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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一、请有关高职院校如实填写; 

二、各级项目进度均须明确年度目标、可监测指标及经费预算; 

三、请按照本任务书格式填写，其中第 2B、3B 表须按照各子项目逐项填写，分项分页; 

四、本任务书请用 A3 纸打印，一式一份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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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基本情况 

院校 

基本 

信息 

法人 

代表 

信息 

姓名 吴万敏 职务 校长 
项目负

责人 

信  息 

姓名 金蓉 部门及职务 民航经营管理学院 

电话 02086123101 E-mail wwm@caac.net 手机 13580542042 E-mail jinrong@caac.net 

通信地址 广州市机场路向云西街 10号 邮编 5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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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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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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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相混合、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模式的改革，让广大学习者从中受益。 

lxx
文本框

lxx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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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 

设内容 

及分年 

度建设 

计划 

序号 建设内容 详细描述 2018年 2019年 

1 优化《网络营销》课程的版面。 
增加课程首页、并对页面进行改版，增加

资源思维导图。 
2018年 6月前完成。  

2 更新或增加教学资源。 

增加视频案例、网页链接案例、网络营销

相关研究报告、文档类案例、增加实训工

作、实训软件等。 

增加视频案例 8个，网页

链接 10 个，研究报告 5

份，文档类或图片类案例

10个，增加实训工作单 2

个，实训软件 1个。 

增加视频案例 8 个，

网页链接 10个，研究

报告 5 份，文档或者

图片类案例 10个。 

3 增加和优化微课视频。 优化原有视频并增加知识点视频。 
优化 5 个原视频、增加 8

个新视频。 
增加 6个新视频。 

4 移动微课件的制作和应用。 
优化原有的移动微课件，并新增加新的移

动微课件。 

优化 10 个原移动课件，

并增加 10 个新移动微课

件。 

增加 10个新移动微课

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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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探索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提升

教学效果。 

继续深化在线学习与课

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 

选择调查问卷设计等 6个

学习内容进行翻转课堂

的探索与学习。 

继续深化在线学习与

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 

选择调查问卷设计等

8 个学习内容进行翻

转课堂的探索与学

习。 

6 提高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提高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选派教

师出去培训 2 次，并发表 1篇课程建设的

论文；积极参加信息化教学设计等竞赛。 

教师参加培训 1次、发表

１篇课程建设的论文、参

加相关竞赛。 

教师参加培训 1 次、

课程建设总结报告 1

篇、参加相关竞赛。 

7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

能力。 

引导学生进行自学，并根据自身的需求拓

展学习，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 

通过课程后台访问数据

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的

访问情况和学习需求，通

过在线测验了解学生的

学习效果。 

通过课程后台访问数

据和问卷调查了解学

生的访问情况和学习

需求，通过在线测验

了解学生的学习效

果。 

      
 



2A．项目建设进度表1 

子项目名称 基础 
2018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9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优化《网络营销》课程的

页面。 

基本的课程框架和学习资

源。 

预期目标： 

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 

验收要点： 

（1）增加【课程首页】栏目； 

（2）优化部分自定义的页面； 

（3）重新设计自定义页面上的 banner。 

 

2．更新或增加教学资源。 

80多个教学和案例视频，拓

展资源 462 个，210道题的

题库。 

预期目标： 

增加学习资源，让学习者能够紧跟当前的网络

营销热点。 

验收要点： 

（1）2018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 

（2）增加视频案例 8个，网页链接 10个，研

究报告 5份，文档类或图片类案例 5个，增加

实训工作单 2个，实训软件 1个，专题教学内

容 2个。 

预期目标： 

增加学习资源，让学习者能够紧跟当前的网络

营销热点。 

验收要点： 

（1）2019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 

（2）增加视频案例 8 个，网页链接 10 个，研

究报告 5份，文档或者图片类案例 5个。 

3．增加和优化微课视频。 微课视频 14个。 

预期目标： 

知识的信息化呈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提升

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和学习效果。 

验收要点： 

（1）优化原有教学视频 5个； 

（2）增加新的教学视频 8 个，每个 5 分钟以

上； 

（3）2018优化、增加微课视频一览表。 

预期目标： 

知识的信息化呈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提升

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和学习效果。 

验收要点： 

（1）增加新的教学视频 6个，每个 5分钟以上； 

（2）2019增加微课视频一览表。 

4．移动微课件的制作和应用。 已有 10 个移动微课件。 

预期目标： 

基于 H5 的移动微课件方便随时随地的碎片化

学习及社交化机制，趣味性强，有利于翻转课

堂的实施。 

验收要点： 

预期目标： 

基于 H5的移动微课件方便随时随地的碎片化学

习及社交化机制，趣味性强，有利于翻转课堂

的实施。 

验收要点： 

                                                        
1项目建设期为 2 年，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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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原来移动微课件 10个； 

