素质、创新型、管理型后备卓越人才。

二、成果的特色与亮点

（一）总体特色

依托学院现有的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国家级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等 5个国家级项目建设已取得的成果，借助四大人才培养基地，以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坚持“需求导向、条件保障、特色定位、规模适当和持续建设”

的专业建设原则，以专业内涵发展为方向，质量提升为核心，改革创新为动力，国际

化为先导，课程及团队建设为抓手，通过科学设计建设方案，在教师队伍、课程体系、

实践实习、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综合改革。着力培养和提升学生基本

素质、专业能力和科学精神，最终构建了具有鲜明特色和领先优势的卓越人才品牌专

业，为云南省卓越财会人才培养及国内其他高校专业建设提供改革示范。

（二）具体特色

1.培养手段特色：择优选拔、个性化培养、国际交流。

2.培养质量特色：德才兼备、文理兼容、独立思考、知行统一、学证并行、国际

视野。



3.班级管理特色：学生遴选——坚持强调学生的兴趣、悟性和勤奋；教师配备—

—强调教师的教学热情、投入和水平；学生创新——坚持教学、科研、实践和考证相

结合；营造学习氛围——坚持长期为卓越班开设专业讲座，拓展学生视野，打造开放

交流的平台；管理制度创新——单独编班，执行独立的教学计划，并率先在 2016 级

卓会班实行了“一对一”本科生导师制、研究生助教制和“科研兴趣训练班”。

4.考证及对外交流特色：卓越会计班学生经申请可享受 ACCA F1-F5 五门课程的

免试，还可获得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颁发的会计学学士学位。卓越财务管理班在校

期间可以申请去泰国合作高校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访学，访学期间可以实行学分互

换。

5.升学及助学特色：学校为两个卓越班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设立了专项指标；

学院为卓越会计班设立了专项奖学金。近五年来，卓越班学生获奖比例比学院其他班

级平均高 20%左右。

三、成果主要贡献

1.确立了新的教育教学理念：通过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教学改革，将传统的以教师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重视和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同

时又不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2.完善了人才培养方案：结合用人单位和学生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反馈意见，学院

每学年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开设部分交叉学科课程和举办专业前沿知

识专题讲座，增加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

3.改革课堂教学方法：改变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方式，建立以学生为中

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引进“慕课”“雨课堂”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综合采用情景教学、

角色扮演、课堂讨论、案例分析等启发式、参与式课堂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和自主学习能力。

4.改革课程评价：根据课程性质和特点，分别采用闭卷考试、开卷考试、案例分

析、课题研究等形式多样的课程评价方式；期末考试中适当增加平时成绩所占权重，

形成过程与结果并重的课程评价机制。

5.构建校-企-政协同育人体系：学院自 2008 年起，先后与云南省财政厅、审计

厅、全国最高检察院等政府部门合作共建云南省高级会计人才、高级审计人才和全国

司法会计人才培养基地；2009 年起，学院与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等省内大中型企业建立了 20 多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2015 年开始，学院与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共建“天健班”；2018 年会计学院联合省内 26 家高校成立了云南

省普通本科高校会计联盟；经过多年努力，初步形成了校-企-政三方协同育人体系。

四、人才培养成效

（一）专业建设目标、思路与人才培养方案

卓越会计人才教育培养班以培养“综合素质高，理论功底扎实，实践创新能力强，

能流利地使用一门外语”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将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相结合。人

才培养方案中既包含了会计学专业所必须的专业课程又涵盖了 ACCA 考试全部科目，

人才培养目标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具有鲜明特色。卓越财务管理班强调“语言+

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专业+小语种”的专业特色，注重对学生专业

兴趣、创新思维和实际能力的培养。经过 6年的实践和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和模式相

对成熟，实施效果较好，在省内形成了较好的品牌优势和特色。

（二）师资队伍结构和教学科研成果

目前学院已经为两个卓越班组建了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17 名教学团队中教

授 7名、副教授 6名、讲师 4名；教师团队中有财政部会计领军人才 3名，省级学术

技术带头人 2名，生师比为 8.9:1，教学团队中教授、副教授占比为 76.5%，专任教

师 100%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所有教授每学年讲授本科课程至少 1个班；绝大多数

