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 写 要 求

1.以word 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2.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类别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课、专业核

心课、虚拟仿真实训课。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类别主要包括：专业

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创新创业课。

3.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出现时可以

使用缩写。

4.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5.申报书需同时加盖申报学校和联合学校公章。市（县）属中等职业学校

申报书中“推荐单位”需加盖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或省直管县（市） 教育局公

章。

6. 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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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负责人情况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韩秀枝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3年4月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公共管理硕士 电 话 15839550373
专业技

术职务
副教授

行 职

政 务
教研室主任 传 真

院 系 经济管理系 E-mail 94656133@qq.com
地 址 漯河市郾城区文明路与107国道交叉口 邮 编 462300

1-2
近 5 年
相关课
程主讲
情况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授课对象 周学时 听众数/年

《食品营销》 专业核心课
18级高职食品贮运与营销
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4学时/周 240人/年

《食品电子商务》 专业课
19级高职食品贮运与营销
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4学时/周 240人/年

《农产品市场营
销》

专业课
20级高职食品贮运与营销
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4学时/周 240人/年

《食品贮运与保
鲜技术》

专业核心课
21级高职食品贮运与营销
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4学时/周 240人/年

1-3
教学
研究

情况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作为

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

物名称、时间）（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

1.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主持《人工智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研究》；来源：河南

省教育厅；2020年。

（2）主持《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品牌专业建设项目；来源：河南

省教育厅；2020年。

（3）主持《漯河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与对策》；来源：漯河

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2020年。

（4）主持《漯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对策研究》；来源：漯河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2021年。

（5）主持《增强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问题研究》；来源：河

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2012年。

2.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1）《高职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提升研究》；《锋绘》

（CN42-1820/J）；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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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CSS+DIV网页样式与布局》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CN34-1205/TP）；2019.08。

（3）《人工智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

（CN13-1296/N）；2020.06。

（4）《基于视觉图像的鲅鱼新鲜程度的检测方法及营销》；《现代

食品科技》（CN44-1620/TS，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19.10。

（5）《基于C/S的茶叶储存环境监控系统分析与研究》；《福建茶叶》

（CN35-1111/S，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18.09。

（6）《基于职业本科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锋绘》

（CN42-1820/J）；2019.01。

（7）《计算机技术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中的应用研究》，《轻工科

技》（CN45-1385/TS）；2019.05。

（8）《共享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合作经济与

科技》（CN13-1296/N）；2019.11。

（9）《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一），《合作

经济与科技》（CN13-1296/N）；2021.05。

（10）《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二），《合作

经济与科技》（CN13-1296/N）；2021.07。

3.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2021.10）。

（2）全国职业院校创业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014.12）。

（3）漯河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8.9）。

（4）漯河市社科工作先进个人（2015.4）。

（5）河南省第二十二届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河南省一等奖”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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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团队其他教师情况（包括其他主讲教师、助教、技术支持等）

姓名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从事专业 承担教学任务 备注

曹源 1982.4 副教授 市场营销 食品营销管理

张晓丽 1973.10 副教授 市场营销 食品现场营销

丁超君 1982.2 副教授 课程思政
食品营销课程

思政

苏会侠 1976.12 副教授 市场营销 食品营销策划

许红娜 1982.6 副教授 电子商务 食品网络营销

李娟 1981.5 副教授 市场营销
食品营销案例

分析一

李雁函 1987.6 经济师 市场营销
食品营销案例

分析二

杨华伟 1980.4 经济师 食品营销
食品营销案例

分析三

企业兼职教师；工作

单位：双汇集团

张卫东 1985.3 经济师 食品营销
食品营销案例

分析四

企业兼职教师；工作

单位：泰国正大集团

郑先童 1986.5 经济师 食品营销
食品营销案例

分析五

企业兼职教师；工作

单位：卫龙美味全球

控股有限公司策划部

总监

秦令祥 1980.10 高级工程师 食品营销
食品营销案例

分析六

企业兼职教师；工作

单位：河南夕阳蓝公

司销售总监

注：其他教师指除课程负责人以外的所有团队教师。若其他教师非本校教师，请在备注栏填写

受聘教师类别及实际工作单位；联合学校教师请在备注栏填写所在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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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情况

