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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优秀案例教师



学位中心2019年优秀案例教师、视频案例公示名单

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2019-12-14

为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

（教研〔2015〕1号）精神，促进专业学位教学与实践环节有机融合，加强专业学

位案例师资队伍建设，推动专业学位内涵发展，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简称“学位中心”）于2019年11月启动了优秀案例教师申报和视频案例征集工作。

本次优秀案例教师和视频案例征集，通过学校审核并推荐至学位中心的优秀案

例教师申报材料219份、视频案例申报材料96份；经过形式初筛，共有124份优秀

案例教师申报材料、87个视频案例申报材料进

入专家评审环节。

依据《关于开展2019年优秀案例教师申报和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简称

“通知”）及优秀案例教师和视频案例征集工作方案，学位中心组织同行专家

对优秀案例教师和视频案例进行通讯评议，并在通讯评议基础上，对优秀案例

教师组织了现场答辩。最终确定19位优秀案例教师申报者入选2019年优秀案例教

师名单、16个视频案例入选2019年视频案例名单，现公示如下：

2019 年优秀案例教师入选名单

（按院校代码排序）

序号 院校

名称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姓名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会计 潘立新

2 北京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马宝龙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 李 亮

4 南京大学 工商管理 周 建

5 复旦大学 公共管理 朱春奎

6 同济大学 工商管理 闫淑敏

7 上海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井润田

8 南京大学 工商管理 张文红

9 南京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秦伟平

10 浙江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 孙 元

11 江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胡海波

12 山东农业大学 农业 王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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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山东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刘 素

14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 常思亮

15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 文 宏

16 深圳大学 工商管理 曾宪聚

17 重庆大学 工程管理 向鹏成

18 西南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张 霜

19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 马 桑

2019 年视频案例入选名单（按院校代码排序）

序号 院校名称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姓名

1 北京大学 艺术 杨玉娟

2 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 罗森林

3 辽宁大学 法律 范 淼

4 上海交通大学 资源与环境 申哲民

5 华东理工大学 资源与环境 孙贤波

6 上海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王少飞

7 苏州大学 药学 邓益斌

8 江苏大学 法律 唐华彭

9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 胡 高

10 浙江大学 工程管理 丛杭青

11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 黄爱玲

12 西南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何 波

13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 靳 彤

14 大理大学 药学 宋沧桑

15 西安交通大学 护理 尹 娟

16 青岛大学 工商管理 王崇锋

公示期自 2019 年 12 月 14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邮件方式向学位中心实名反映，

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

联系邮箱：case@cdgdc.edu.cn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2019 年 12 月 14 日

转发自教育部学位中心

mailto:case@cdgd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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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年度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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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人选公示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推荐第五届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

教师人选的通知》（鲁教研函〔2018〕3 号）精神，经研究生培

养单位推荐、材料审查、专家评定等工作程序，共确定第五届山

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296人，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2019年 5 月 16日至 2019 年 5 月 22 日。任何单位

和个人对人选如有异议，可以书面形式向省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

究生教育处提出。单位提出的异议，须在异议材料上加盖本单位

公章，并写明联系人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个人提出

的异议，须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并写明本人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我厅将对相关信息予以严格保密。不符合

上述要求的异议，不予受理。 

 

通讯地址：济南市文化西路 29号 1209室，邮编：250011，

联系电话：0531-81676796。 

 

 

附件：第五届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人选名单



— 5 — 

序号 导师姓名 推荐单位 序号 导师姓名 推荐单位 

151 纪洪芳 山东理工大学 176 刘钦泽 齐鲁工业大学 

152 宋井玲 山东理工大学 177 王兆江 齐鲁工业大学 

153 李丽君 山东理工大学 178 严志国 齐鲁工业大学 

154 曲金玉 山东理工大学 179 张彦 山东农业大学 

155 郭宗和 山东理工大学 180 朱鲁生 山东农业大学 

156 刘伟 山东理工大学 181 成子强 山东农业大学 

157 张耀明 山东理工大学 182 胡继连 山东农业大学 

158 周长城 山东理工大学 183 陈盛伟 山东农业大学 

159 杨晓春 山东理工大学 184 王金星 山东农业大学 

160 孙秀梅 山东理工大学 185 史庆华 山东农业大学 

161 张鑫 山东建筑大学 186 李向东 山东农业大学 

162 仝晖 山东建筑大学 187 杨越超 山东农业大学 

163 崔艳秋 山东建筑大学 188 殷焕顺 山东农业大学 

164 薛娟 山东建筑大学 189 路则光 山东农业大学 

165 张瑞军 山东建筑大学 190 刘峰 山东农业大学 

166 陈有川 山东建筑大学 191 张承明 山东农业大学 

167 景财年 山东建筑大学 192 王进平 青岛农业大学 

168 张浩 山东建筑大学 193 尚书旗 青岛农业大学 

169 李成栋 山东建筑大学 194 孙庆杰 青岛农业大学 

170 王洪波 山东建筑大学 195 闵令江 青岛农业大学 

171 于复生 山东建筑大学 196 杨建明 青岛农业大学 

172 李天铎 齐鲁工业大学 197 李保华 青岛农业大学 

173 段洪东 齐鲁工业大学 198 董春海 青岛农业大学 

174 刘玉 齐鲁工业大学 199 孙娟 青岛农业大学 

175 崔月芝 齐鲁工业大学 200 李超 青岛农业大学 

瓶盖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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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导师姓名 推荐单位 序号 导师姓名 推荐单位