教授每学年本科教学工作量超过 300 学时。

近 5年来本专业教师团队获云南省高等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人均发表科研论文

3篇；出版高水平专著 2部、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 4项；

获省部级以上表彰 10 多次。

（三）建设基础

学院注重本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自 2013 年起先后引进 7名优秀博士加入本专业

教师团队；学院与学校实验中心合作共建了云南省重点实验室——会计实验室；学院

组建了课程组，对课程建设给予必要的配套经费支持，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方法与教学

手段的改革与创新。

本专业教学依托学校现有的教学设施，教学设施现代化、信息化程度较高；学院

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审计厅、云南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30 多家机构签署了

校内外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形成了稳定的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基地。

（四）教学质量保障



为了持续提升本专业教学质量，除了严格遵守学校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外学院还专

门制定了包括卓越会计班（ACCA 班）、卓越财务管理班人才选拔办法，设立了卓越

会计班（ACCA 班）专项奖学金等管理制度，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学院有专任教

学秘书负责本专业教学档案归集和保管，教学档案齐全、系统。

学院通过“精彩一课”+督导组听课对本专业各主要教学环节进行督导，积极开

展学生评教、教师评教和教师评学活动；学院对本专业毕业生建立了社会需求和毕业

生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定期统计分析毕业生社会需求和毕业生就业去向，引导毕业生

择业、就业。

（五）教学改革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 6年的持续修改和完善，目前已经较为成熟，其教学内

容与课程体系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能够适应新世纪高

素质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改革成果获 2017 年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近 4年建成

云南省一流课程 2门；申请云南财经大学“读写议”教学改革 4门次。

（六）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声誉

1.英语四级、六级过级率

2015 级四级通过率 95.56%，六级通过率 40%。

2016 级四级通过率 91.66%，六级通过率 58.33%。

2017 级四级通过率 95.25%，六级通过率 60.13%。

2018 级四级通过率 87.71%，六级通过率 35.71%。

2.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奖

卓越班学生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和专业能力，在各类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共

获得国家级奖励 3项，省级奖励 6项。其中 2015 级卓越会计班的汪文琦同学，在 2017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获国家二等奖。

3.各类专业、学术竞赛获奖

（1）全国 MPAcc 案例大赛获奖情况

在参加全国 MPAcc 案例大赛中，卓越班共有 5位同学获得奖励。其中，2015 级

庞欣和周展雄获得云南财经大学 2018 年度管理案例研究大赛校级本科组一等奖；班

蕊南等三位同学获得 2018 年 MPAcc 管理案例大赛校级本科组二等奖。

（2）挑战杯及 SRTP 获奖情况



2013-2019 年卓越班共有 35 位同学获得“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竞赛奖励，其

中 2015 级冯雨晨同学获得 2018 年“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级一等

奖。

（4）奖学金获奖

2013-2019 年卓越班共有 6位同学获国家奖学金、4位同学获国家励志奖学金；3

位同学获省政府奖学金、1位同学获省政府励志奖学金；2位同学获省级三好学生、1

位同学获省级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400 多人次获学校各种奖学金；人均获得奖励

超过 2项。

（5）ACCA 全球统考通过情况

2010-2016 级有 18 位同学已通过 ACCA 全球统考 F阶段的全部科目考试；63 位同

学通过 ACCA 全球统考的 F级部分科目考试。

（6）毕业班考研率和就业率

近五年来，卓越班毕业生就业率平均为 95.8%，2014-2016 年卓越班毕业生考研

率（含出国率）均超过 20%。其中 2014 级考上研究生的人数为（含出国攻读硕士）7

人，读研率为 21.88%；2015 级考上研究生的人数为（含出国攻读硕士）7人，读研

率为 21.88%。历年考研率和就业率稳居学校和学院前列。

五、成果推广应用

（1）本科生导师制在全校范围内得到应用和推广。会计学院 2016 年率先在卓越

会计人才培养班建立了本科生“一对一”导师制，积累了较好的经验，为我校人才培

养提供经验借鉴和示范。该制度在学校 2019 年综合学分制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

善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应用。

（2）卓越人才培养方案在省内其他高校被借鉴。会计学院从 2010 年开始将 ACCA

课程体系（F阶段 9门专业课程）嵌入到卓越会计人才班培养方案，其后，我院卓越

会计人才培养模式被云南省其他高校所借鉴。例如，自 2013 年以来，云南大学经济

学院（会计学院）、云南工商学院、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先后组建了卓越会计人才班（ACCA

