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财经大学课程建设项目清单汇总 

 

项目级别 项   目   名   称 
负责/ 

主持人 
所属院部 批准时间 文  号 

国家级 精品课程(现代物流管理) 李严锋 物流学院 2009.1 教高函〔2009〕21 号 

国家级 
精品视频公开课(现代物流管

理) 
李严锋 物流学院 2012 

教高司函〔2012〕52 号教

高函〔2013〕8 号 

国家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现代物流管

理) 
李严锋 物流学院 2013 教高司函[2013]115 号 

国家级 
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

（国际商务） 
张洪烈 东盟学院 2013 教外司来〔2013〕1113 号 

国家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国际贸易

理论与政策） 

张瑾亢、

赵永宁 
外语外贸学院 2010.5 教高函〔2010〕11 号 

省级 精品课程（财务管理） 杨锡春 会计学院 2011.6 云教高〔2011〕49 号 

省级 
东南亚南亚精品课程（商务泰

语） 
沈清清 东盟学院 2013 云教高〔2013〕117 号 

省级 
东南亚南亚精品课程（东盟法

律制度） 
许敏 法学院 2014.9 云教高〔2014〕106 号 

省级 精品课程（会计学） 陈红 会计学院 2005.8 云教高〔2005〕40号 

省级 精品课程（市场营销） 王旭 商学院 2005.8 云教高〔2005〕40号 

省级 精品课程（管理学） 陈昆玉 商学院 2006.8 云教高〔2006〕60号 

省级 精品课程（审计学） 朱锦余 会计学院 2006.8 云教高〔2006〕60号 

省级 精品课程（统计学） 石磊 
统计与数学学

院 
2006.8 云教高〔2006〕60号 

省级 精品课程（金融学） 李国疆 金融学院 2007.7 云教高〔2007〕48号 

省级 精品课程（区域经济学） 张洪 
城市与环境学

院 
2007.7 云教高〔2007〕48号 

省级 精品课程（现代物流管理） 李严锋 物流学院 2007.7 云教高〔2007〕48号 

省级 精品课程（基础会计） 姚荣辉 会计学院 2008.8 云教高〔2008〕41 号 

省级 精品课程（旅游经济学） 罗明义 

旅游学院/旅

游与服务贸易

学院 

2008.8 云教高〔2008〕41 号 



省级 精品课程（微观经济学） 伏润民 
财政与经济学

院 
2008.8 云教高〔2008〕41 号 

省级 精品课程（市场调查） 王旭 商学院 2009.5 云教高〔2009〕67 号 

省级 精品课程（企业战略管理） 杨增雄 商学院 2009.6 云教高〔2009〕67 号 

省级 精品课程（国际金融管理） 王智勇 金融学院 2010.6 云教高〔2010〕64 号 

省级 精品课程（计量经济学） 李兴绪 
统计与数学学

院 
2010.6 云教高〔2010〕64 号 

省级 精品课程（人力资源管理） 丁世青 商学院 2010.6 云教高〔2010〕64 号 

省级 精品课程（财政学） 李妍 
财政与经济学

院 
2011 云教高〔2011〕49 号 

省级 精品课程（宏观经济学） 伏润民 
财政与经济学

院 
2011 云教高〔2011〕49 号 

省级 
精品视频公开课（现代物流管

理） 
李严锋 物流学院 2012 云教高〔2012〕93 号 

省级 精品视频公开课（统计学） 石磊 
统计与数学学

院 
2013 云教高〔2013〕94 号 

省级 精品视频公开课（宏观经济学） 

刘富华、

李学术

等 

财政与经济学

院 
2014 云教高〔2014〕65 号 

省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国际贸易

理论与政策） 
张瑾亢 外语外贸学院 2009.6 云教高〔2009〕58号 

省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人力资源

管理） 
冯暐 商学院 2010.8 云教高〔2010〕92号 

省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国际经济

法） 
张玲 法学院 2011.6 云教高〔2011〕51号 

省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财务会计） 佘晓燕 会计学院 2012 云教高〔2012〕121 号 

省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物流网络

管理） 
李婷 物流学院 2013 云教高〔2013〕89号 

省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国际贸易

法） 
石现明 法学院 2014.7 云教高〔2014〕79号 

校级 精品课程（67门） 
2004年 19门  2006年 12门  2008年 8门  2010年 10门  2012

年 4门  2014 年 7门  2016 年 7门 

校级 重点课程（155门） 
2004年20门  2006年19门  2008年20门  2010年19门  2012

年 20 门  2014年 37门  2016 年 20门 

校级 网络课程（21门） 2012 年 10门  2014 年 8门  2016年 3门 

校级 实习实训课程（107） 2015 年 76门  2017 年 31门 



校级 实验课程（192） 2015 年 162 门  2017年 30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