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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网络营销》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项目总结报告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任务完成情况 

《网络营销》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自立项以来，根据建设

方案和任务书的要求，围绕建设目标，推进项目任务落实，

成果完成情况超出预期目标和建设任务，建设内容已完成，

完成率达 100%。 

(二)建设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 

项目申报材料中预算经费为 10万元，学院从一流高职-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和《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

——民航运输专业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子项目共配套了

22.5万元，已支出 22.1147万元，资金支出率为 98.3%，经

费使用合理，符合相关规定。 

(三)课程建设成效 

1. 课程建设成果丰硕。通过“以赛促建、校企合作”

等方式推进资源建设，积极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新建

45 个微课，其中有 8 个微课、3个课件和 2个信息化教学案

例在全国或省赛中获奖，发表课程建设论文 5篇，申报软件

著作权 3 项，出版教材 1 本。 

2.课程团队建设卓有成效，反哺教学效果凸显。课程负

责人深耕教学，长期担任《网络营销》教学，通过“内培外

引，专兼结合”打造出优秀的课程教学团队。立项以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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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获奖 17 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广东省

省和民航局教学成果一等奖各 1 项，1 名教师获得广东省五

一劳动奖章，省级竞赛获奖 4项。教学团队获教改与科研项

目立项 20项，其中省级 3 项;成员发表核心论文 3篇，指导

学生竞赛和项目立项共 12项。 

3.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成效显著。课程按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标准建设，资源丰富，课程充分开放和共享，已有素

材 405 条，总量达 6.66G，被 19 所学校调用，用户总量达

2600多人，具备能学、辅教功能。 

二、项目建设目标 

网络营销是民航电子商务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电子商

务的重要环节之一。《网络营销》是一门探讨市场主体如何

运用互联网这一技术平台，实现传统营销与现代网络技术工

具有效融合的一门应用型课程，其主要任务是在注重网络营

销系统性阐析的基础上，重点介绍网络营销方法和操作技巧，

培养学生具备实施网络营销与策划的基本工作能力，并注重

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创新与可持续发

展能力，提高就业能力。 

《网络营销》课程按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要求，

以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紧扣

网络营销热点，以学习资源整合为主线，以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为重点，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教学，

着重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实



3 
 

现个性化学习的目标。通过课程建设，带动专业建设和学科

建设，提升整体的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教师应用信息化教

学的能力，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

模式的改革，让广大学习者从中受益。 

三、项目建设成效及推广应用 

（一）项目建设成效 

1.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 

（1）整合并重构《网络营销》课程知识脉络 

《网络营销》作为 2015 年的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积

累了一定的教学资源，建设在学校的毕博平台上。2017年获

得省级立项之后，为了适应新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思

路，同时为了给学生及社会用户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将课

程迁移至智慧职教平台，并根据网络营销当前的发展动态，

邀请企业参与课程建设，对原有课程架构进行重新规划和整

合，课程的内容进行优化、裁剪和扩充，构建了如下图 1 所

示的课程知识脉络，让学习内容更加符合工作岗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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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营销》课程脉络图 

（2）建设丰富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实现“能学辅教”

功能 

智慧职教平台上的《网络营销》课程共有素材 405 个，

总量达到 6.66G，视频时长 559 分钟。资源类型包括课件、

微课、教学案例、实训工作单、测试题、行业动态、专业的

统计分析报告、优秀学生作品等，实现“能学辅教”功能。

教学团队新建设了 45个微课视频，其中校企合作开发 8个。

有 8 个微课视频获得了全国及省级比赛的奖励；课程制作并

优化了 74 个 PPT 课件，针对当前网络营销的发展，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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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8 项实训任务，并配置了相应的实训软件，为了便于开