班），其人才培养方案都借鉴了会计学院卓越会计人才班的经验，会计学院卓越人才

培养经验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为培养边疆民族地区国际化人才提供示范。

（3）校-企-政三方协同育人体系被广泛采用。2009 年开始我院与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审计厅、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共建高级会计人才培养基地、高级审计人才培

养基地和校外实习实践基地，会计学院的“高校-企业-政府”三方协同育人的经验在



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省内高校得到了应用推广。2011 年开始，

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省内高校先后与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审

计厅和云南注册会计师协会合作共建了高级会计人才培养基地、高级审计人才培养基

地和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4）企业冠名班的经验在学院得到复制。2015 年会计学院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双方在多年合作的基础上，首次组建了企业冠名班“天健班”，通过假期学生去企业

顶岗实习、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企业高管承担部分实习实训课教学等形式，

提高了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匹配度；2019 年学院与爱尔信教育集团签

订协议，参考“天健班”的合作模式，双方合作组建了学院第二个企业冠名班“爱尔

信班”。

（5）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经过 6年的实践，学院两个卓越人才班的人才培

养质量和社会评价显著提升；2014-2016 届毕业生英语四、六级通过率显著提升，四

级通过率超过 90%，六级通过率超过 50%；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以上；毕业生考

研率超过20%，10多位毕业生进入国内985/211高校或国外知名高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学生历年考研率和就业率稳居学校前列；2019 年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和财

务管理两个专业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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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校教发〔2021〕44号

关于公布 2020年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的
通知

校属各单位：

2020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在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评

审，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校长办公会审定，并公示无异

议，学校批准：

“学分制中国化的高校治理模式构建与实践”等 4 项成果获

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金融学类专业高质量发展的师资能力提升路径与实践探索

——基于二级学院的视角”等 8项成果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新商科背景下数字智慧物流卓越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实践

探索”等 15项成果获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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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赛促学’的多层次广告学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等

23项成果获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获奖项目名单详见附件。另，获校级特等奖、一等奖的成果

将推荐参加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

教学成果奖是学校教育工作者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创造性

劳动成果，充分体现学校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重大

进展。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学习、借鉴和应用这些获奖

成果，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为培养和造就

更多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专门人才而努力奋斗。

附件：云南财经大学 2020年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2021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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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财经大学 2020年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50项）

特等奖（4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 学分制中国化的高校治理模式构建与实践

伏润民、旷锦云、石福荣、肖 平、

熊德平、王 敏、潘雪冬、王智勇、

刘昶孜、朱恒祥、余益民、张 睿

教务处、课程中心

2
围绕“立德树人”目标，构建“五育并举”的高质量财税人才培养

体系探索与实践

王 敏、伏润民、李 妍、和立道、

陈永飞、闻 勇、缪小林、唐柳洁、

王 林、朱海营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3 面向国家重大产业需求的物流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及辐射实践
冉文学、王智勇、张 强、李严锋、

宋志兰
物流学院

4
新文科下“数字科技+创新创业”的电子商务专业现代教育模式

与人才培养实践

叶琼伟、王 林、钟昌标、余建坤、

姜 茸、杜士镕、肖涵予、汤兵勇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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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8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
金融学类专业高质量发展的师资能力提升路径与实践

探索——基于二级学院的视角

熊德平、牟怡楠、黄儒靖、马彧菲、张建友、

杨国辉、陈晓丹、李云仙
金融学院

2
服务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经济学立体式

实验教学体系创新与实践

陈昆亭、唐柳洁、袁立波、陈永飞、刘富华、

熊 辉、李 冲、武 剑、杨 洁、黎纯阳
经济学院

3 “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创新与实践
旷锦云、王智勇、石福荣、潘雪冬、张 睿、

刘昶孜、潘 迪
教务处

4
融入民族团结教育的“12353”旅游类人才实践教学体

系构建与实施

晏 雄、明庆忠、李雪松、王 静、赵顺顶、

李永祥、代丽虹

旅游与酒店

管理学院

5
基于“一理念、两平台、三协同”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构

建与实践

余怒涛、李小军、李 旭、杨锡春、刘丽芳、

高 曦、林 雁、曾 军
会计学院

6
三元主体协同推进专业硕士“睡莲式”海外实践教学体

系的探索与创新

王荣党、尹 豪、段云龙、殷永林、张俊婕、

张 晶
国际工商学院

7
大数据时代管理科学品牌专业“二二六”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钟昌标、杨增雄、卢启程、唐 泳、王建中、