（2）增加移动微课件 10个； 

（3）优化和增加移动微课件一览表； 

（4）2018移动微课件的访问情况统计表。 

（1）增加移动微课件 10个； 

（2）增加移动微课件一览表； 

（3） 2019移动微课件的访问情况统计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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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3年一直采用在线学习

与课堂教学相混合的方式

进行教学。 

预期目标：构建互联网+背景下的混合式学习，

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验收要点： 

（1）2018学生对教学资源的访问情况统计； 

（2）2018学生的考试成绩对比； 

（3）2018学生对教学模式改革的调查反馈； 

（4）2018 学生对教学模式改革的调查分析结

果； 

（5）翻转课堂教学设计表。 

预期目标： 

构建互联网+背景下的混合式学习，提高学习兴

趣和学习效果。 

验收要点： 

（1）2019学生对教学资源的访问情况统计； 

（2）2019学生的考试成绩对比； 

（3）2019 学生对教学模式改革的调查反馈表；

（4）2019 学生对教学模式改革的调查分析结

果； 

（5）翻转课堂教学设计表。 

6．提高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

的能力。 

本课程的主讲教师已参加

微课、慕课的课程培训。 

预期目标： 

提升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验收要点: 

（1）选派教师参加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微课

制作培训 1次； 

（2）培训证书； 

（3）发表１篇课程建设的论文； 

（4）参赛相关信息表。 

预期目标： 

提升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验收要点: 

（1）选派教师参加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微课制

作培训 1次； 

（2）培训证书； 

（3）课程建设与应用总结报告； 

（4）参赛相关信息表。 

7．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

化学习的能力。 

1.近五届学生的应用比例

均在 95%以上； 

2. 生均每课时课程点击量

均在 6次以上。 

预期目标： 

提升学习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学生应用课程人数比例 98%以上； 

（2）生均每课时课程点击量在 8次以上； 

（3）2018学生课程使用问卷调查结果； 

（4）2018网络课程应用申请表。 

预期目标： 

提升学习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学生应用课程人数比例 98%以； 

（2）生均每课时课程点击量在 8次以上； 

（3）2019学生课程使用问卷调查结果； 

（4）2019网络课程应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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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子项目建设进度表 

 

子项目 1： 优化《网络营销》课程的页面 建设负责人： 金蓉 

建设内容 
2018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9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增加课程首页。 

预期目标： 

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让课程更加完整。 

验收要点： 

在课程中增加【课程首页】栏目，展示课程相关信息，

使课程更加完整。 

 

1.对自定义设计的页面进行改版； 

2.增加一个资源的思维导图。 

预期目标： 

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对课程的资源情况更加

了解。 

验收要点: 

（1）对页面主要的 BANNER 进行改版，更加符合当前

用户的审美潮流，提升用户体验； 

（2）增加一个资源方面的思维导图，让用户了解到

课程的资源情况更加清晰； 

（3）在线课程改版前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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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2： 更新或增加教学资源 建设负责人： 金蓉、罗闻泉 

建设内容 
2018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9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 增加视频案例 16个。 

预期目标： 

丰富视频案例资源。 

验收要点： 

（1）增加视频案例 8个； 

（2） 2018 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视频案

例）。 

预期目标： 

丰富视频案例资源。 

验收要点： 

（1）增加视频案例 8个； 

（2）2019 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视频案例）。 

2. 增加网页链接案例 20个。 

预期目标： 

丰富网页链接案例资源。 

验收要点： 

（1）增加网页链接案例 10个以上； 

（2）2018 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网页链接

案例）。 

预期目标： 

丰富网页链接案例资源。 

验收要点： 

（1）增加网页链接案例 10个以上； 

（2）2019 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网页链接

案例）。 

3. 增加网络营销等相关的研究报告 10 份。 

预期目标： 

丰富网络营销相关的研究报告资源。 

验收要点： 

（1）增加网络营销或电子商务相关研究报告 5份； 

（2）2018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研究报告）。 

预期目标： 

丰富网络营销相关的研究报告资源。 

验收要点： 

（1）增加网络营销或电子商务相关研究报告 5份； 

（2）2019 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研究报告）。 

4. 增加文档或图片类案例 10个。 

预期目标： 

丰富文档案例的资源。 

验收要点： 

（1）根据当前的热点增加文档类的案例 5个； 

（2）2018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文档案例）。 

预期目标： 

丰富文档案例的资源。 

验收要点： 

（1）根据当前的热点增加文档类的案例 5个； 

（2）2019 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文档案例）。 

5.增加网络营销相关专题教学 PPT 2份。 

预期目标： 

增加专题教学内容资源。 

验收要点： 

（1）朋友圈营销； 

（2）借势营销； 

 



