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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类别：重点（ ） 一般（√）
项目编号：171389802E

天津市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研究计划

项目结题书

项 目 名 称： 独立学院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项目主持人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项 目 主 持 人 ： 王宾容

填 表 日 期： 2019 年 9 月 1 日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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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独立学院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项目类别（重

点、一般）
一般 学校资助经费 3 万元

项目主持人 王宾容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4.3

所在部门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

学院管理学院
职务（职称）

管理学院

常务副院长（教授）

E-mail
wangbr@manage.

ustb.edu.cn
手机

13264065576/

13821957645

项

目

组

成

员

姓名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完成主要任务

王晓欣 1981.10 讲师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发表论文、报告总结、教程

汇总、调研

韩俊静 1985.02 讲师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整理资料

张媛 1989.03 助理研究员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发表论文、教程汇总

任洁 1990.10 讲师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发表论文、整理资料

张小云 1989.01 无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调研总结

严骏 1990.10 助教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高校调研

边剀 1985.11 无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企业调研问卷发放

邵帅 1987.02 讲师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整理资料

周小靖 1992.01 中级会计师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打印

廖雅光 1987.08 讲师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资料整理

张志敏 1982.05 讲师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资料整理

陈锋 1975.02 讲师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比赛统筹

许春意 1993.02 助理实验师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实验室管理

邹宛桥 1993.11 无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整理资料

刘元礼 1994.12 无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学院
整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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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标志性成果

被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采纳并取得良好效果（√）

获得市级教学成果奖励（ ）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 ）

取得市级教学质量建设工程项目成果或称号（）
取得国家级教学质量建设工程项目成果或称号（）
注：请在相应栏后括号内划√即可

二、项目主要成果

综合改革报告（1）人才培养方案（1）体系与机制（1）教学建设方案（1）

质量建设标准（ ）评测评价系统（ ）共享平台（ ）专著（ ）论文（5）

教材（3）其它（6）
注：请在相应栏后括号内填报数量

三、项目成果一览表

序号 作者 成果名称 获奖（出版）情况

1

任洁、杨宇、

张媛

王宾容*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Horizontal Lines and Four

Vertical Lines" Curriculum

Systems in College Accounting

Major

ASSEHR2018

2
张媛、任洁、

王宾容*

Research o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eaching Quality in

Independent Colleges

ASSEHR2018

3 王晓欣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University

-enterprise

Cooperation"Education

Mechanism for Accounting

Specialty

HSMET2018

4 王晓欣

Research and Thinking of

Accounting Teaching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urse

in the Era of“Cloud”

ICHES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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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成果一览表

5 王晓欣
财会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

设的思考
信息周刊 2018(13)

6 张志敏

2018 年主编教材

《财务管理》

ISBN：9787560759463

山东大学出版社

7 张志敏

2018 年主编教材

《财务管理综合实训》

ISBN：9787564832469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8 韩俊静

2019 年再版主编教材

《会计学原理》

ISBN：9787115414588

人民邮电出版社

9

王晓欣

任洁

（指导教师）

2017 年“中华会计网校杯”

天津市第三届

会计人员职业技能竞赛

天津市二等奖和三等奖

10

韩俊静

许春意

（指导教师）

2017 年“税友衡信杯”

全国税务技能大赛预选赛
天津市二等奖

11

韩俊静

许春意

（指导教师）

2018 年“税友衡信杯”

全国税务技能大赛预选赛
天津市二等奖

12

陈锋

王晓欣

（指导教师）

2018 年第六届“正保网中网杯”

大学生财务决策大赛
华北大区赛二等奖

13

陈锋

韩俊静

（指导教师）

2018 年“科云杯”

全国大学生财会职业能力大赛
天津市三等奖

14

韩俊静

任洁

（指导教师）

2018 年第十二届

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
天津市三等奖

15

王晓欣

严骏

（指导教师）

2018 年第二届

全国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校内赛一、二、三等奖

16
许春意

（指导教师）

2019 年第十五届

全国大学生“新道杯”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天津市三等奖

备注 此栏可以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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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开展情况与成果简介（成果主要内容、实践效果及同领

域水平；特色及创新点等）

一.成果主要内容

《独立学院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研究》立项后，项目组首先研读了相

关文件，进一步明确了项目的具体原则、方法和进程。独立学院培养的是符合市场需

求的，区别于非独立学院的实践性更强的，顺应时代背景的应用型财会专业人才。具

体思路是通过调研优秀独立学院、本科院校和企业市场需求，以天津学院为例，在实

践课程设置、实验室软件平台建设、通过参加专业比赛以赛促学促教、推进实习实训

环节等方面完善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

具体工作和成果如下：

项目组成员，仔细研读 2016 年党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财政部制定

的《财会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 年)》等文件，并通过文献研究总结归

纳国内外财会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进一步明确在当前背景下独立学院财

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研究的内容、外延、项目的具体工作以及项目的理论与

现实意义，增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独立学院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意识。