王 珍
商学院

8
高校专业建设的“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治理模式：

基于保险学的实践
钱振伟、李云仙、张 艳、孙正成、姚休义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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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
新商科背景下数字智慧物流卓越人才培养创新实验

实践探索
刘 玲、刘 森、解 琨、王家鹏、郭海慧 物流学院

2
信息环境下经济学基础课程双主体三维互动教学模

式改革研究
唐柳洁、熊 辉、袁立波、刘 芳 经济学院

3 国际认证引领下“四维”融合的国际化会计人才培养体系
杨 樱、潘雪冬、彭 博、冯姝姝、顾 帆、

胡祎黎、张 晶、铁 婧
国际工商学院

4 “物理管理”MOOC+SPOC教学重构建设 李严锋、冉文学、夏 露、刘 贲 物流学院

5
面向云南民族地区“设计+扶贫”的环境设计实践育人

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崔木扬、李 楠、文 佳、陈东博、袁 洪 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6 财经类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章 玲、郭丽仙、张 亮、张 鹏 招生与职业发展中心

7 高校“司法会计”实践教学探索与创新
陈旭东、兰 剑、赵如兰、陈德怀、倪仁龙、

刘晓善、曾 纯

会计学院、资产经营

公司（司法鉴定中心）

8 基于协同育人的财务决策能力提升探索 刘永春、罗 莉、施飞峙、刘昌胜、张云华 会计学院

9
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背景下财经院法

学专业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与实践
李姗姗、石现明、张吟竹、叶 轶、张 睿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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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0 有惩罚、可沟通的囚徒困境博弈实验系统 刘盈曦、高 明、李 帆 经济学院

11 《政治经济学》课程创新改革成果 蒋智华、龚 刚、高 燕、李 帆、单 瑾 经济学院

12
从问题推进到深度学习模式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研究
赵小玎、李亚军、冯 莹、陈泫伊、陶 磊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职业本科经管类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探索与运行 宁东玲、胡良书 中华职业学院

14 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十二五”规划教材《金融法学》 马慧娟、佴 澎、吴 凡、张 玲、李丹萍 法学院

15
云南财经大学学分制教学改革下的管理信息化能力

提升与教学管理模式创新
肖 平、王 佳、曾 文、刘建业、甘 桔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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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3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
基于“以赛促学”的多层次广告学专业实践能力培

养体系
李 晶、吴文涛、高 阳、罗 梅、任秀芹 传媒学院

2 大学生生涯体验探索
陆 丹、朱 文、段静琰、何 萍、杨燕红、王

晶、王 芳、方素祥、徐小君、范志辉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3
《国际经济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与实践
袁立波、唐柳洁、杨 洁、赵永宁 经济学院

4
校企合作共建学生实践基地的探索和实践——昆

明万科物业优秀校外实践基地
王 珍、杨增雄、王 敏、宋国鑫、李 璟

商学院

昆明万科物业有限公司

5 基于深度学习的网络营销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钱 瑛、叶琼伟 商学院

6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在审计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朱锦余 会计学院

7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成果
李莉平、赵声攀、李春宏、玄文启、胡 丹、何

锋
信息学院

8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教学改革 袁 磊、何 锋、金 杰 城市与环境学院

9 国际经济法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成效 张 玲、马慧娟、石现明、许 敏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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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0 “互联网＋”背景下的人文通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孙婷婷、彭玉娟、李美芳、解建波、刘永松 传媒学院

11 大学生英语思辨能力培养实践 周云翊、和玉虹、梁 悦、杨 媛、康婷婷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12 复合型越南语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岳淑芳、覃小桐、苏柳杨、景秀稳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13
基于协同教育的《包装设计》课程改革与实践创新

研究
成 蕊、黄 敏 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14
“两结合、四层次、六阶段”《生涯管理与体验式学

习》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
林 浩、杨秀伟、周稳云、何 萍、王 晶 国际工商学院

15
融入民族团结和红色文化的会展专业竞赛与活动

组织“双轮驱动”实践教学研究
李雪松、王 静、晏 雄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6 《企业经营决策模拟》课程建设 胡良书、皮佳明 中华职业学院