 

-  - 9 

（3）2018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专题教学）。 

6.增加实训工作单 2份。 

预期目标： 

增加实训工作单，提高学生实训能力。 

验收要点： 

（1）微网页文档排版实训工作单； 

（2）微信调查问卷实训工作单； 

（3）2018 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实训工作

单）。 

 

7.增加实训软件 2个。 

预期目标： 

增加实训软件，便于学生开展实训。 

验收要点： 

（1）微网页排版软件； 

（2）2018年度在线课程更新资源列表（实训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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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3： 增加和优化微课视频 建设负责人： 金蓉、张颖敏 

建设内容 
2018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9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优化 5个原有的视频。 

预期目标： 

改进知识与信息化的呈现方式，提升视频的质量和

用户的体验。 

验收要点： 

（1）为了提高原来视频的质量，提高用户的学习

效果，拟对原有视频 5 个视频； 

（2）2018优化视频一览表。 

 

 

2.增加制作知识点视频 14个。 

预期目标： 

尝试多种方式的微课视频制作，提升微课的质量。 

验收要点： 

（1）增加制作知识点视频 8个，每个 5分钟以上； 

（2）2018增加微课视频一览表； 

预期目标： 

尝试多种方式的微课视频制作，提升微课的质量。 

验收要点： 

（1）增加制作知识点视频 6个，每个 5分钟以上； 

（2）2019增加微课视频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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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4： 移动微课件的制作和应用 建设负责人： 金蓉、罗闻泉 

建设内容 
2018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9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优化原来的 10个移动微课件。 

预期目标： 

基于 H5 的移动微课件方便随时随地的碎片化学习

及社交化机制，趣味性强，有利于翻转课堂的实施。 

验收要点： 

（1）2018优化移动微课件一览表。 

 

2.增加 10个知识点的移动微课件。 

预期目标： 

基于 H5 的移动微课件方便随时随地的碎片化学习

及社交化机制，趣味性强，有利于翻转课堂的实施。 

验收要点： 

（1）增加 6个知识点移动微课件； 

（2）增加 4个学习测试的移动微课件； 

（3）2018增加移动微课件一览表（知识点）。 

预期目标： 

基于 H5 的移动微课件方便随时随地的碎片化学习

及社交化机制，趣味性强，有利于翻转课堂的实施。 

验收要点： 

（1）增加 5个知识点移动微课件； 

（2）增加 5个学习测试的移动微课件； 

（3）2019增加移动微课件一览表（知识点）。 

3.增加 10个知识测验的移动微课件。 

预期目标： 

基于 H5 的移动微课件方便随时随地的碎片化学习

及社交化机制，趣味性强，有利于翻转课堂的实施。 

验收要点： 

1.增加 5个知识测验的移动微课件； 

2. 2018增加移动微课件一览表（测验）。 

预期目标： 

基于 H5 的移动微课件方便随时随地的碎片化学习

及社交化机制，趣味性强，有利于翻转课堂的实施。 

验收要点： 

（1）增加 5个知识测验的移动微课件； 

（2）2019增加移动微课件一览表（测验）。 

4.移动微课件的应用。 

预期目标： 

了解学生对移动微课件的使用情况。 

验收要点： 

2018移动微课件的访问情况统计表。 

预期目标： 

了解学生对移动微课件的使用情况。 

验收要点： 

2019移动微课件的访问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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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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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负责人： 金蓉、罗闻泉 

建设内容 
2018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9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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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目标： 

构建互联网+背景下的混合式学习，提高学习兴趣

和学习效果。 

验收要点： 

（1）2018学生对教学资源的访问情况统计； 

（2）2018学生的考试成绩对比； 

（3）2018学生对教学模式改革的调查反馈表； 

（4）2018学生对教学模式改革的调查分析结果； 

（5）2018翻转课堂教学设计表。 

预期目标： 

构建互联网+背景下的混合式学习，提高学习兴趣

和学习效果。 

验收要点： 

（1）2019学生对教学资源的访问情况统计； 

（2）2019学生的考试成绩对比； 

（3）2019学生对教学模式改革的调查反馈表； 

（4）2019学生对教学模式改革的调查分析结果； 

（5）2019翻转课堂教学设计表。 

 

子项目 6： 提高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建设负责人： 金蓉、张颖敏 

建设内容 
2018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9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教师外出参加在线课程建设与微课制作等培训。 