展实训，多采用在线和移动端的实训软件。建设了习题库 260

道，便于组卷进行测验，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结合

当前移动端的发展态势，开发了 30 个基于移动端的融媒体

课件，它能融合文本、图片、动图、视频、音频等媒体元素，

并可将实训和测验题目内嵌在里面，学生可以边学边测，其

跨平台特性，能够适应不同的移动终端，非常场合当前的社

交媒体环境，轻松实现一键转发。补充拓展的教学案例和行

业发展报告资料 86 份；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教学资

源。截止到 2022 年 5 月 13 日，课程的用户总量 2681 人，

其中在线开放课程学习人数 472人，课程资源被调用（SPOC）

学习有 2513 人，互动总量达到 275688人次，资源被调用学

校总数达 19 所。 

（3）以赛促建助推课程建设，成果颇丰 

课程团队在课程资源的建设过程中，采用了边建设应用，

边完善边参赛的原则，推进课程资源的建设。团队成员积极

参加各类微课、课件和信息化教学案例等竞赛，截止到 2021

年，共获得课件竞赛全国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项，省赛三

等奖 1 项；微课竞赛共获得全国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 项，

三等奖 1 项，省赛一等奖 1项，三等奖 2 项；信息化教学案

例获奖国赛及省赛各 1项；通过竞赛的锻炼，教学团队应用

信息化的能力获得了较大提升。 



6 
 

（4）教学团队以课程建设为抓手，累累硕果 

教学团队由 6名学校教师和 2名企业教师组成，优势互

补，是一支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锤炼的队伍。课程

自立项以来，团队成员获得教改与科研项目立项 20 项，其

中省级 3 项，市厅级 1项，商业教指委及联合会 4 项，校级

课题 12项。项目团队获奖 17 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 1 项，广东省和民航局教学成果一等奖各 1项， 1 名教师

获得 2018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1 名教师获得广州市九三

学社“建功立业”先进个人团队成员发表核心论文 3 篇。 

（5）实施线上线下的混合式翻转课堂教学，广受欢迎 

课程教学团队积极探索基于线上线下的混合式翻转课

堂教学，让学生成为学习过程的中心，教师的角色变为学习

的促进者和指导者，成为学生便捷获取资源、利用资源、处

理信息、应用知识到真实情景中的脚手架。借助已经开发的

数字化教学资源，依托智慧职教平台，按照课前自学、课中

实训、课后拓展的环节来开展翻转课堂的教学活动，先学后

教，以学定教的教学模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的学校督导的

肯定。其中，《H5 的制作与运营》信息化教学案例获得了广

东省信息化教学案例的三等奖和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

展示活动信息化教学案例三等奖。 

（6）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能力，成绩喜人 

引导学生通过在线开放课程进行自学，并根据自己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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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和需求进行拓展性的学习，提高学生的自学和个性化

学习的能力，从而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课程建设期间，

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学生参加竞赛或者项目立项共累计 12

项，其中获得全国竞赛奖励 1项，省赛奖励 5项，指导学生

省级大学生创业项目 5项，攀登计划 1项。 

（7）校企合作共建课程和指导学生实训，促进学生成长 

《网络营销》是一门非常实操经验的课程，为了丰富课

程教学资源，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快了解实际工作

中的需求，课程组聘请了广东美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林华

安高级讲师为了课程录制了 8个微课。在课程教学的实施过

程中，邀请了广东微粤科技有限公司的具有丰富营销实操经

验的池老师远程指导学生的实训，广东微粤科技有限公司的

陈江生副总经理为课程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资源和各

类行业统计分析报告。 

2.项目建设成果完成情况 

（1）课程建设基本情况 

课程围绕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目标进行建设，体现

以学习者为中心，结合当前的网络营销的工作能力进行课程

的竞赛与开发。课程脉络清晰，资源充足，形式多样，视频

资源丰富。课程团队采用“校企合作、以赛促建”推行课程

资源的建设，为了提高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体验，《网络营

销》从毕博平台迁移至智慧职教，截止至 2022年 5月 13日，

课程共有素材 405 条，总量 6.661G，视频总时长 559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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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微课 45 个，时长 237 分 35 秒，PPT 课件 74 个，习题