17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财务管理专业综合实训课程体系
梅 梅、王 帧、李 琴、康 璇、周秋华、王

颖
中华职业学院

18 会展策划实训——赛教融合、以赛促教 徐小君、吴应利、尹 航、高 珲、翟 俊 中华职业学院

19 教学、实践、科研相结合的房地产评估课程新模式 金 杰、何 锋
西南边疆山地区域开发

开放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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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20 基于过程控制的考试改革研究 李仕金、高廷芬、张春生、何 云 教务处

21 以文化自信为己任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施飞峙、杨 雯、李小军、纳鹏杰、高 曦 会计学院

22
基于 OBE 理念下的留学生初级汉语口语课程教

学设计与实践
冯桂玲 国际语言文化学语

23
财经类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内容探究——螺旋式内

容设计法

王汉权、王 彬，成蓉华、赵子雪，郭 林、李小

刚
统计与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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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教务处 2021年3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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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校教发〔2021〕44号

关于公布 2020年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的
通知

校属各单位：

2020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在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评

审，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校长办公会审定，并公示无异

议，学校批准：

“学分制中国化的高校治理模式构建与实践”等 4 项成果获

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金融学类专业高质量发展的师资能力提升路径与实践探索

——基于二级学院的视角”等 8项成果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新商科背景下数字智慧物流卓越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实践

探索”等 15项成果获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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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赛促学’的多层次广告学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等

23项成果获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获奖项目名单详见附件。另，获校级特等奖、一等奖的成果

将推荐参加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

教学成果奖是学校教育工作者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创造性

劳动成果，充分体现学校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重大

进展。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学习、借鉴和应用这些获奖

成果，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为培养和造就

更多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专门人才而努力奋斗。

附件：云南财经大学 2020年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2021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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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财经大学 2020年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50项）

特等奖（4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 学分制中国化的高校治理模式构建与实践

伏润民、旷锦云、石福荣、肖 平、

熊德平、王 敏、潘雪冬、王智勇、

刘昶孜、朱恒祥、余益民、张 睿

教务处、课程中心

2
围绕“立德树人”目标，构建“五育并举”的高质量财税人才培养

体系探索与实践

王 敏、伏润民、李 妍、和立道、

陈永飞、闻 勇、缪小林、唐柳洁、

王 林、朱海营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3 面向国家重大产业需求的物流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及辐射实践
冉文学、王智勇、张 强、李严锋、

宋志兰
物流学院

4
新文科下“数字科技+创新创业”的电子商务专业现代教育模式

与人才培养实践

叶琼伟、王 林、钟昌标、余建坤、

姜 茸、杜士镕、肖涵予、汤兵勇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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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8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
金融学类专业高质量发展的师资能力提升路径与实践

探索——基于二级学院的视角

熊德平、牟怡楠、黄儒靖、马彧菲、张建友、

杨国辉、陈晓丹、李云仙
金融学院

2
服务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经济学立体式

实验教学体系创新与实践

陈昆亭、唐柳洁、袁立波、陈永飞、刘富华、

熊 辉、李 冲、武 剑、杨 洁、黎纯阳
经济学院

3 “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创新与实践
旷锦云、王智勇、石福荣、潘雪冬、张 睿、

刘昶孜、潘 迪
教务处

4
融入民族团结教育的“12353”旅游类人才实践教学体

系构建与实施

晏 雄、明庆忠、李雪松、王 静、赵顺顶、

李永祥、代丽虹

旅游与酒店

管理学院

5
基于“一理念、两平台、三协同”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构

建与实践

余怒涛、李小军、李 旭、杨锡春、刘丽芳、

高 曦、林 雁、曾 军
会计学院

6
三元主体协同推进专业硕士“睡莲式”海外实践教学体

系的探索与创新

王荣党、尹 豪、段云龙、殷永林、张俊婕、

张 晶
国际工商学院

7
大数据时代管理科学品牌专业“二二六”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钟昌标、杨增雄、卢启程、唐 泳、王建中、

王 珍
商学院

8
高校专业建设的“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治理模式：

基于保险学的实践
钱振伟、李云仙、张 艳、孙正成、姚休义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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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
新商科背景下数字智慧物流卓越人才培养创新实验