预期目标： 

提升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参加 1次相关培训； 

（2）培训证书或者相关照片； 

（3）发表 1篇课程建设的论文。 

预期目标： 

提升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参加 1次相关培训； 

（2）培训证书或者相关照片； 

（3）课程建设与应用总结报告。 

2.参加信息化教学大赛或者微课大赛。 

预期目标： 

提升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参赛报名表； 

（2）参赛相关资料。 

预期目标： 

提升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参赛报名表； 

（2）参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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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7：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能力 建设负责人： 金蓉、罗闻泉 

建设内容 
2018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9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能力。 

预期目标： 

提升学习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学生应用在线课程人数比例 98%以上； 

（2）生均每课时课程点击量在 8次以上； 

（3）学生课程使用问卷调查结果； 

（4）2018网络课程应用申请表； 

（5）移动微课件的应用情况统计表。 

预期目标： 

提升学习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学生应用课程人数比例 98%以； 

（2）生均每课时课程点击量在 8次以上； 

（3）学生课程使用问卷调查结果； 

（4）移动微课件的应用情况统计表； 

（5）2019网络课程应用申请表。 

 



 

-  - 14 

3A．项目使用预算表 

单位：万元 

 

子项目名称 

省财政专项资金 学校举办方
2
：    学校自筹资金 其他：    合计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1.优化《网络营销》课程的页

面 
        0.2   0.2       0.2  0.2 

2.更新或增加教学资源         0.3 0.3  0.6       0.3 0.3 0.6 

3.增加和优化微课视频         3.5 1.5 5       3.5 1.5 5 

4.移动微课件的制作和应用      1.5 0.5 2    1.5 0.5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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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3 0.6    0.3 0.3 0.6 

6.提高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

的能力 
     0.8 0.6 1.4    0.8 0.6 1.4 

7.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

化学习的能力 
     0.1 0.1 0.2    0.1 0.1 0.2 

合计：          6.7  3.3 10       6.7 3.3 10 

                                                        
2 省属院校，学校举办方部分不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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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子项目使用预算表 

单位：万元 

子项目 1： 优化《网络营销》课程的页面 

建设内容 
省财政专项资金 学校举办方：    学校自筹资金 其他：    合计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增加课程首页，对自定义设

计的页面进行改版，增加一

个资源的思维导图。 

        0.2  0.2    0.2 0 0.2 

合计：         0.2  0.2    0.2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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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2： 更新和增加教学资源 

建设内容 
省财政专项资金 学校举办方：    学校自筹资金 其他：    合计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1. 增加视频案例 16个         0.10 0.2 0.3    0.10 0.2 0.3 

2. 增加网页链接案例 20个               

3. 增加网络营销等相关的研

究报告 10份 
     0.05 0.05 0.1    0.05 0.05 0.1 

4. 增加文档类案例 10个               

5.增加网络营销相关专题教学

PPT 2份 
     0.02 0.05 0.07    0.02 0.05 0.07 

6.增加实训工作单 2份      0.03  0.03    0.03  0.03 

7. 增加实训软件 1个      0.1  0.1    0.01  0.1 

合计：         0.3 0.3 0.6    0.3 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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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3： 增加和优化微课视频 

建设内容 
省财政专项资金 学校举办方：    学校自筹资金 其他：    合计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1.优化 5个原有的视频         0.8  0.8    0.8  0.8 

2.增加制作 14 个知识点的视

频 
     2.7 1.5 4.2    2.7 1.5 4.2 

合计：         3.5 1.5 5    3.5 1.5 5 

 

子项目 4： 移动微课件的制作和应用 

建设内容 
省财政专项资金 学校举办方：    学校自筹资金 其他：    合计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1.优化原来的 10 个移动微课

件 
                 

2. 增加 10 个知识点的移动微

课件 
     1 0.8 1.8    1 0.8 1.8 

3.增加 10 个知识测验的移动

微课件 
     0.1 0.1 0.2    0.1 0.1 0.2 

4.移动微课件的应用               

合计：         1.1 0.9 2    1.1 0.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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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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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内容 
省财政专项资金 学校举办方：    学校自筹资金 其他：    合计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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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3 0.6    0.3 0.3 0.6 

合计：         0.3 0.3 0.6    0.3 0.3 0.6 

 

 

子项目 6： 提高教师应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建设内容 
省财政专项资金 学校举办方：    学校自筹资金 其他：    合计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1.教师外出参加在线课程建设

与微课制作等培训 
         0.8 0.6 1.4    0.8 0.6 1.4 

2.参加信息化教学大赛或者微

课设计大赛 
              

合计：         0.8 0.6 1.4    0.8 0.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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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7：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能力 

建设内容 
省财政专项资金 学校举办方：    学校自筹资金 其他：    合计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

习的能力 
     0.1 0.1 0.2    0.1 0.1 0.2 

合计：         0.1 0.1 0.2    0.1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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