3-1 课程描述

3-1-1 课程建设基础（目前本课程的开设情况，开设时间、年限、授课对象、授课人

数，以及相关视频情况和面向社会的开放情况）

（1）本课程是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的核心课程；开设时间：2015年至今，累计6

年；授课对象：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和双汇商业学院相关学员；授课

人数累计为1440人。

（2）本课程相关视频在双汇集团、卫龙集团、河南夕阳蓝公司等企业培训和乡村振兴

公益活动中开放和成果应用。

是否为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是 否

3-1-2 课程设计（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对应的教学资源、教学设计与方法、教学

活动与评价等）

（1）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从学习者的专业特点和实践能力培养出发，采用项目

导向、情景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以及学习者自

主学习的学习方式，通过食品现场营销、食品网络营销、食品广告营销、食品营销管

理、食品营销策划五个项目的教学和实训，提升学习者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食品行

业特点、食品营销业务活动规律、食品企业经营规则、基本岗位技能等综合营销方面

的理论素养和应用技能。同时，通过世界500强企业双汇集团的现实营销案例、泰国

正大集团的食品营销案例、全国优秀食品营销企业卫龙美味全球控股有限公司的食品

营销案例、河南夕阳蓝公司食品综合营销案例等六个案例的具体分析，真正将食品现

场营销、食品网络营销、食品广告营销、食品营销管理、食品营销策划五个理论教学

项目贯穿起来，从发现食品消费需求（认知食品营销、运用食品营销环境分析、运用

食品消费者行为分析、运用食品市场竞争者分析与竞争策略、运用食品市场细分、目

标市场选择与市场定位）到满足食品消费需求（运用食品营销组合、运用食品营销产

品策略、运用食品营销定价策略、运用食品营销分销策略、运用食品营销促销策略）

再到管理食品消费需求（运用食品营销管理），形成食品营销思维，提升学生食品营

销的应用技术水平，通过“岗课赛证”、“立德树人”，实现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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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从职教与产业“对接”引领到产业升级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转化价值引领的转变，

实现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有效助推我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的路径。。

（2）教学内容及对应的教学资源：

项目一：食品现场营销。

包含：案例一《连锁超市店面营销》（2学时）；案例二《大型卖场营销》（2

学时）；案例三《食品展会现场营销（2学时》。对应的教学资源：智慧职教平台《互

联网+食品营销技术》、双汇集团食品现场营销案例。

项目二：食品网络营销。

包含：案例一《微商营销》（2学时）；案例二《直播营销》（2学时）；案例三

《网店营销》（2学时）。对应的教学资源：智慧职教平台《互联网+食品营销技术》、

双汇集团网络营销、南街村集团公司网络营销。

项目三：食品广告营销。

包含：案例一《平面广告营销》（2学时）；案例二《媒体广告营销》（2学时）；

案例三《主题活动广告营销》（2学时）。对应的教学资源：智慧职教平台《互联网+

食品营销技术》、卫龙集团网广告营销）。

项目四：食品营销管理。

包含：案例一《制定营销计划》（2学时）、案例二《营销活动管理》（2学时）、

案例三《市场监控与营销优化》（2学时）、案例四 《营销绩效管理》（2学时）。

对应的教学资源：智慧职教平台《互联网+食品营销技术》、河南三剑客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营销管理案例。

项目五：食品营销策划。

包含：案例一《休闲食品营销策划》（2学时）、案例二《绿色食品营销策划》

（2学时）、案例三《肉类食品营销策划》（2学时）。对应的教学资源：智慧职教平

台《互联网+食品营销技术》、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策划案例。

项目六：食品营销综合案例分析。包含，六个案例，每个案例4个学时，共计24

个学时。通过世界500强企业双汇集团的现实营销案例、泰国正大集团的食品营销案

例、全国优秀食品营销企业卫龙美味全球控股有限公司的食品营销案例、河南夕阳蓝

公司食品综合营销案例等六个案例的具体分析，真正将食品现场营销、食品网络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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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广告营销、食品营销管理、食品营销策划五个理论教学项目贯穿起来，从发现食