151 吕钊钦 山东农业大学 176 韩 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152 慕 卫 山东农业大学 177 李冰清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153 王金花 山东农业大学 178 廖 琳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154 赵翔宇 山东农业大学 179 刘 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155 郑 军 山东农业大学 180 刘振东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156 褚 栋 青岛农业大学 181 邵 华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157 单 虎 青岛农业大学 182 王月兰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158 韩 磊 青岛农业大学 183 王昭金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159 李敬锁 青岛农业大学 184 辛 涛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160 刘庆华 青岛农业大学 185 胡雪梅 滨州医学院

161 王彩虹 青岛农业大学 186 李祥林 滨州医学院

162 王东伟 青岛农业大学 187 李泽福 滨州医学院

163 王月福 青岛农业大学 188 曲海英 滨州医学院

164 辛言君 青岛农业大学 189 宋晓冬 滨州医学院

165 杨庆利 青岛农业大学 190 王春华 滨州医学院

166 杨 松 青岛农业大学 191 毕鸿雁 山东中医药大学

167 孟庆慧 潍坊医学院 192 崔瑞兰 山东中医药大学

168 孙同毅 潍坊医学院 193 郭庆梅 山东中医药大学

169 孙晓东 潍坊医学院 194 李 刚 山东中医药大学

170 王春平 潍坊医学院 195 李 晓 山东中医药大学

171 王素珍 潍坊医学院 196 刘源香 山东中医药大学

172 王晓莉 潍坊医学院 197 宋 洁 山东中医药大学

173 王艳郁 潍坊医学院 198 宋咏梅 山东中医药大学

174 周 进 潍坊医学院 199 孙建光 山东中医药大学

175 董 亮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200 孙振高 山东中医药大学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4）2019-2021年度分院系统优秀教学工作者













 

 

（5）2019年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6）第三届“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
优秀合作高校奖





 

 

（7）第四届全国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2篇







 

 

（8）第五届全国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1篇





 

 

（9）第七届全国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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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届“卓越开发者”案例
大赛8篇获奖



















 

 

（11）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二届“卓越开发者”案
例大赛5篇获奖













 

 

（1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三届“卓越开发者”案例
大赛6篇获奖















 

 

（13）2020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最佳案例





 

 

（14）“案例教学在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的应用与实践”
教学成果奖





 

 

（15）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入库7篇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案例入库证书

专业学位类别：会计
案 例 名 称：从*ST智慧的“没落”看上市 公司财务舞弊及

其审计

案 例 编 号：201812530305
案 例 作 者：杨永淼(山东农业大学)

王洪生(山东农业大学)
邹晓静(山东农业大学)
崔昱晨(山东农业大学)

入库时间：2018年5月21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会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证书编号：CCC201812530305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案例入库证书

专业学位类别：会计

案例名称：互联网服务型企业的财务舞弊手段与审计应对
—以九好集团为例

案 例 编 号：201812530297
案 例 作 者：杨永淼(山东农业大学)

王洪生(山东农业大学)
崔昱晨(山东农业大学)
邹晓静(山东农业大学)

入库时间：2018年5月21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会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证书编号：CCC201812530297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案例入库证书

专业学位类别：会计
案例名称：拉夏贝尔IPO之路

案 例 编 号：201812530161
案 例 作 者：袁建华(山东农业大学)

王洪生(山东农业大学)
孙亚男(山东农业大学)
王金(中国海洋大学)
杨永淼(山东农业大学)

入库时间：2018年5月21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会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证书编号：CCC201812530161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案例入库证书

专业学位类别：会计

案例名称：美的集团股权收购日本东芝案例

案 例 编 号：201812530060
案 例 作 者：陈盛伟(山东农业大学)

王洪生(山东农业大学)
卢彬彬(山东农业大学)
王金(中国海洋大学)
孙亚男(山东农业大学)

入库时间：2018年5月21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会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证书编号：CCC201812530060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案例入库证书

专业学位类别：会计

案例名称：美的集团鲸吞德国库卡

案 例 编 号：201812530171
案 例 作 者：王洪生(山东农业大学)

杨永淼(山东农业大学)
杨柳(山东农业大学)
朱艳(山东农业大学)
王金(中国海洋大学)

入库时间：2018年5月21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会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证书编号：CCC201812530171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案例入库证书

专业学位类别：会计

案例名称：拍拍贷赴美上市之路

案 例 编 号：201812530061
案 例 作 者：陈盛伟(山东农业大学)

王洪生(山东农业大学)
林姿辰(山东农业大学)
王金(中国海洋大学)
何洋洋(山东农业大学)

入库时间：2018年5月21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会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证书编号：CCC201812530061



 

 

（16）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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