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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学院 主要完成人 时间 奖项名称 获奖等级

1 国际标准精英审计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国际审计学院
时现 王会金　章之旺 陈丹萍　陈艳
娇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
面向国际化创新型会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以AIB网络平
台为支持

会计学院
杨政、殷俊明、董必荣、许汉友、宋
雅琴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3 基于CDIO理念的经济贸易类专业教学模式探索与创新 经济学院
孙文远、郎永峰、方阳娥、樊士德
、唐国华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4 复合创新 强化实践——特色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新突破 法学院
程乃胜、胡智强、王艳丽、罗欢平、
秦康美、齐兴利、刘宏宇、吴一鸣、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5 教学科研协同的IT审计课程群建设探索与实践 信息科学学院
张金城、陈伟、黄作明、景波、冯国
富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6 行政管理专业主干课程综合改革：课程再造实践与创新 政治与行政学院
胡宁生、汪建昌、楚永生、左昌盛、
杨钰、冯素坤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7 校友资源融入实践育人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管理学院
尹平、时现、李乾文、吴中春、杨杰
、张福利、张武宁、李昆、曾晓虹、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8 新形势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创新与探索 经济学院
杨鹏程、姜德波、方阳娥、陈祖华、
唐国华、陆丽芳、鄢咏红、赵峰、杨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9
以“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实验实习” 为内容的“三位一体”教学传
导机制创新

金融学院
卢亚娟、汪祖杰、蔡则祥、张维、蒋
志芬、王家华、张成、陈昆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0 金融学类专业性学生社团与实践教学体系创新 金融学院
王家华、张维、蒋志芬、卢亚娟、张
成、臧展、方荣军、唐汇龙、丁远一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1 面向电子商务服务的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现 信息科学学院
庄玉良、姚娟、谷瑞军、王红霞、李
卫红、陈耿、陈圣磊、杨琴、刘林源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网络化教学创新实践 数学与统计学院
杨洋、方习年、苍玉权、胡亚梅、朱
春华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3 教学型院校开展研究性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刘顺、张映光、韩希明、成林、龚玉
兰、 王军、洪涛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4 实践以人文本，构建和谐身心——南京审计学院体育课程之创新改革 体育教学部
杨秀芳、奚天明、周丽萍、薛龙、张
宏伟、杨晓艳、史松涛、詹祥粉、张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5 思想道德修养课实践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郭建新、任德新、王春茹、杨小华、
郭宏之、阮星光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6 财经类高校专业内涵建设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教务处
汪利、张维、孙国锋、胡智强、刘莉
、沈洪澜、胡亚梅、陈权、庞勇、高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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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多样化成才服务——高校推进学分制改革的新探
索

教务处
魏昌东、丁国勇、江萍、张勇、沈迎
新、秦新国、张永良、于兰

2013年 第八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8 南京审计学院通识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教务处
王家新、蔡则祥、曾晓虹、汪祖杰、
张维、齐兴利、魏昌东、汪利、岳中
方、沈洪澜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19
审计职业化背景下的学历教育改革与创新——ACCA人才培养模式的优
化与实践

国际审计学院
陈丹萍、王芳、吴青川、章之旺、郭
丹、祝遵宏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20 财经院校创新型人才“三创”教育理论与实践 管理学院
尹平、李乾文、何平、庄玉良、姚 
娟、孙文祥、高杰、张芊、孙军、赵
红梅、肖久灵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1 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法学院
程乃胜、刘爱龙、胡智强、王艳丽、
胡玉霞、秦康美、路广、罗欢平、尚
永昕、孙秀娟、郭怡萱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2 电子商务专业“创意、创新、创业”实践教学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信息科学学院
庄玉良、姚娟、谷瑞军、陈 耿、汪
加才、李卫红、陈圣磊、王红霞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3 经济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经济学院
姜德波、孙国锋、高纹、方阳娥、樊
士德、许成安、刘玉、任志成、杨放
敏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4
证券投资学课程群“两位一体、以赛促学” 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
践

