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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编 2020 年 7 月 5 日

【综合新闻】

科研处组织召开 2020 年度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

2020 年 6 月 18 日上午，科研处在行政楼会议室 512 组织召开了我校 2020

年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科研处董建新处长主持会议，王列耀副校长、各二级学

院（教学部）主管科研工作领导、科研秘书及科研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王列耀副校长从制度建设、项目申报等方面总结了近 2年来我校科研工作总

体发展情况，并对下一步科研工作提出了建议。

王列耀副校长指出，学校科研管理组织架构及管理体制机制已经建立，确保

了我校科研工作的有序开展，有利于调动教师科研工作积极性。现在学校科研经

费预算充足，学校科研成果有可喜进步，今年上半年科研奖励奖金 28.3 万元。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科研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省级规划类项目还没有实现零突

破，科研平台、科研队伍建设还有待提高，现阶段是各类项目申报密集期，各学

院之间、各学院与科研处加强沟通、交流，多形式组织团队，争取满额申报各类

项目，填补紧缺项目空白，提高项目申报通过率。

王列耀副校长建议，各学院要组织教师积极申报“校内导师制”项目，该项

目旨在利用校内外专家教授资源指导校内青年教师写论文、做项目，培育和提高

高级职称教师占比，同时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他强调，各学院要抓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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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强校”、“转设”两个契机，发展科研工作，为建设高水平民办本科大学而努

力。

董建新处长对学校科研处接下来工作规划进行了汇报，重点做好校内项目组

织申报及省部级项目培育工作；完善制度框架，补充横向项目管理、重大课题学

校配套资金等方面内容；引进科研管理系统，提升科研管理信息化水平。

会议对现有各类项目完成情况、省社科项目申报、学校科研成果奖励情况进

行了通报说明。

来源：科研处

严明老师获得国家农村农业部颁发的“中国-联合国

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特别贡献奖”

经济管理学院严明老师 2018 年 1 月入职华商，2018 年 11 月获得国家农村

农业部颁发的“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特别贡献奖”，以赞赏其在中国-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南南合作项目中为促进知识和技术共享与推广做出的特

别贡献。

为表彰严明老师在社会服务领域取得的国家级奖励，推广其示范效应，激励

更多老师参与社会服务，根据学校科研奖励的相关规定，经个人申请、学院和科

研管理部门认定批准，决定授予严明老师“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社会服务贡献

奖”。

来源：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召开 2020 年上半年教科研课题申报推进会

2020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00，会计学院 2020 年上半年教科研课题申报推进

会在学院会议室举行。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副校长兼会计学院院长陈美华教

授、侯春娟副院长、高艳荣教授、崔莉教授、王玉副教授、杨旻副教授、各系主

任与副主任以及部分课题申报者参加了交流，会议由侯春娟副院长主持。本次推

进会主要针对 6月份密集申报的 2020 年度市厅级以上各类课题进行了研讨。

陈美华院长从课题申报的意义、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总体布置。强调各系

要从思想上重视，提高认识；要准确把握各课题申报动态，确保项目申报数量和

质量的双提升。侯春娟副院长对本次集中申报的各项教科研项目学校的安排和工

作进展进行了说明；结合 6月 18 日学校召开的科研会议精神，总结分析了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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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的动态与趋势，强调各系要把握好申报时间的紧迫性和申请书质量的重要

性。各系主任就本部门拟申报课题的相关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汇报。随后与

会的各位教授就各系申报的课题情况依次从拟申报的选题、研究的提纲等方面进

行了审阅并给予了建议。

本次课题推进会的召开，推进了会计学院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 2020 年度

各类课题申报工作，充分调动了会计学院教师们申报课题的积极性。

来源：会计学院

【项目园地】

我校下达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共建课题经费

根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及《关于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

规划 2020 年度共建课题立项通知》（穗社规办〔2020〕8 号）文件要求，学校

对 3项立项共建课题下达专项研究经费，经费来源为 2020 年华商学院科研经费，

每项课题学校资助 3万元，共计 9万元，见表 1。经费拨款分两次，第一次项目

开题后拨款 60%，第二次项目结项后拨款 40%，成果要求为至少有 1篇南大核心

期刊论文或科技核心期刊论文。

表 1 2020 年度广州市哲学社科共建项目立项资助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经费

（万元）

2020GZGJ209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联动发展研究 聂婷 3

2020GZGJ210
广州市居民实物消费与体验消费对幸福感的影响

机制研究
谢爱丽 3

2020GZGJ211 移动短视频的商业模式研究 钟瑞贞 3

合计 9

来源：科研处

会计学院高艳荣教授获 2020 年度广东省

财政科研课题立项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广东省财政科研课题（第一批）非财

政系统类立项名单的通知》（粤财办函〔2020〕22 号）文获悉，我校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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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艳荣教授申报的课题《医药企业研发费税前扣除政策效应研究》（项目编号：

Z202045）获 2020 年度财政科研课题（第一批）项目立项。

来源：会计学院

2020 年度上半年教育厅科研项目校内结项情况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创新强校工程”科研项目管理工作要求，经项

