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 拟 仿 真 实 验 教 学 创 新 联 盟
经 济 管 理 类 专 业 工 作 委 员 会
关于举办经济管理类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虚拟教研室建设研讨会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工作
的通知》（教高司函〔2021〕10 号）精神，进一步加强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经管专委会）成员高
校间的教研交流，推动优质实验教学资源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及虚拟
仿真实验项目的“体系化、标准化、装备化”建设，提高实验教学课程
与人才培养质量，打造实验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经管专委会拟面向广
大院校，组织相关专业已建和在建的虚拟教研室，共同举办经济管理类
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虚拟教研室建设研讨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国家级金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国家级金融学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协办单位：中教政研（北京）信息中心
江苏一鼎堂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新维畅想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海信视像科技公司
二、时间安排
会议时间：2022 年 11 月 19 日- 20 日

会议形式：线上会议
会 议 号：腾讯会议257-305-819
直播网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l/nlgL3IN6te1Q
三、主要议题
1.虚拟教研室建设中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
2.虚拟教研室资源建设与资源对接
3.技术赋能新型教研组织建设
4.基于“智能+”教育理念的教学空间建设
5.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建设经验分享
6.经管类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的共建共享及经验分享
四、拟邀专家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国际系统与控制科
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于海峰 广东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雍和明 广东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郭银华 广州华商学院执行校长
李建军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吴振磊 西北大学副校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
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梅 强 江苏大学原副校长
朱连才 河北金融学院副校长
范忠宝 广东金融学院副校长、国家级金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主
任
冯 博 苏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廖春华 西南财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研究员
王宏宇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执行秘书长

周勇义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部副部长
熊宏齐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副秘书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
室建设与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
长
张 威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副秘书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
新联盟文科类学科领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张小岗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秘
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副主任
戚桂杰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组长、山东大学
商学院院长
任晓阳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副组长
薛永基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北京林业大学农林业经营管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执行
主任
郭 鑫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华北电力大学电力经济管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秦艳梅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特
聘专家、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财务与金融学院院长
毛志山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特
聘专家、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专家
王小燕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特
聘专家、广东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周 博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特
聘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任金政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郭金录 高等教育出版社管理分社社长、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
秘书长
五、参会人员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管专委会及兄弟专委会的委员、会员
单位的领导与老师，拟参加虚拟教研室建设和教研活动的老师。
六、参会注册
扫描二维码参会。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广东金融学院（代章）
2022 年 11 月 16 日

经济管理类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虚拟教研室建设

研讨会议程
腾讯会议 ID：257-305-819
11 月 19 日（周六）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08:10-08:30

暖场视频

王小燕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开幕

08:30-08:35

嘉宾介绍

创新联盟经济管理
类专业工作委员会

式

广东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雍和明 致辞

08:35-08:40

特聘专家、广东金
融学院实验教学中

08:40-08:45

广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 姜琳 致辞

时间

报告嘉宾及报告题目
汪寿阳

8:45-09:05

心主任
主持人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国际系统与控制科

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报告题目：数字经济时代管理学虚拟教研室建设的几点思考与探索
王宏宇

09:05-9:25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执行秘书长

报告题目：实验教学虚拟教研室建设
周勇义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实验室与设备

09:25-9:45

报告题目：关于智慧实验室与虚仿教研室建设的思考

报告

于海峰

心主任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报告题目：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建设实践探索

时间

报告嘉宾及报告题目
熊宏齐

10:25-10:45

广东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报告题目：新商科实验教学虚拟教研室创新建设与实践
李建军

10:05-10:25

广东金融学院副校
长、国家级金融虚

管理部副部长

主题
9:45-10:05

范忠宝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副秘书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

主持人
任晓阳

室建设与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处长

范中心联席会经管

报告题目：专业实验教学体系重构及新型实验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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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组副组长

时间

报告嘉宾及报告题目

主持人

吴振磊 西北大学副校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
10:45-11:05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报告题目：新文科背景下经管实验教学虚拟教研室建设的思考
张

威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副秘书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

新联盟文科类学科领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副处
11:05-11:25

长

主题

报告题目：基于智能互联网的虚拟现实教学空间建设

报告

梅
11:25-11:45

强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江苏大学原副校长

报告题目：从虚仿项目到虚仿课程虚拟教研室的演绎建设——以创业

11:45-12:05

范中心联席会经管
学科组副组长

管理课程为例
戚桂杰

任晓阳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组长、山东大学

商学院院长
报告题目：虚拟教研室建设中的组织创新

12:05-12:15

江苏一鼎堂科技有限公司

12:15-12:25

新维畅想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2:25-14:00

午休

时间

报告嘉宾及报告题目
郭银华

14:00-14:20

博

主题
报告

秦艳梅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创新联盟经济管理

西南财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报告题目：财经高校虚拟教研室建设思考与探索
王小燕

15:20-15:40

河北金融学院副校长

报告题目：产教融合视域下经管类虚拟教研室建设路径及探索
廖春华

15:00-15:20

苏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报告题目：苏州大学智能经济与管理新文科实验室建设经验交流
朱连才

14:40-15:00

广州华商学院执行校长

报告题目：“三融合一协同”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设与应用
冯

14:20-14:40

主持人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特聘

类专业工作委员会
特聘专家、北京工
商大学嘉华学院财
务与金融学院院长

专家、广东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报告题目：金融类专业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群虚拟教研室建设探索

15:40-15:45

抽奖环节

时间

报告嘉宾及报告题目
毛志山

15:45-16:05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特聘

主持人
周

博

专家、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专家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报告题目：对于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建设的认识与实践

创新联盟经济管理

2

薛永基
16:05-16:25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副主

类专业工作委员会

任、北京林业大学农林业经营管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执行

特聘专家、对外经

主任

济贸易大学教务处

报告题目：共商 共创 共享——经济管理虚拟教研室建设思考
郭金录

副处长

高等教育出版社管理分社社长、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

秘书长
16:25-16:45

报告题目：“十四五”时期我国高校经管类课程与教材建设的若干思
考——基于一流课程与虚拟教研室的建设维度

时间

交流教研室及嘉宾

16:45-16:55

电子商务专业建设（智能商务方向）虚拟教研室，尹华，广东财经大
学信息学院副院长

16:55-17:05

审计及财报编制与分析课程虚拟教研室，陈朝晖 福州大学，企业经济
活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17:05-17:15

海信视像科技公司

交流
互动

11 月 20 日（周日）
时间

交流教研室及嘉宾

8:30-8:40

国际经贸专业仿真实验课程国际联合虚拟教研室，贾利军，上海大学

8:40-8:50

初级财务会计学课程虚拟教研室，王利娜，广东财经大学会计系主任

8:50-9:00

会计学专业建设虚拟教研室，刘嫦，石河子大学会计学系主任、教授

创新联盟经济管理

金融实验课程群虚拟教研室，王向荣，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系
主任

类专业工作委员会

9:00-9:10
9:10-9:15

抽奖环节

时间

交流教研室及嘉宾

9:15-9:25

经济管理数据科学课程虚拟教研室，王斌会，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9:25-9:35

内部控制课程虚拟教研室，施赟，广东财经大学智能财会管理学院智
能会计系主任

9:35-9:45

运营管理虚拟教研室，陈景岭，扬州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

9:45-9:55

智能财务课程群虚拟教研室，陈建林，广东财经大学

9:55-10:05

审计实验课程虚拟教研室，蒋峻松，云南大学

10:05-10:15

大会总结
张小岗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员会秘书
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副主任

交流
互动

闭幕
式

郭鑫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交流
互动

主持人

副主任

主持人

任金政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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