260 道，新增移动微课件 30 个，新增加实训项目 18 个，网

络营销行业统计报告和教学案例 86 个以上。 

（2）课程建设相关成果 

课程建设中的微课、课件、信息化教学案例共获奖 14

项，其中全国性比赛获奖 8项，省级竞赛获奖 5项，校级竞

赛 1项。发表课程建设相关论文 5篇，获得软件著作权 3项，

出版教材 1本，详见下表 1到表 4 所示。 

表 1 课程建设获奖一览表 

序号 级别 获奖内容 
获奖 

时间 
佐证材料 

1-1-1 全国 
2018 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课件一等奖 
2018.12 获奖证书 

1-1-2 全国 
2018 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微课二等奖 
2018.12 获奖证书 

1-1-3 全国 
2018 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课件二等奖 
2018.12 获奖证书 

1-1-4 全国 
2019 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微课三等奖 
2019.12 获奖证书 

1-1-5 全国 
2019 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信息化教学案例三等奖 
2019.12 获奖证书 

1-1-6 全国 
第五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微课大赛一等奖

（金蓉） 
2020.08 获奖证书 

1-1-7 全国 
第五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微课大赛一等奖

（罗闻泉） 
2020.08 获奖证书 

1-1-8 全国 
第五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微课大赛一等奖

（徐国友） 
2020.08 获奖证书 

1-1-9 省级 
2018 年广东省教计算机教育软件微课三

等奖 
2018.12 获奖证书 

1-1-10 省级 2019年广东省超星杯微课教学大赛一等奖 2019.05 获奖证书 

1-1-11 省级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19年教

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及新媒体新技术教

学应用活动课件三等奖 

2019.12 获奖证书 

1-1-12 省级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19年教

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及新媒体新技术教

学应用活动信息化课程案例三等奖 

2019.12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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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别 获奖内容 
获奖 

时间 
佐证材料 

1-1-13 校级 
2016 年校级《网络营销课程》建设与营销

三等奖 
2016.07 获奖证书 

1-1-14 省级 
第九届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广东赛区三

等奖 
2021.08 获奖证书 

表 2 课程建设相关论文一览表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期刊/时间 

1-2-1 
高职网络营销课程的开发与设计研

究——基于工作任务驱动的分析 
金蓉 莫晓芳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学报（2014.10） 

1-2-2 

基于毕博平台网络课程的用户体验

优化设计与实现——以《网络营销》

为例 

金蓉 罗闻泉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2017.06） 

1-2-3 

课堂讲授与网络课程相融合教学模

式的实践与探索——以《网络营销》

为例 

金蓉 罗闻泉 
电脑与电信

（2017.04） 

1-2-4 
基于 SPOC_BYOD 的翻转课堂的教学

设计与实施——以《H5营销》为例 
金蓉 罗闻泉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2019.12 

1-2-5 
面向移动终端的 H5课件设计与应

用 
金蓉 罗闻泉 

科技经济导刊 

2019.11 

表 3 课程建设获得软件著作权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著作权人 成果形式 时间 

1-3-1 软文营销移动微课件软件 V1.0 金蓉 证书 2020.07 

1-3-2 
二维码及其移动营销应用移动微课

件软件 V1.0 
金蓉 罗闻泉 证书 2020.07 

1-3-3 电子商务概述移动微课件软件 V1.0 罗闻泉 证书 2020.07 

表 4  出版教材 1本 

序号 题目 作者名次 刊物主办单位/刊号 时间 

1-4-1 《网络营销实务》 
金蓉（第一副主

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39-4888

-8 

2016.10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89&CurRec=1&recid=&FileName=TJCM201405009&DbName=CJFD2014&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89&CurRec=1&recid=&FileName=TJCM201405009&DbName=CJFD2014&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TJCM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TJCM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109&recid=&FileName=RJDJ201706031&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D&yx=&pr=CJFR2017;&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109&recid=&FileName=RJDJ201706031&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D&yx=&pr=CJFR2017;&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109&recid=&FileName=RJDJ201706031&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D&yx=&pr=CJFR2017;&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94&CurRec=1&recid=&FileName=GZDN201704007&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94&CurRec=1&recid=&FileName=GZDN201704007&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94&CurRec=1&recid=&FileName=GZDN201704007&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D&yx=&pr=&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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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团队成果 