目负责人申请、专家鉴定、科研处审核，报校领导审批，准予以下三项通过结项，

撤项 1项，编号 2015WQNCX204。

表 1 2020 年 6 月教育厅科研项目校内结项情况一览表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等级 所在单位

2018KTSCX332 抛物方程组的解存在性及稳定性研究 李远飞 优秀 数据科学学院

2015WQNCX202 证券投资分析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荣佳 合格 经济管理学院

2015GXJK209
基于高校文化建设导向的校园公共空

间构建研究-以华商学院为例
冯秀梅 合格 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科研处

【成果荟萃】

我校对 21 位教师 2020 年上半年科研成果进行奖励

经个人申请，二级学院及科研处审核，报学校领导审议，学校对我校 21 位

教师的科研成果进行奖励，并发文予以表彰。给予李远飞、聂婷等 8人科研项目

研究周期内奖励教学工作量 1-2 节/周；给予欧阳柏平、罗朝远等 9人高水平论

文奖励 1-2 万元/篇；给予杨春、黄梦莹等 7人软件著作权奖励 1万元/项，给予

严明教师社会服务贡献奖 3000 元，奖金合计 28.3 万元。

来源：科研处

创意与设计学院吕华斌副教授在 A&HCI 源刊发表学术论文

我校创意与设计学院吕华斌副教授一直在艺术学领域开展研究，近期在

A&HCI 数据库国际期刊《CONVIVIUM》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Origin and Multiple

Artstic Features of theArtstic Authenticity of Painting”，并被检索，

该文是我校首篇在人文与艺术类索引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

文，也是校内导师制科研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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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创意与设计学院

创意与设计学院李宏老师在国内核心期刊《包装工程》

发表 2 篇高水平学术论文

据知网统计，4月至 5月期间，创意与设计学院李宏老师在国内知名艺术学

类核心期刊《包装工程》上，发表了题为“设计扶贫精准识别与推进策略”、“基

于民众视阈下的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路径研究”学术论文 2篇。该论文是我校校

内科研经费资助学术类科研项目（编号 2019HSXS01）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资

助经费 6 万元。

“基于民众视阈下的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路径研究”是我校首篇公开发表

关于新冠疫情的核心期刊论文，该论文观点新颖，能够与当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

题密结合开展研究，得到专家的认可，提高了我校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影响力，学

校也将给予李宏老师高水平论文奖励。

来源：科研处

创新注入新动能，创意与设计学院教师科研成果喜人

创意与设计学院自 2020 年以来，从自身优势出发，科学定位，大胆创新，

勇于突破，在科教研项目、学术论文、作品、知识产权等各方面建设成果丰硕。

创新与企业合作模式，开展 3项横向课题合作，探索适合我院的校企产学研

一体化合作模式。2020 年 5 月，我院与佛山市蚂蚁雄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启动“行业设计定制”项目，就高校原创设计作品的版权交易、孵化

进行合作研究。其他 2项横向合作项目也在有序进行。

科学研究项目再上新台阶。2019 年以来，我院获 5项省厅级科研项目立项，

5项校级科研项目立项，2个科研项目顺利结题。吕华斌、杨磊、凌锦老师获 2019

年广东省教育厅“创新强校工程”科研项目（特色创新类及青年创新人才类）立

项 3项；陆春连获 2019 年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课题省级科研项目立

项；李玉芬老师申报的 2019 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获得立项。李宏、

刘月玲、蒋明、张宪法老师申报校内科研（学术类、导师制）项目获得立项，李

宏老师申报 2019 年校级在线开放课程教研项目获得立项；蒋明老师的精品资源

共享课程建设项目《计算机辅助设计Ⅱ（3dsMAX)》于 2019 年 6 月通过广东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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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厅验收，顺利结题，此项目为我院第一项省级精品课程项目。张宪法老师的一

项教育厅科研项目结项。

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我院教师 2019 年以来，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公开发表

论文、作品共计 11 篇（件）。吕华斌、刘月玲、蒋明、凌锦、李宏、朱利老师

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作品共计 9篇（件），其中，李宏老师在国内核心刊

物《包装工程》（A刊）发表 2篇高水平论文，吕华斌、刘月玲老师在国外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 2篇。我院教师独立创作或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内普通刊物发表论文

共计 34 篇。

知识产权成果丰硕。吕华斌副院长、刘月玲老师自 2019 年以来，登记授权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共计 7项。蒋明、张宪法、李宏、蒋飞四位老师共有 6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登记。

来源：创意与设计学院

【学术交流】

健康医学院举行“药品与药品管理法”线上讲座

为实现“停课不停学，学习不延期”，在正常的线上教学外丰富学生的课余

活动和健康科学知识，6月 6日下午，健康医学院游述华博士为我校学生开展了

以“药品与药品管理法”为主题的线上讲座。

本次讲座在腾讯会议平台进行，健康服务与管理、会计等专业近 200 名学

生参加了本次讲座。主讲人游述华博士从药品管理法修订的背景、药品中的重要

概念、新药品管理法的重要内容以及展望四个方面介绍了《药品管理法》。讲座

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紧密，在目前的疫情之下，为学生普及了药品与药品

管理法的有关知识，帮助学生在生活中合理地购买药品和使用药品，具有重要意

义。

来源：健康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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