实践探索
刘 玲、刘 森、解 琨、王家鹏、郭海慧 物流学院

2
信息环境下经济学基础课程双主体三维互动教学模

式改革研究
唐柳洁、熊 辉、袁立波、刘 芳 经济学院

3 国际认证引领下“四维”融合的国际化会计人才培养体系
杨 樱、潘雪冬、彭 博、冯姝姝、顾 帆、

胡祎黎、张 晶、铁 婧
国际工商学院

4 “物理管理”MOOC+SPOC教学重构建设 李严锋、冉文学、夏 露、刘 贲 物流学院

5
面向云南民族地区“设计+扶贫”的环境设计实践育人

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崔木扬、李 楠、文 佳、陈东博、袁 洪 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6 财经类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章 玲、郭丽仙、张 亮、张 鹏 招生与职业发展中心

7 高校“司法会计”实践教学探索与创新
陈旭东、兰 剑、赵如兰、陈德怀、倪仁龙、

刘晓善、曾 纯

会计学院、资产经营

公司（司法鉴定中心）

8 基于协同育人的财务决策能力提升探索 刘永春、罗 莉、施飞峙、刘昌胜、张云华 会计学院

9
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背景下财经院法

学专业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与实践
李姗姗、石现明、张吟竹、叶 轶、张 睿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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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0 有惩罚、可沟通的囚徒困境博弈实验系统 刘盈曦、高 明、李 帆 经济学院

11 《政治经济学》课程创新改革成果 蒋智华、龚 刚、高 燕、李 帆、单 瑾 经济学院

12
从问题推进到深度学习模式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研究
赵小玎、李亚军、冯 莹、陈泫伊、陶 磊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职业本科经管类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探索与运行 宁东玲、胡良书 中华职业学院

14 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十二五”规划教材《金融法学》 马慧娟、佴 澎、吴 凡、张 玲、李丹萍 法学院

15
云南财经大学学分制教学改革下的管理信息化能力

提升与教学管理模式创新
肖 平、王 佳、曾 文、刘建业、甘 桔 教务处



— 7 —

三等奖（23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
基于“以赛促学”的多层次广告学专业实践能力培

养体系
李 晶、吴文涛、高 阳、罗 梅、任秀芹 传媒学院

2 大学生生涯体验探索
陆 丹、朱 文、段静琰、何 萍、杨燕红、王

晶、王 芳、方素祥、徐小君、范志辉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3
《国际经济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与实践
袁立波、唐柳洁、杨 洁、赵永宁 经济学院

4
校企合作共建学生实践基地的探索和实践——昆

明万科物业优秀校外实践基地
王 珍、杨增雄、王 敏、宋国鑫、李 璟

商学院

昆明万科物业有限公司

5 基于深度学习的网络营销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钱 瑛、叶琼伟 商学院

6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在审计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朱锦余 会计学院

7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成果
李莉平、赵声攀、李春宏、玄文启、胡 丹、何

锋
信息学院

8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教学改革 袁 磊、何 锋、金 杰 城市与环境学院

9 国际经济法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成效 张 玲、马慧娟、石现明、许 敏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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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10 “互联网＋”背景下的人文通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孙婷婷、彭玉娟、李美芳、解建波、刘永松 传媒学院

11 大学生英语思辨能力培养实践 周云翊、和玉虹、梁 悦、杨 媛、康婷婷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12 复合型越南语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岳淑芳、覃小桐、苏柳杨、景秀稳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13
基于协同教育的《包装设计》课程改革与实践创新

研究
成 蕊、黄 敏 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14
“两结合、四层次、六阶段”《生涯管理与体验式学

习》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
林 浩、杨秀伟、周稳云、何 萍、王 晶 国际工商学院

15
融入民族团结和红色文化的会展专业竞赛与活动

组织“双轮驱动”实践教学研究
李雪松、王 静、晏 雄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6 《企业经营决策模拟》课程建设 胡良书、皮佳明 中华职业学院

17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财务管理专业综合实训课程体系
梅 梅、王 帧、李 琴、康 璇、周秋华、王

颖
中华职业学院

18 会展策划实训——赛教融合、以赛促教 徐小君、吴应利、尹 航、高 珲、翟 俊 中华职业学院

19 教学、实践、科研相结合的房地产评估课程新模式 金 杰、何 锋
西南边疆山地区域开发

开放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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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20 基于过程控制的考试改革研究 李仕金、高廷芬、张春生、何 云 教务处