1）项目团队教科研项目 

项目团队共获得 20 个项目的立项，其中省级 3 个，市

厅级 1个， 教指委和商业联合会 4 个，校级课题 12 个。 

表 5  项目团队教科研项目立项一览表 

序号 级别 成果内容 成果形式 主持人 时间 

2-1-1 省级 

2019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

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资源

共享课《网上创业》) 

验收文件 罗闻泉 2020.04 

2-1-2 省级 

2019 年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

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民航商务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验收文件 罗闻泉 2020.02 

2-1-3 省级 

广东省高职教学质量工程教改

项目《基于 CDIO理念的民航电

子商务类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 

立项文件 张颖敏 2019.8 

2-1-4 市厅级 

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平台与科研

项目-基于旅客情绪感知的航

班延误治理研究 

立项文件 张颖敏 2019.06 

2-1-5 
商业教

指委 

商业类课程的微课建设与应用

策略研究——以《网络营销》

为例 

立项文件 

结题证书 
金蓉 2020.06 

2-1-6 
商业教

指委 

碎片化学习背景下高职电子商

务专业课程互动教学模式改革

研究与实践 

立项文件 

结题证书 
张颖敏 2020.06 

2-1-7 
商业教

指委 

行业标准导向的民航跨境电商

人才培养研究 

立项文件 

结题证书 
陈婷婷 2020.06 

2-1-8 
商业联

合会 

 “互联网+”时代下民航电子商

务类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路径研

究与实践 

立项文件 

结题证书 
张颖敏 2018.10 

2-1-9 校级 民航电子商务教学团队 立项文件 罗闻泉 2019.06 

2-1-10 校级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培育项目-新

零售下航空旅客的动态偏好演

化机制与附加服务推荐研究 

立项文件 张颖敏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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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别 成果内容 成果形式 主持人 时间 

2-1-11 校级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

研项目-面向情境的快速聚类

建模技术及其在民航附加服务

推荐中的应用 

立项文件 

结题证书 
张颖敏 2020.5 

2-1-12 校级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校级教

改项目-基于 CDIO 理念的民航

电子商务类课程项目化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 

立项文件 张颖敏 2019.1 

2-1-13 校级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网页设计师

职业认证训练》 

立项文件 张颖敏 2018.12 

2-1-14 校级 
基于移动学习的H5教学资源开

发及应用—以网络营销为例 
立项文件 金蓉 2019.01 

2-1-15 校级 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质量研究 立项文件 于洪磊 2019.01 

2-1-16 校级 

“1+X” 证书制度背景下民航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改革实践研

究    

立项文件 于洪磊 2020.05 

2-1-17 校级 
《网络营销》校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 
立项文件 金蓉 2016.07 

2-1-18 校级 
新商科背景下《新媒体营销》

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立项文件 金蓉 2020.04 

2-1-19 校级 

基于数字化视角的“234”模式

培养创新人才的探索——以民

航电子商务专业为例 

立项文件 于洪磊 2020.04 

2-1-20 校级 网店运营推广 立项文件 于洪磊 2020.04 

2）项目团队获奖情况 

项目建设期间，项目团队共获得奖励 17 项，其中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省级和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各 1项，