1.开展调研，完成调研报告

结合独立学院及市场对财会人员的需求开展调研活动。调研分两部分进行：一是

对企业的调研，包括企业具体应用的财会类软件情况、财务人员针对业务的处理流程

情况以及企业对财务人员的岗位职责能力需求等；二是对独立学院，特别是天津优秀

独立学院财经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进行调研，调研内容包括财会软件建设，

实验室、实习基地，以实验室为平台的财会专业比赛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完成综合

性的调研报告，为建设和完善独立学院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提供市场需求信息

及基地建设现状分析。

2.结合调研结果，选取试点完成实训实践类课程简介大纲日历、教程、实训指导

书编写

为更好地实现研究目的、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项目进展中选取北京科技大学天

津学院作为独立学院的代表及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试点。

结合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现有的财会类实验室及教学实践软件，完善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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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模块（基础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决策、税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等）

的内容，形成一套完善的实践课程的课程简介及教程；编写独立设置的实践教学课程

的课程实训指导书等；最终形成新版培养方案。

具体包括：软件实训教程包括《会计模拟实验实训教程》、《基础会计实训教程》、

《成本会计实训教程》、《管理会计实训教程》、《财务决策实训教程》、《中级财务会计

实训教程》等；教材《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综合实训》；实验室《会计模拟实验》、《财

务管理模拟实验》、《会计综合事务大演练》实训指导书；突出实习实践特色的《2018

版教学计划及培养方案》。

3.制定实习实训规章制度等规范性文件，不断完善实训基地建设

制定《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实习及实践教学管理规定（试行）》、《北京

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实习说明》、《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实习纪律》、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专业实习规定》、《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

对专业实习指导教师的要求（试行）》、《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分散实习管理

办法（试行）》、《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实习基地管理规定（试行）》、《北京

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实验室使用规则制度（试行）》、《天津学院管理学院上机实

验课指导办法》、《天津学院管理学院上机实验课规范管理条例》等文件，为教学及实

训基地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和标准。

4.推进实验室软硬件及实训基地建设

项目开展以来，为了进一步健全课程教学体系，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需求，不断加强对专业财务软件的建设力度。

对已有的用友新道 ERP for SCHOOL 教学系统、网中网教学平台、金蝶工业沙盘教学系

统等软件进行完善并更新，新购了网中网审计和财务管理平台，并在实验室增加投影

仪等实验设备。

我院一直在积极申购网中网工作过程导向实训平台—虚拟实习平台模块、财务云

共享中心和财会商圈平台，衡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考吧云平台在线考试系统，目前正

在审批中。

通过整合现有的专业实验室、实践教学平台以及校外实习基地，不断加强以配套

课程为核心、业务流程导向为外延的财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与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双方根据“合作育人、合作发展、互惠互利、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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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就实习实训规范化、财会类人才与企业需求对接路径等问题进行探讨，举行

校企合作签约仪式，与网中网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之后首批 20 人的实习实训工作顺利

完成，不断推进学生实习实训水平的提高。

5.完成项目总结报告，发表论文并完善研究成果

在项目进展过程中，项目组成员积极把经验和理论转化成以论文、教材发表、出

版，其中论文包括：

Jie Ren，Yu Yang，Yuan Zhang，Binrong Wang*.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Horizontal Lines and Four Vertical Lines" Curriculum Systems in College

Accounting Major［C］.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2018)；

Yuan Zhang，Jie Ren，Binrong Wang*. Research o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eaching Quality in Independent Colleges［C］.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2018)；

Xiaoxin Wang.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University -enterprise Cooperation"Education Mechanism for Accounting

Specialty［ C］ .2018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HSMET 2018)；

Xiaoxin Wang.Research and Thinking of Accounting Teaching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urse in the Era of“Cloud”［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ICHESS2018)；

王晓欣.财会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的思考[J]信息周刊,2018(13).