品消费需求（认知食品营销、运用食品营销环境分析、运用食品消费者行为分析、运

用食品市场竞争者分析与竞争策略、运用食品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与市场定位）

到满足食品消费需求（运用食品营销组合、运用食品营销产品策略、运用食品营销定

价策略、运用食品营销分销策略、运用食品营销促销策略）再到管理食品消费需求（运

用食品营销管理），形成食品营销思维，提升学生食品营销的应用技术水平。对应的

教学资源：智慧职教平台《互联网+食品营销技术》、世界500强企业双汇集团的现实

营销案例、泰国正大集团的食品营销案例、全国优秀食品营销企业卫龙美味全球控股

有限公司的食品营销案例、河南夕阳蓝公司食品综合营销案例。

（3）教学设计与方法

①教学设计

《食品营销》课程标准、课程考核方案、课程理论教学设计、课程实践教学设计，

创新教学应用场景，提高教学设计效果。

《食品营销》课程教学设计

项目 任务 课时数

项目一

食品现场营销

案例一 连锁超市店面营销

案例二 大型卖场营销

案例三 食品展会现场营销
6学时

项目二

食品网络营销

案例一 微商营销

案例二 直播营销

案例三 网店营销

6学时

项目三

食品广告营销

案例一 平面广告营销

案例二 媒体广告营销

案例三 主题活动广告营销

6学时

项目四

食品营销管理

案例一 制定营销计划

案例二 营销活动管理

案例三 市场监控与绩效管理

6学时

项目五

食品营销策划

案例一 休闲食品营销策划

案例二 绿色食品营销策划

案例三 肉类食品营销策划
6学时

项目六

食品营销综合案例

分析（食品企业营销

总监讲解）

六个食品企业真实营销案例（从食品营销

的五个模块、三大需求，将4PS、STP、PEST、

SWOT、20-80法则等实用技术讲授清楚）

2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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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21个案例 54学时

②教学方法

本课程基于服务区域食品产业升级发展成果转化价值引领的食品技术应用人才

培养体系，充分将“产学研转创”、“价值引领、成果转化”、“岗课赛证”等新理

念融入教学课程，在学习中凸显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根据学情，采用多媒体教学、

情境教学、案例教学，采用“5G+智慧课堂”，进行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教学，使课

堂内容生动化、形象化、简易化。结合《食品营销》课程的特点，在教学中采用多媒

体教学的方式，运用大量图片、视频、音频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理论知识的具体形象。

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既能够认识问题的实质，又能加深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4）教学活动与评价

①教学活动

由于《食品营销》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课程，所以，本课程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尤其是学生的思辨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并结合学科特点，借鉴兄弟院校相关课程

的教学活动项目，应用现场互动式基本技能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关键情景教学法、

在线讨论法、学生分组式教学、团队训练项目法等教学活动；同时积极运用基于成果

转化全过程的成果转化项目课程体系（如下图），培养学生的食品营销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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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创新学生考试和评价方式

一是，积极应用“产学研转创”的平台，提升学生课堂的技能操作和网络营销水

平，实行学生营销实战业绩的考核，学生的营销实战业绩可以置换《食品营销》课程

对应的分值（或评价）。

二是，积极应用“产学研转创”的平台，创新学生考试和评价方式，将“价值引

领、成果转化”的项目考核作为学生的考试和评价的新方式。

三是，鼓励学生通过“岗、课、赛、证”，实行《食品营销》课程的置换考核方

式。

3-1-3 相关教学资源储备情况

（1）已经建设校级精品课程《食品营销》。

（2）为了满足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的应用性，学校编写了《食品营销》（校本讲

义）。

（3）形成了《食品营销》“五共”人才培养机制（如下图）和相应教学资源。

课程有效网址链接 http://jpkc.lsg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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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价反馈

4-1 自我评价（本课程的主要特色介绍、影响力分析，国内外同类课程比较）

（1）主要特色介绍

①课程理念创新。《食品营销》课程已纳入《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实施学分管理，并经过六个学期的建设和完善；本课程基于服务区域食品产业升级发

展成果转化价值引领的食品技术应用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将“产学研转创”、“价值