省级表彰 1 项，市级表彰 2 项，省级竞赛 4 项，校级 1 项。 

表 6 项目团队获奖列表 

序号 级别 获奖内容 获奖时间 佐证材料 

2-2-1 国家级 2018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8.12 获奖证书 

2-2-2 省级 2017 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7.12 获奖证书 

2-2-3 部级 2018中国民航教学成果奖 2018.09 获奖证书 



12 
 

序号 级别 获奖内容 获奖时间 佐证材料 

2-2-4 省级 2018年五一劳动奖状 2018.04 获奖证书 

2-2-5 省级 
第十四届广东省科普作品创

作大赛三等奖 2020.10 获奖证书 

2-2-6 市级 
2017 广州市九三学社年度宣

传、理论研究工作优秀社员 2018.01 获奖证书 

2-2-7 市级 
2019 广州市九三学社建功立

业先进个人 2020.01 获奖证书 

2-2-8 省级 
2021 宁夏科普作品创作与传

播大赛二等奖 2022.01 获奖证书 

2-2-9 省级 
第九届大学生新媒体创意大

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022.02 获奖证书 

2-2-10 省级 

2021“关注绿色发展，建设生

态文明”生态科普作品征集活

动优秀奖 
2022.02 获奖证书 

2-2-11 校级 教学质量优秀共 7项 2018-2021 获奖证书 

3）发表核心论文 3 篇 

表 7 项目团队其他成员发表论文列表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期刊 时间 

2-3-1 

Game analysis of 

XBRL taxonomy 

extension（+SCI、

EI检索证明） 

张颖敏 

CLUSTER COMPUTING-THE 

JOURNAL OF NETWORKS 

SOFTWARE TOOLS AND 

APPLICATIONS 

2019 

2-3-2 

Context-aware 

Aviation 

Auxiliary 

Services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Clustering 

张颖敏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Logistics, Informatics and 

Service Sciences 

2019 

2-3-3 
XBRL 分类标准的

本体构建和集成 
陈婷婷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20 年

02期 

4）学生获奖及项目立项 

学生参加竞赛共获得全国奖励 1 项，省级奖励 5 项。5

项大学生创业项目获得省级立项，1 个项目获得攀登计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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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表 8 学生获奖及项目立项情况列表 

序号 成果内容 形式 

2-4-1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商务技能

赛项（高职组）三等奖【省级】 
证书 

2-4-2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商务技能

赛项（高职组）三等奖【省级】 
证书 

2-4-3 
2020-2021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商务技能

赛项（高职组）三等奖【省级】 
证书 

2-4-4 

《依托学生党建团队推进高职院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实

践创新研究——以广东省八所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团队

为例》管志奇（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 “攀

登计划”资助立项）【省级】 

学校通知文

件 

2-4-5 
大学城创业项目《华程网站的设计与运营》（王程倩） 

【省级】 
验收文件 

2-4-6 
大学生创业项目《102生活馆创业实践》（胡晓倩） 

【省级】 
验收文件 

2-4-7 
大学生创业项目蛋花小栈淘宝店铺的规划与运营 

（于露霞）【省级】 
验收文件 

2-4-8 
大学生创业项目艾比秀饰品网店的运营（董祥隆） 

【省级】 
验收文件 

2-4-9 大学生创业项目微信运营平台的设计（王丹）【省级】 验收文件 

2-4-10 
第三届“我心中的思政课”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展示

活动优秀奖【全国】 
证书 

2-4-11 第十四届广东省科普作品创作大赛优秀奖【省级】 证书 

2-4-12 第九届大学生新媒体创意大赛最具人气奖【省级】 证书 

（二）推广应用 

1．充分发挥课程能学、辅教功能，高度支持混合式教学 

课程系统完整，资源丰富，实用性强，能做到能学、辅

教的要求，课程高度支持线上线下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已经将课程教学资源面向全社会开放，使学习者更容易自主

学习、拓展学习，提高了学习效率。项目自立项以来，信息

化教学案例在全国和省级竞赛中各获奖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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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赛训结合+创学结合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能力 

