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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高〔2016〕26 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6 年度	

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6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

课程评选工作的通知》（沪教委高〔2016〕10 号）要求，我委组织开

展了 2016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的评选工作。经学校推荐、网

上公示、专家评审等程序，我委研究决定，授予复旦大学《人类进

化》等 99 门课程“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称号。现将名单（附件）

予以公布。 

望各高校继续加强精品课程建设，支持精品课程进一步做好课

程微视频的制作和展播工作，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激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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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授积极为本科生开设优质课程，实现师生互动，促进教学相

长，宣传并提升本科教学的社会认可度。 

 

附件：2016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名单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6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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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名单 

学  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复旦大学 人类进化 金力 

复旦大学 材料失效分析 杨振国 

复旦大学 城市绿地规划与设计 王祥荣 

复旦大学 生物学野外实习 张文驹 

复旦大学 病原生物与人类 程训佳、邵红霞 

复旦大学 医学免疫学 储以微 

复旦大学 传染病学 张文宏 

复旦大学 投资学原理 张宗新 

复旦大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郁喆隽 

复旦大学 保险学原理 陈冬梅 

上海交通大学 船舶流体力学 万德成 

上海交通大学 微生物的世界 陈峰 

上海交通大学 人与环境 邵嘉慧 

上海交通大学 遗传学与社会 陈火英 

上海交通大学 竞争法 李剑 

上海交通大学 计算材料学 金朝晖 

同济大学 城市设计概论 王伟强 

同济大学 细胞的生物化学 吕立夏 

同济大学 光学 王占山 

同济大学 电工学 安振连 

同济大学 法理学 蒋晓伟 

同济大学 港口水工建筑物 郑永来 

同济大学 环境专业设计（3）：可持续设计 朱小村 

华东师范大学 汉语文字演变与中华文化传承 刘志基 

华东师范大学 现代地貌学 周立旻 

华东师范大学 锻炼心理学 杨剑 

华东师范大学 微生物学及实验 张美玲、贾彩凤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原理 王向民 

华东师范大学 西方音乐与作品研析 郑艳 

华东理工大学 水污染控制工程 刘勇弟 

华东理工大学 光学 陆慧 

华东理工大学 多元统计学 汪冬华 

华东理工大学 自动控制原理 侍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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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设备设计 王学生 

上海外国语大学 当代德国社会、经济与文化 胡  凯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赵鸣歧 

东华大学 会计学 曾月明 

东华大学 高等数学 寇春海 

东华大学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李蓓智 

东华大学 设计大师作品分析 陈彬 

东华大学 微生物学 张兴群 

上海财经大学 公司金融 李曜 

上海财经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郑少华 

上海财经大学 文学意趣与人生境界 李桂奎 

上海海事大学 班轮运输理论与实务 殷 明 

上海海事大学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王天真 

上海海事大学 中级财务会计 章 雁 

上海音乐学院 大提琴演奏艺术 李继武 

上海音乐学院 应用作曲 陈强斌 

上海戏剧学院 表演片断教学 何雁 

上海戏剧学院 台词课 刘宁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服务营销 刘兵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康复生物力学 张胜年 

华东政法大学 宪法学 朱应平 

华东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 沈福俊 

华东政法大学 民事诉讼法学 洪冬英 

上海海洋大学 鱼类行为学概论 钱卫国 

上海电力学院 电力电子技术 王育飞 

上海电力学院 高级程序设计 C++ 田秀霞 

上海电力学院 材料力学 吴懋亮 

上海大学 弹性力学 张俊乾 

上海大学 数控技术 王志明 

上海大学 中外新闻事业史 许正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成人护理学 章雅青、袁晓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牙周病学 束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急诊医学 潘曙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 方药学 杨柏灿 

上海中医药大学 金匮要略 曲丽芳 

上海中医药大学 内科护理学 廖晓琴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急救医学 钱义明 

上海师范大学 语文教学课例研究 王荣生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史 高红霞 

上海师范大学 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吴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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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Android 应用程序设计 李鲁群 

上海师范大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马英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审计学 程安林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计量经济学 陈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金融工程学 李晓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基础 柴晓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东方管理概论 孟勇 

上海理工大学 过程原理与设备 苏文献 

上海理工大学 科技英语口译 刘  芹 

上海理工大学 空调工程 陈剑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运筹学 李竹宁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詹晓琳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生产系统建模与仿真 白跃伟 

上海金融学院 网络营销 刘岚 

上海金融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张润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经济法 金慧华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个人理财 陈  兵 

上海电机学院 机械设计 辛绍杰 

上海电机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何小刚 

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公法 王丽华 

上海杉达学院 景观设计 王烨 

上海杉达学院 现代酒店管理概论 唐秀丽 

上海建桥学院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陈志澜 

上海建桥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张润兴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塑造性格化人物训练（2） 徐卫宏 

第二军医大学 物理化学 崔黎丽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