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全国外经贸从业人员考试中心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国际商务教育研究会

外经贸考字〔2017〕 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度

秘书专业教育教科研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相关院校：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 2017 年度秘书专业教育教科研项

目的通知》（外经贸考字〔2017〕3 号）文件要求，在教师

个人申报、院校推荐的基础上，经全国商务秘书与行政助理

专家委员会对申报的 50 个项目组织立项评审，确定重中之

重项目 2 项，重点项目 13 项，一般项目 15 项。现将 2017

年度秘书专业教育教科研项目立项名单予以公布（具体名单

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项目负责人要严格按照《全国商务秘书与行政助

理专家委员会教育科研项目管理相关规定》，对照项目立项

计划，在所在单位教务或科研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认真研究，

确保研究成效。

二、2017 年度秘书专业教育教科研项目研究期限 1 年，

结项时间 2018 年 6 月底。2018 年 1 月，全国商务秘书与行



政助理专家委员会将组织对 2017 年度秘书专业教育教科研

项目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不合格的项目取消立项资格，

并通报所在单位，有资助单位的项目将通报资助单位撤销资

助。中期检查、结项验收等具体要求见《关于组织申报 2017

年度秘书专业教育教科研项目的通知》（外经贸考字〔2017〕

3 号）文件。

三、2017 年度秘书专业教育教科研项目分为三种类型：

重中之重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重中之重项目由项目

委托研究单位资助经费（资助经费不低于 5000 元，由资助

单位按照要求转至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账户）；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由申报者自筹经费。建议相关院校给予一定经费资

助，重点项目建议资助经费 3000 元，一般项目建议资助经

费 1500 元。

附件: 2017 年度秘书专业教育教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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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度秘书专业教育教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申报课题名称 课题类型 课题委托研究（资助）单位
资助经费

（万元）
备注

SWMS2017001 郭征帆 铜仁学院 地方本科院校秘书学专业建设路径探究 重中之重 铜仁市亿通置业有限公司 1.1

SWMS2017002 向诤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文秘专业工商融合课程改革研究 重中之重 苏州宸正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0.6

SWMS2017003 吴良勤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商务秘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04 余红平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大赛赛事项目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05 孔祥静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文秘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06 邓 辉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文化创意视域下的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创意写作教学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07 陈 青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知识流动及分享的互联网+课程教学实践

——以《秘书理论与实务》为例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08 钟小安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秘书专业学生书法能力培养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09 陈 韵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秘书非语言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10 赵雪莲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文秘专业实训（实践）教学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11 冯金才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商务秘书专业课证融通证书考试模式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12 段曹钢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减“证”时代秘书教育与职场衔接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13 杨帆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文秘专业与图书信息中心共建共享特色工作室模式探索与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14 乔晓静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文秘专业学生就业状况的研究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15 高玉林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传统文化对秘书专业学生的浸润与影响 重点项目 —— 0

SWMS2017016 黄秋莹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背景下广西高职院校文秘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17 许珂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秘书英语能力培养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18 叶波 汉口学院 现代秘书服务模式探讨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19 赵莉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文秘专业礼仪教学实效性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0 李莉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1 黎晓华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基于手机 APP 学习应用软件开发的文秘专业教学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2 韩 颖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中医“望闻问切”视角的《商务礼仪》课程教学诊断与改进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3 赵长珂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的秘书专业教学方法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4 刘常飞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微课在秘书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5 范秀娟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 SWOT 分析的高职文秘专业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研究

——以罗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6 王友云 铜仁学院 秘书学专业管理学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7 谢玉明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写作能力培养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8 饶晓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教学法在文秘专业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29 王月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校企融通背景下秘书实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及应用 一般项目 —— 0

SWMS2017030 刘晔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高职院校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一般项目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