实施比赛与实训对接，创业实践与课堂实训对接，锻炼

实战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技能竞赛和创业大赛，

支持学生参加大学生训练计划项目，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

职业素养。指导大学生训练计划项目有 5 项获得省级立项，

1 个项目获得攀登计划立项，电子商务技能竞赛获奖 3 项，

省级科普作品创作大赛获奖 1项，大学生新媒体创意大赛获

奖 1 项。不仅促进了《网络营销》课程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手

段的变革，也对其他课程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3．校外应用效果明显，广受好评 

截止到 2022 年 5 月 13 日，课程的用户总量 2681 人，

其中在线开放课程学习人数 472人，课程资源被调用（SPOC）

学习有 2513 人，互动总量达到 275688人次，课程资源被调

用学校总数 19所，用户使用反馈良好。 

4．课程团队与同行经验交流，获得认可 

教师先后多次外出进行进修培训，参加国内和省内高水

平研讨会，多次就有关课程改革和建设问题与会议专家或其

他院校同行进行交流研讨,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同行们的认可。 

5．课程负责人在学校内外分享经验，扩大影响 

课程的建设经验基于职教云+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在经管学院民航运输专业程进行了推广，该教学模式对我

院民航运输专业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方面起到了示范

引领作用，推动了我院课程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提升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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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促进了人才培养的学习方式、教育

方式、评价模式和资源建设模式的转变，全面提升了教学质

量和学习效果，获得了师生的一致好评。课程负责人还在网

络会议上分享移动端翻转课堂教学实施经验，扩大了影响。 

四、资金预算及执行情况 

表 9 资金预算及执行情况表 

申报时承诺的 

项目建设总经费 

（万元） 

已到位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到位率

（%）1 

已支出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支出率

（%）2 

10 22.5 225% 22.1147 98.3% 

申报材料上的经费使用方案 

1. 申报书上建设经费使用计划 

序号 支出项目 建设内容 经费预算 

1 课程优化 优化《网络营销》课程的页面 0.2 

2 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下企业实践、能力提升培训、调研 1.4 

3 课程资源建设 课件、移动 H5课件、微课 7.6 

4 
信息化应用及

论文发表 

探索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相混合、翻转

课堂等多种教学模式 
0.6 

5 其他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能力 0.2 

合计 10 
 

经费实际收支情况（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1 资金到位率=已到位建设经费/申报时承诺的项目建设总经费。 
2资金支出率=已支出建设经费/已到位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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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收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收入 支出 备注 

1 资金来源 8  经管学院一流高职-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项目 

2 资金来源 14.5  《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

专业——民航运输专业建设》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子项目 

3 微课制作委托  0.5 《调查问卷制作》竞赛微课 

4 培训  0.7248 广州培训 

5 培训  0.3684 珠海培训 

6 论文发表  0.235 论文版面费 

7 办公费  0.0365 办公费 

8 课程制作委托  5.75 课程制作委托费 

9 课程制作委托  14.5 课程制作委托费 

合计 22.5 22.1147 资金支出率：98.3% 
 

五、后续推进规划 

（一）后续建设设想 

1.按照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评审指标，不断丰富和更新

课程内容和资源。利用智慧职教平台，提高应用效果，实现教学

互动时间经常化，空间最大化，教学效益最优化。 

2.校企合作加大教学资源的建设力度，形成开放式的教学互

动的良好环境，开放资源，达成共享，并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发挥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辐射作用，并开发校企合作教材。 

3.进一步完善教学理念、教学思路和课程标准，优化课程教

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建立一流的课程教学团队。 

4.通过课程建设，使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方面互相结合、

彼此促进，从而打造成集教学、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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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课程。 

5.对照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指标体系，升级改造《网络

营销》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使课程成为资源丰富、适合线上教学、

线下自主学习的 MOOC类课程。 

（二）应用推广计划 

1.根据网络营销业态的发展，不断丰富多种类型的教学资源，

提升比例达 10%。 

2.课程建设于智慧职教平台，向所有的用户开放，能学辅教，

并起示范和辐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