引领、成果转化”、“岗课赛证”等新理念融入教学课程，在学习中凸显创新创业能

力的培养。根据学情，采用多媒体教学、情境教学、案例教学，采用“5G+智慧课堂”，

进行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教学，使课堂内容生动化、形象化、简易化。结合《食品营

销》课程的特点，在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运用大量图片、视频、音频使学

生在头脑中形成理论知识的具体形象。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既能够认识问题的实质，又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食品营销》课程理念先

进，坚持立德树人，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体现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

②教学应用场景创新。建立网络教学平台，融入数字经济和企业真实营销实战环

节，改革课堂模式，凸显产教融合。课程内容与时俱进。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

才培养目标，优化重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和典型

生产案例引入课程，体现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为了使全校的学生随时了解课

程内容，教学大纲，主讲教师的基本情况和企业食品营销的环境，专门在学院网上、

智慧职教、微信公众号上，建立了《食品营销》课程的教学平台，着实方便学生学习。

学生可以使用智能手机，通过点击相关链接，了解整个课程内容，每章的重点、难点

及解析，课程项目和任务、作业及案例点评，随时随地在线学习。课程内容无著作权

侵权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课程是已上线运行的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课

程结构完整、资源充足；课程团队主讲教师需担任课程教学工作。

③课程评价体系创新。积极应用“产学研转创”的平台，提升学生食品营销的技

能操作和网络营销水平，实行学生营销实战业绩的考核，学生的营销实战业绩可以置

换《食品营销》课程对应的评价，探索在“产学研转创”的平台上，将“价值引领、

成果转化”的项目考核作为学生的考试和评价的新方式；创新学生通过“岗、课、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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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行《食品营销》课程的置换考核方式。《食品营销》课程教学设计科学合理，

围绕教学目标达成、教学内容、组织实施和多元评价需求进行整体规划，教学策略、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设计合理。

（2）影响力分析

本课程是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的核心课程；开设时间：2015年至今，累计6年；

授课对象：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和双汇商业学院、卫龙产业学院、

南街村集团、三剑客集团等相关学员；授课人数累计为1440人；较好地提升了学习者

的食品营销技能和市场经营水平。

（3）国内外同类课程比较

该课程在国内首创“案例+企业实战”的应用场景教学模式，充分将“产学研转

创”、“价值引领、成果转化”、“岗课赛证”等新理念融入教学课程，在学习中凸

显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与国内外同类课程比较，更具有实操性、应用性和创新性。

4-2 学生评价（如果本课程已经面向学生开设，填写学生的评价意见）

（1）通过《食品营销》课程的学习让我认识到了食品企业营销的重要性，懂得

了食品营销的线上、线下渠道融合，能让我顺利到双汇集团就业。（2020级高职食品

贮运与营销专业，杨亚龙）

（2）通过《食品营销》课程的学习让我认识到了食品营销在食品企业发展中的

重要性，学会了食品营销管理和食品营销策划技术，我顺利进入了双汇集团工作。

（2019级高职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严耀东）

（3）《食品营销》课程充分将“产学研转创”、“价值引领、成果转化”、“食

品网络营销”等新理念融入教学课程，提升了我在卫龙集团的业务能力。（2018级高

职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闫鹏飞）

（4）《食品营销》课程充分将“立德树人”“产学研转创”“价值引领、成果

转化”“食品营销课程思政”“食品营销策划”等新理念融入教学课程，帮我树立了

食品营销中的“安全无小事”的思想和不忘初心的食品营销目标，提升了我在南街村

集团的食品营销和企业策划能力。（2018级高职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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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会评价（如果本课程已经全部或部分向社会开放，请填写有关人员的评价）