教材包括 2018 年张志敏主编出版的《财务管理》和《财务管理综合实训》；2019

年韩俊静主编再版的《会计学原理》。

6.以赛促学，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实践应用能力

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和专科院校，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方向是培养具有一定理论

基础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培养符合人才市场需求、同时具有理论基础和专业技术技能

的应用型人才成为独立学院教育教学和人才输出的指向性目标。在日常的理论教学基

础上，独立学院应同时注重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其中财会专业的各类比赛成为促进

教学改革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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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的试点为例，在推进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基地建设过程中

天津学院以实训基地建设的软件为依托，于 2017 年 10 月组织学生参加“税友衡信杯”

全国税务技能大赛，获天津市二等奖；2018 年 6 月组织参加由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

司提供技术支持的第六届“正保网中网杯”大学生财务决策大赛，获大区赛二等奖；

2018 年 12 月，组织 23 支队伍近百人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其中，两组学生获得一等奖，4组获得二等奖，并在 2019 年 4 月 28 日举办的华北大区

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此外，2019 年 6 月组织学生参加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新道杯”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获天津市三等奖。

通过参加专业类比赛，使学生充分地运用各类仿真模拟软件进行操作，提高了学

生的税务实操技、财务决策能力、软件操作能力等专业技能，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与

企业需求的有效对接。

二.实践效果及同领域水平

结合项目前期的研究成果，选取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及财

务管理专业作为试点进行改革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为独立学院财会专业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提供参考。通过实践，天津学院管理学院取得如下成果：

1.对实验室软硬件进行梳理，提升了实践课程教与学的效率

为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财会类应用型人才，管理学院完成了更突出实习实践的

2018 版教学计划及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对管理学院已有的网

中网课程配套的 8 个模块（基础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中级财务会

计等）进行不断实践和梳理。以“网中网”为平台为依托，结合网中网实训内容，整

理、编写了包括基础会计、成本会计等 8 门课程的上机实训课程简介、大纲、日历及

教程，完成会计模拟实验。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进一步提高课堂效率。

2.不断推进多元化实践教学方式

管理学院不断完善和推进理论学习与校内上机教学、校外实习实践相结合的多元

化教学方式。首先，进一步完善了实验室、机房的管理规范，构建了一套基本适于财

会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层层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由浅入深的逐渐提高学生的实践

应用能力。其次，利用已有的课程配套模块，以基础会计、成本会计等课程为契机，

通过“手把手”地教，使学生在学习中更细致地了解会计实务的操作流程、财务报表

的分析、财务决策的做出和其他相关的实践方式。再次，根据企业用人需求出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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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主动走进社会参与实践，完成认识实习和专业实习，以实现校内所学与校外岗

位实践的有效对接。

3.通过比赛不断提高学生的应用及实践能力

以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的试点为例，在推进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基地建设过程中

天津学院以实训基地建设的软件为依托，参加全国、省市专业比赛，包括税务技能大

赛、财务决策大赛、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盘模拟经营大赛等。

通过参加比赛，进一步发挥“竞教协同”实践教学模式的积极作用，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通过“竞赛式”的实践活动，既能锻炼学生对知识的灵活应用

能力，熟悉不同类型的软件，开阔视野，还可以起到强化巩固知识的作用。教师通过

指导比赛，对企业财务决策模块的使用和实践内容了解的更加充分，从而在教学中有

的放矢，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三.特色及创新点

1.充分利用已有教学模块，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在使用已有的网中网模块教学时，通过模拟企业工作流程，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

验熟悉企业账务处理、纳税申报、财务管理等实务工作过程和工作任务，让学生进行

体验式学习，加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本项目开展以来，以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已有的课程配套的模块（为基础，为

做到理论与上机实践的无缝对接，将对应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必要调整，结合实训

内容形成了一套“网中网”财会实训课程的简介大纲日历及教程。包括对应的基础会

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中级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等 8 门课程的相关内容，为以后

的教学提供了更加完善详实的资料。同时也为其他独立学院财会类专业提供了参考。

2.充分调研，重点突出实践教学

项目开展之初，结合财会类的专业特色，对企业财会人员及各类高等院校进调研，

结合改革试点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的自身基础和特点，以及实训基地建设情况，对

华北铝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和以天津独立院校为主的高校进行调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完善实践教学的课程建设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软件建设，扩大实训基地的使用效

率，突出实践教学的特色。

项目开展过程中，结合高校财会类学生实际，对相关企业及本科类院校进行财经

类专业实习实训相关调研，结合学院自身基础和特点，取长补短。结合自身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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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情况，对华北铝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和以天津独立院校为主的高校进行调研。对企

业的调研，包括企业重点使用的财会软件、涉及的核心业务流程、对财会人才的需求

等；同时对天津优秀独立学院财经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进行调研，调研内容

包括财会软件建设，实验室、实习基地，以实验室为平台的财会专业比赛等情况。结

合学院自身基础和特点，完成综合的调研报告，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实训基地建设，

为项目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

3.以赛促教，竞教协同

北京科技天津学院管理学院与财会类软件公司开展合作，为教师、学生提供了参

加各项专业比赛的机会和有利条件，提高教师指导学生和带队参加比赛的积极性。教

师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运用各类仿真模拟软件指导学生参加专业比赛，促使学

生锻炼和提升能力的同时，也促进了教师的教学方向向需求导向转变、教学内容向实

践导向转变、教学手段向多元化和实操化转变。以赛促教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了教师的

