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2 年度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研

究生导师团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建设项目拟推荐立项名单公示 

 

按照《云南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云

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云南省学位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度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申

报工作的通知》《云南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

度云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要求，经过公开申报、形式审查和专家推荐评审，优选出 9

门研究生优质课程（附件 1）、9 个研究生导师团队（附件 2）

和 14 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附件 3），将作为 2022

年度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

项目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拟推荐立项名

单向云南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报送，部分优秀项目拟作为相

应校级建设项目立项，现予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7 日，公示

期间内任何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请以实名及书

面材料的方式向研究生院反映。 

联系电话：0871-65112167，办公室：致远楼 213。 

 



附件：1. 2022 年度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拟推

荐立项名单 

2. 2022 年度云南省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拟

推荐立项名单 

3. 2022 年度云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建设项目拟推荐立项名单 

 

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2022 年 7 月 1 日 

 

 

 



附件 1 

2022 年度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拟推荐立项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培养单位 负责人 课程类别 所属学科 立项意见 

1 公共经济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朱俊立 专业学位课 公共管理（专硕） 拟推荐省级立项 

2 财税经典论文 Seminar 经济学院 缪小林 专业学位课 应用经济学（学博） 拟推荐省级立项 

3 管理信息系统——大数据赋能与模式创新 （电子商务） 商学院 钱瑛 专业学位课 工商管理（专硕） 拟推荐省级立项 

4 公司财务 会计学院 纳超洪 专业学位课 工商管理（学硕） 拟推荐省级立项 

5 矩阵论及其应用 信息学院 赵成贵 专业学位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硕） 拟推荐省级立项 

6 时间序列分析 统计与数学学院 谢佳春 专业学位课 应用经济学（学硕） 拟推荐省级立项 

7 房地产法学 法学院 于定明 专业学位课 法学（学硕） 拟推荐省级立项 

8 跨文化交流与国际商务谈判 国际工商学院 杨文华 公共学位课 国际商务（专硕） 拟推荐省级立项 

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莹 专业学位课 马克思主义理论（会计专硕） 拟推荐省级立项 

10 公共管理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永康 专业学位课 公共管理（学硕） 拟校级立项 

11 管理信息系统 会计学院 罗莉 专业学位课 会计、审计（专硕） 拟校级立项 

12 土地经济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李彦 专业学位课 公共管理（学硕） 拟校级立项 

13 媒体经营管理实务 传媒与设计艺术学院 唐嘉庚 专业学位课 新闻与传播（专硕）） 拟校级立项 

14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经济研究院 陆亚琴 专业学位课 应用经济学（学硕） 拟校级立项 

 



附件 2 

2022 年度云南省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拟推荐立项名单 

序号 团队名称 团队类别 所在学科 团队带头人 立项意见 

1 会计与财务博士生导师团队 博士生导师团队 工商管理 （学博） 余怒涛 拟推荐省级立项 

2 区域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团队 博士生导师团队 应用经济学（学博） 刘富华 拟推荐省级立项 

3 财政学理论与实践融合人才培养 硕士生导师团队 应用经济学（学硕） 和立道 拟推荐省级立项 

4 马克思主义与边疆治理硕士生导师团队 硕士生导师团队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硕） 宁乐锋 拟推荐省级立项 

5 审计硕士生导师团队 硕士生导师团队 工商管理 （专硕） 朱锦余 拟推荐省级立项 

6 新闻与传播导师团队  硕士生导师团队 新闻与传播（专硕） 赵晓红 拟推荐省级立项 

7 公共管理硕士(MPA）导师团队 硕士生导师团队 公共管理（专硕） 韩全芳 拟推荐省级立项 

8 数字商务与贸易新业态硕士生导师团队 硕士生导师团队 国际商务（专硕） 尹豪 拟推荐省级立项 

9 资产评估专硕导师团队 硕士生导师团队 资产评估（专硕） 刘春学 拟推荐省级立项 

10 计算数学导师团队 硕士生导师团队 数学（学硕） 张宇 拟校级立项 

11 企业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生导师团队 工商管理（学硕） 黄丽 拟校级立项 

12 金融物理与数字金融团队 硕士生导师团队 应用经济学（学硕） 李江城 拟校级立项 

 



附件 3 

2022 年度云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拟推荐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培养层次 专业领域 项目负责人 推荐意见 

1 新征程·新变革 硕士 税务 王励 拟推荐省级立项 

2 《电子政务》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 硕士 公共管理 李重照 拟推荐省级立项 

3 组织行为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 硕士 工商管理 王延玲 拟推荐省级立项 

4 基于传统国企 HRBP 转型的教学案例库 硕士 工商管理 陈兰兰 拟推荐省级立项 

5 一花引来百花开：张良花卉社员激励之路 硕士 工商管理 杨雪梅 拟推荐省级立项 

6 蜕变的“大象”——文化 IP 的破局之路 硕士 工商管理 杨玥 拟推荐省级立项 

7 初创公司四川集立方的人力资源有效招聘体系蜕变之路 硕士 工商管理 李学敏 拟推荐省级立项 

8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全教学案例库 硕士 会计 刘李福 拟推荐省级立项 

9 资源性资产评估实务与案例 硕士 资产评估 刘春学 拟推荐省级立项 

10 国际投资法精编双语案例 硕士 法律 张玲 拟推荐省级立项 

11 《数据新闻学》教学案例库 硕士 新闻与传播 毕秋敏 拟推荐省级立项 

12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项目管理案例库建设 硕士 国际商务 张雪舟 拟推荐省级立项 

13 《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课程教学案例库 硕士 国际商务 董艳梅 拟推荐省级立项 

14 《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管理》课程教学案例库 硕士 国际商务 张晶 拟推荐省级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