金融学院
张维、王家华、臧展、陆桂琴、 冯
彩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5 会计与财务教学互动平台 会计学院
杨政、许汉友、董必荣、钟宜彬、柳
翔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6 内部审计教育合作伙伴项目（IAEP）研究与实践 国际审计学院
陈艳娇、时现、孔楠  陈怡、殷丽丽
、丁燕卿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7 高校职业生涯教育的路径依赖、超越与创新 会计学院 马德林、施平、于南、华增凤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8 《财务会计案例研究》课程教学改革 会计学院 许汉友、何太明、孙国岩、龚媛媛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9 基于能力提升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经济学院 李群、孙文远、刘玉、任志成、戴枫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30 法务会计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法学院
胡智强、王艳丽、刘宏宇、张丽艳、
何新容、王丽爱、罗欢平、殷楠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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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诊所法律教育与我国法律教育的改革 法学院
胡玉霞、任凡、施卫忠、路广、郭怡
萱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32 计算机辅助审计原理及应用（教材） 信息科学学院 陈伟、张金城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33 数学实验实践教学与课程建设 数学与统计学院
张宝善、方习年、余宏旺、沈雁、仇
惠玲、曹惠琴、 陆敏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34
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开拓——对外汉语专业课堂教学在网络与社团中延
伸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张映光、刘顺、王军、韩希明、梁红
、蒋悦悦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35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外国语学院
郑建新、程冷杰、熊文、梁君、潘明
霞、郭亚东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36 营造第二课堂文化氛围，凸显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外国语学院
梁文青、唐仁芳、江振春、江蓉、丁
燕卿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37 南京审计学院通识教育之经典阅读实施方案 学生处
刘志友、蔡则祥、岳中方、陈晓斌、
张维、王妍妍、钮恬

2011年 第七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38 金融学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 金融学院
汪祖杰 王家华 蔡则祥 张  维 卢亚
娟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39 “政府审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 国际审计学院
尹  平 齐兴利 许  莉 和秀星 刘世
林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40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法学院
程乃胜 刘爱龙 王永谦 刘宏宇 张明
霞 胡智强 施卫忠 路广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4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实效性探索与实践 政治与行政学院
郭建新 任德新 王春茹 王  腾 杨小
华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42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教材） 政治与行政学院 胡宁生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43 专业教学中学习支持体系的开发与建设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张映光 刘  顺 王  军 王世群 张成
进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44 大学英语创新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外国语学院
郑建新 程冷杰 梁文青 梁  君 江
蓉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45 英语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外国语学院 秦  秋  程冷杰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46 《审计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国际审计学院
和秀星 王会金 齐兴利 李  华 吴青
川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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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刑法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法学院
卢小毛 魏昌东 胡玉霞 施卫忠 任
凡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48 中澳高校会计学专业财务会计系列课程教学内容比较的研究报告 会计学院 杨  政 宋雅琴 2009年 第六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49 文学语言类课程立体化教材建设与课程集群建设相结合的探索实践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张映光 刘顺  韩希明  成林  胡亚
梅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50 高校学生学习支持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教评办
张芊 花伟  丁国勇    张丽艳  钮
恬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51 经济学阶梯网站互动教学系统 经济学院
裴育 刘玉    孙文远     黄建康
盛晓白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52 金融实验室实践教学创新方案与实施效果 金融学院
汪祖杰  张维   卢亚娟     王家华
高桂珍 杨红  林峰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53 管理信息系统及实验指导（教材） 信息科学学院
张金城 黄作明  吕新民    李庭燎
柳巧玲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5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郭建新 任德新 王春茹 王  腾 杨小
华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55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外国语学院
郑建新 梁文青 熊  文  郝义侠 唐
仁芳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56
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会计学院职业生涯教育
创新实践

会计学院
马德林 封美霞  崔秀梅  兰玲  华
增凤  秦坤  邵君利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57 《财务建模》模拟实验 国际审计学院 章之旺 邵君利 高凤莲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58 利用Mathematica绘制几何图形的教学与实践 数学与统计学院
张宝善 沈雁   张福利 曹惠琴  蔡
茜  陆敏     缪卫华  李垠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59 《国际工程承包》双语教学多媒体课件 国际审计学院 毛晔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60 《债权法》多媒体网络课件 法学院
秦康美 胡天成  钱小平    谈咏梅
张明霞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61 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优化研究 经济学院
杨淑华 杨鹏程  陆丽芳    鄢咏红
陈祖华    方阳娥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62 初级财务会计教学改革 会计学院 许汉友 陆国平  封美霞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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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健美操课程体系的构建及创新思路 体育部
杨秀芳 杨晓艳  周丽萍  陆美琳
斯华琴

2007年 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64 内部控制学（教材） 国际审计学院 李凤鸣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65 中文类课程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张映光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66 社会审计（教材） 国际审计学院 王会金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67 基于网络媒体、数字技术的英语教学改革与创新 外国语学院 程冷杰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68 创设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环境—经济学阶梯教室的开发与实践 经济学院 刘玉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69 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教评办 张芊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70 《宏观经济学》课程结构与教学方法研究 经济学院 许成安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71 案例教学法在《管理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管理学院 胡凤玲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72 经济效益审计（教材） 国际审计学院 陈思维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73 英语专业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外国语学院 秦秋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74 我院网络课程 教务处 胡亚梅 2004年 第四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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