（1）通过《食品营销》课程的学习，提高了我集团对食品营销的重视度，尤其

是食品营销现场、网络、广告等环节的操作水平，使得相关部门更加重视食品营销的

管理和加强线上营销的力度，受益匪浅，很实用，是培训员工的好课程。（双汇集团

综合事业部营销副总经理，杨华伟）

（2）通过《食品营销》课程的学习，提高了南街村集团在食品营销策划和线上

食品营销的技能，能够激发销售人员多角度的创新思维和多渠道营销，这既是培训员

工的好课程，也是提升食品企业销售能力的好素材。（南街村集团公司营销总监，赵

洪浦）

（3）《食品营销》课程深入浅出的将发现食品消费需求、满足食品消费需求、

管理食品消费需求贯穿到案例教学、企业营销情境之中，很是使用，是难的的应用型

课程。（河南大树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吕瑰玮）

（4）《食品营销》课程弘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结合食品企

业发展最重要的营销环节，所形成的产教融合、思政融入的实用型课程，在学生学习

和员工培训中，不仅能守正食品行业职业道德，还能提升学习者的营销实用技能。（河

南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省劳动模范，常小静）

（5）《食品营销》课程在卫龙产业学院学员培训中得到了肯定，是门实用性课

程，不仅提升了学员的食品营销思维，还鼓励学员创新求变，在营销渠道和市场终端

中寻求突破，较好地提升了卫龙食品员工的食品营销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卫龙食

品公司企宣部总经理，郑先童）

（6）《食品营销》课程弘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结合食品企

业发展最重要的营销环节，所形成的产教融合的多角度营销课程，在公司培训中，提

升了员工线上营销技能和线下渠道营销水平，非常使用。（河南三剑客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河南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国（食品行业）品牌创新人物、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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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措施（包括后续建设与维护计划及措施、预期效果、经费预算等）

（1）后续建设

①整合现有课程资源，与已有课程的学习者和一线食品企业的营销人员深度调研，发

现新的问题和新的食品营销技术，融入本课程，做好“岗课赛证”的真正融通，做好学员

的创新营销思维，提高学员创新创业和就业的核心竞争力。

②通过学校网站、智慧职教平台，系统梳理和上传更实用的视频、微视频和与时俱进

的案例。

③立德树人，提升课程思政的元素，提升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课程元素，

打造既具有专业实用性的课程，又具有食品行业特色的匠心课程。

④提升课程的互动性、参与性，积极应用“产学研转创”的平台，提升学生食品营销

的技能操作和网络营销水平，实行学生营销实战业绩的考核，学生的营销实战业绩可以置

换《食品营销》课程对应的评价。

⑤提升课程的社会服务能力，融入知名食品企业的营销理念、战略布局、战术操作规

范和新时代创新思维。

（2）维护计划及措施

①课程小组积极维护和提升现有学校网站的课程资源。

②在智慧职教平台上构建《食品营销》课程资源，形成电脑、手机互动课程资源。

③结合中国食品名城“云食品”的战略布局，形成云端课程《食品营销》。

（3）预期效果

在未来1年内，课程组将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持续从教学团队、课程理念、教学设

计、典型生产案例引入课程、教研、科研等方面加强建设，完成课程建设的相关任务，力

求成为河南省职业院校中特色鲜明、教学效果好的示范性课程。

课程在线学习人员达到5000人，争取评为优秀的河南省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在未来3年内，争取评为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并获得相关学生、企业培训员工和社

会关注者的肯定；积极服务河南区域食品企业发展，乡村振兴、农业强省等社会领域，取

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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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费预算

建设项目 经费预算（万元） 建成时间 建设成效 备注

课程深度调研 0.5 2021.12 挖掘课程问题 深入食品企业、学员

完善项目一

食品现场营销
1 2022.1

解决问题、激发

学员学习积极性

一线食品营销人员参

与课程

完善项目二

食品网络营销
1 2022.2

解决问题、激发

学员学习积极性

一线食品营销人员参

与课程

完善项目三

食品广告营销
1 2022.3

解决问题、激发

学员学习积极性

一线食品营销人员参

与课程

完善项目四

食品营销管理
1 2022.4

解决问题、激发

学员学习积极性

一线食品营销人员参

与课程

完善项目五

食品营销策划
1 2022.5

解决问题、激发

学员学习积极性

一线食品营销人员参

与课程

完善项目六

食品营销综合

案例分析（食

品企业营销总

监讲解）

3.5 2022.6

食品企业营销总

监讲解；解决现

实问题、激发学

员学习积极性

一线食品营销人员参

与课程

形成互动课程

资源
3 2022.7

形成智慧职教平

台课程

形成基于“5G+”的电

脑、手机互动课程

资源

合计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