教学水平和学生的竞赛水平，使竞赛和教学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4.鼓励参加专业研修，不断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2018 年 7 月项目组成员参加了由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协办的全国高校会计类

专业融合与重构主题研讨会暨创新、管理、战略型会计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之后赴

东北财经大学交流学习，参观东北财经大学实验教学中心及 “一体化教改示范课”，

借鉴其仿真教学体系的建立及使用，对管理学院实践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并明确了下一步与网中网的合作方向。

2018 年 10 月，项目组参加了在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举办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

育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年会暨第十一届会计学院院长论坛。对同为独立学院的华商学院

实验室建设进行参观学习，在有关实践教学的分论坛上与参会老师分享交流实训基地

平台的建设及教学经验等，取长补短，不断提高。

2019 年 7 月，项目组参加了在吉林财经大学举办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专业委

员会 2018 年年会，与其他高校磋商交流，汲取经验，为项目总结打好了坚实基础。

5.实践教学与专业证书考取相互促进

在提高实践教学的同时，鼓励和督促学生考取专业证书，以会计初级职称证书为

例，在会计学原理及财经法规教学过程中渗透考证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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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化产学合作，进一步丰富和扩展所学内容

天津学院管理学院与中博教育有限公司以合作办学的方式，引进英国特许公认会

计师公会（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简称 ACCA）在

国际财经方面的先进理念及 ACCA 专业教育资源，力争培养知识面广博，专业技能精深，

英语应用娴熟，适应现代商务需要，能在各大型跨国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行业从事

高级管理实务的应用型人才，目前已有百余名学生参加 ACCA 学习与指导。

在项目进展过程中，深化与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的产学合作，共建实习实训

基地建设项目，深化独立学院财会专业学生实习实训模式，不断完善实习基地建设。

项目研究报告 CNKI 数据库查重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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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成果实际推广应用情况及校内外评价（附证明）
该项目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初步在管理学院加以应用，进而有望被推广到更多

的独立学院。该项目能够有效指导独立学院的财会教学，将财会知识从理论转变为实

践应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和利用，此项

目成果的应用有效激发了学生对财会知识的学习热情，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动手操

作、团队协作的良好习惯，加快了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在独立学院的发展进程。

1.完成了一篇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的财会专业改进综合实务能力培养方式的调

研报告，为其他独立学院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2.以网中网为代表的财会专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已在管理学院得以实施，结合现

有网中网课程配套模块（基础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决策、税务会计、中

级财务会计等）及相关软件的内容，对对应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必要调整，形成一

套完善的实践课程的课程简介及教程；编写独立设置的实践教学课程的课程实训指导

书等。所编教程和实训指导书已在 2015 级的会计综合实务大演练、2017 级认识实习、

2018 级会计模拟实验等课程中使用，使用效果良好。

3.完成了更注重实习实践的 2018 版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完成了适合于财会类专

业学生实习实训活动的指导性和规范性文件和实验教程。《上机指导说明书》、《北京科

技大学天津学院管理学院实习及实践教学管理规定（试行）》、《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管理学院实习基地管理规定（试行）》、《天津学院管理学院上机实验课规范管理条例》

等使用效果良好。

4.通过对财务决策、模拟沙盘等平台的建设，管理学院利用相关平台带领学生在

专业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于 2017 年 10 月组织学生参加“税友衡信杯”全国税

务技能大赛，获天津市二等奖；2018 年 6 月组织参加由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提供

技术支持的第六届“正保网中网杯”大学生财务决策大赛，获大区赛二等奖；2018 年

12 月，组织 23 支队伍近百人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其中，两

组学生获得一等奖，4组获得二等奖，并在 2019 年 4 月 28 日举办的华北大区赛中取得

了优异成绩。此外，2019 年 6 月组织学生参加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盘模

拟经营大赛，获天津市三等奖。

通过比赛，进一步规范了比赛选拔参加流程，使学生更加真实的模拟企业做出财

务决策，提高了学生的实训能力，更好的做到了与企业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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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申报预期成果完成情况

全部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或与预期成果有出入的具体情况

课题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项目经费决算（含配套经费）单位：元

1 图书资料费 4000

2 数据采集费 4000

3 调研差旅费 7000

4 计算机辅助设备购置费 4000

5 小型会议费 3000

6 咨询费 2000

7 印刷费 4000

8 其它 2000

9 合计 30000

学
校
项
目
结
题
专
家
组

姓名
专业技术

职务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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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专

家

组

意

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学校负责人签字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市

教

委

专

家

委

员

会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

教

委

意

见 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表格不够可另附纸，专家评审表另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