21 以文化自信为己任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施飞峙、杨 雯、李小军、纳鹏杰、高 曦 会计学院

22
基于 OBE 理念下的留学生初级汉语口语课程教

学设计与实践
冯桂玲 国际语言文化学语

23
财经类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内容探究——螺旋式内

容设计法

王汉权、王 彬，成蓉华、赵子雪，郭 林、李小

刚
统计与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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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教务处 2021年3月11日印发























附表：学院实习基地统计表

基地名称 建立日期 地址
每次可接纳学生

数（人）

当年接纳学
生总数（人

次）

面向校内
专业

云南省高级会计人才培养基地 2008年9月 云南财经大学南院逸夫楼8楼 60 0 会计学

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0年9月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新华大厦16楼 30 60 会计学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云南分所 2010年9月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900号颐高数码中心A座16楼 30 60 会计学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3月 云南省昆明市红锦路181号 100 40 会计学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5月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 100 44 会计学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公司云南分公司 2007年6月 云南省昆明五华青年路448号华尔顿大厦22层 60 35 会计学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4年11月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滇缅大道374号 20 6 会计学

云南爱尔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65号 100 40 会计学

云南第二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2010年10月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宝云居委会 30 26 会计学

云南省公路局 2009年1月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南路439 60 45 会计学

云南省肿瘤医院 2015年4月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州路519号 10 3 会计学

广州中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69号125房 80 0 会计学

云南省卫生计生经济管理领军人才培养基
地

2017年3月 云南财经大学南院逸夫楼8楼 60 0 财务管理

云南省财政厅 2008年4月 云南省昆明市华山南路130号 40 15 财务管理

北京思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3号院北京中铁大厦D座 50 0 财务管理

昆明云润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4月 云南省昆明市金尚俊园三期1栋 30 10 财务管理

校企合作和实习基地



基地名称 建立日期 地址
每次可接纳学生

数（人）

当年接纳学
生总数（人

次）

面向校内
专业

新道科技股份公司 2019年10月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西路保利中心27楼 20 7 财务管理

云南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9月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摩根道956号 12 6 财务管理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6月 云南省昆明市春城路巫家坝 60 60 财务管理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9年6月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111号 40 18 财务管理

中国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2010年5月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南路192号 35 15 财务管理

中铁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清苑路68号 25 20 财务管理

全国司法会计培训基地 2010年9月 云南财经大学南院逸夫楼8楼 60 0 审计学

云南省高级审计人才培养基地 2008年9月 云南财经大学南院逸夫楼8楼 60 0 审计学

云南省审计厅 2008年1月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华山南路78号 30 9 审计学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2010年6月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09号 30 50 审计学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云南亚太分所 2010年5月 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23号 100 100 审计学

中金税税务师事务所 2019年5月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中路海源财务中心5楼 40 15 审计学

通海县审计局 2017年6月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新政新区通达路2号 20 3 审计学

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公司 2010年9月 云南省昆明市盈江路31号 60 40 审计学



序号 基地名称 专业 备注

1 云南省高级会计人才培养基地 会计

2 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会计

3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云南分所 会计

4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

5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

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公司云南分公司 会计

7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会计

8 云南爱尔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

9 云南第二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会计

10 云南省公路局 会计

11 云南省肿瘤医院 会计

1 云南省卫生计生经济管理领军人才培养基地 财务

2 云南省财政厅 财务

3 北京思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

4 昆明云润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财务

5 新道科技股份公司 财务

6 云南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

7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

8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

9 中国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财务

10 中铁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

11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财务

1 全国司法会计培训基地 审计

2 云南省高级审计人才培养基地 审计

3 云南省审计厅 审计

4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审计

5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云南亚太分所 审计

6 中金税税务师事务所 审计

7 通海县审计局 审计

8 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公司 审计

























卓越班CET4和CET6过级率统计表

序号 班级 人数 CET4通过人数 CET4通过率 CET6通过人数 CET6通过率 备注

1 卓会17-1 41 41 100% 34 82.93%

2 卓会18-1 49 49 100% 28 57.14%

3 卓会19-1 51 45 88% 15 29.41%

4 卓财17-1 34 34 100% 13 38.24%

5 卓财18-1 35 32 91% 6 17.14%

6 卓财19-1 34 22 65% 3 8.82%



卓越班毕业生毕业和升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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