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报系列 高等学校教师

所在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姓名 王銮玉 出生年月 1982.02
最高学历

（学位）
大学本科/学士

申报何专业何

职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副教授

现何职称-

取得时间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

教育讲师,2011.03

以何资历申报

高一级职称

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后

担任讲师职务满10年

现工作岗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有无同时申报其他系列

(专业)职称及其名称
无

现从事何专业

技术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专任教师

取得的其他系

列职称证书
无 教师资格证号码 20074400171004680

近5年年度人事考

核情况
2017年：称职 2018年：称职 2019年： 优秀 2020年：称职 2021年：称职

任现职以来，教学

质量评估情况
2015年： 优秀 2016年：合格 2017年： 合格 2018年： 优秀 2019年：合格

专技人员继续教育

情况
已完成近4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 继续教育证书号

GD000018141829/GD000019141832/

GD000020295386/GD000021897334

何时何校何专

业毕业
2001.09-2005.06 嘉应学院政法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毕业（4年全日制）

主要工作

经历

2005.08至今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2010.11至今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基础教研室主任

2022.11至今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研室主任

获现职称以来
主要专业技术
工作情况

起止时间 专业技术工作内容 工作量

2011.03-2021.12

教学方面：系统讲授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形势与政策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中以赛促教，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2015年、2018年教学质量评估
为优秀，学生连年评教均为优秀，2021年度、2022年度学生评教分数均为98分以上。

累计授课
学时7257/
满工作量

2011.03-2021.12

科研方面：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1项（已结题），主持市级课题2项（一项已结题），参
与校级课题3项，其中《基于移动互联网视域下习近平新思想“进课堂”路径研究》（项
目编号：2018QNJ037）、《惠州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创新与应用研
究》均已结题；发表论文7篇，内容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思想、红色文化、
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及思政课教育教学现状等；撰写个人专著1部，主
编完成教材教辅3部，参编完成教辅2部，参编著作1部，累计61.36万字。

满工作量

2011.03-2021.12

教学获奖方面：2019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2019年广东省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三等奖；2015年广东省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2019年荣获全国教育科学成果奖二等奖；2016年学校微
党课比赛一等奖；2019年学校优秀教师，2015年、2016年优秀党务工作者。

满工作量

2011.03-2021.12
课程建设方面：《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于2020年06月15日获得学
校立项，建设期限为两年，目前已顺利通过学校验收。

满工作量

2018.09-2019.01

指导青年教师方面：与部门青年教师林广燕建立了“传帮带”关系，对其《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教学与科研等方面给予指导，其中林老师获得校级课
题1项，省级期刊公开发表论文1篇，省级职业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1项，参与
校级精品在线课程1门。

满工作量

2020年7-8月
2021年7-8月

社会实践方面：利用暑假时间在惠城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实践，担任国防教育宣讲师。
积极参与惠经党员干部群众疫情防控突击队志愿活动，为惠州“1003”疫情略尽绵薄之
力。积极参与惠州市第二十七小学的“护学岗”活动，被授予“马路天使”荣誉称号。

满工作量

获现职称以来累计授课学时数 7257 普通教育类年均授课学时数 659.72 成人教育类年均授课学时数

获现

职称

以来

公开

发表

著作

序号 书名(书号) 作者名次 出版年月 完成章节字数（万） 出版单位

1
新编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程

（ISBN 978-7-5106-1840-6）
主编 2013.07 共完成5章（10万字） 现代教育出版社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SBN 978-7-5165-0863-3)
主编 2015.08 共完成3章（12.8万字) 航空工业出版社

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步辅导·同步练习

（ISBN 978-7-307-14059-2）
主编 2015.03 共完成3章（9.4万字） 武汉大学出版社

4
以德育人 以文化人——民办高校立德树

人创新与实践（ISBN:978-7-5668-1708-2）
参编 2015.12 完成第二章(2万字） 暨南大学出版社

5
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程

(ISBN 978-7-5602-7677-9)
副主编 2012.11 共完成3章（4.3万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学习与辅导

（ISBN 978-7-81125-965-0)

副主编 2013.03 共完成3章（4.16万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21年职称评审（认定）推荐表
今年是第 一 次申报，近 3 年申报情况：☐ 2018 年 ☐ 2019 年 ☐ 2020 年（√代表有申报）



获现职称

以来发表

论文情况

序号 题 目
作者

排名
发表年月 刊物名称(刊号) 刊物主办单位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课堂”路径探究——以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1（独撰）2019.09

广东教育·高校思想教育探索

ISSN 1005-1422

CN44-1145/G4

广东教育杂志社主办

2
《惠州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

课实践教学的应用与创新研究》
1（独撰）2021.05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ISSN 2096-7853

CN 41-1456/G4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3
《浅议东江抗日根据地和东江纵

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独撰）2021.07

黄河 黄土 黄种人

ISSN 1004-9495

CN 41-1195/C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4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精神内核》
1（独撰）2019.12

《现代职业教育》

ISSN 2096-0603

CN 14-1381/G4

山西教育教辅传媒集团

5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三进化”有效途径的

研究——基于移动互联网视域下

的分析》

1（独撰）2018.12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ISSN 2095-9052

CN 23-1590/G4

佳木斯职业学院

6 《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价值研究》1（独撰）2020.12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ISSN 2095-9052

CN 23-1590/G4

佳木斯职业学院

7 《做一名情怀深广的思政老师》 1（独撰）2019.01 惠经论丛（粤L）L0150001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获现职称

以来主要

科研工作

情况（含

横向及教

研课题）

序号 项目名称（编号）
本人

排名

项目经费

（万元）

项目进展

情况 下达单位、时间

1

《基于移动互联网视域下习近平

新思想“进课堂”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2018QNJ037)

1（主持） 自筹 结题
全国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学术委员会、

2018.11

2
《惠州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

课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与创新研究》
1（主持） 自筹 结题

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2021.03

3
《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培育研究——以惠州市为例》
1（主持） 自筹 在研

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2022.06

4

《多元策略高校深化学生党建工

作——心理健康教育与高职学生

党建工作对接的研究》(项目编号：

2015MBYB38)

3 自筹 结题 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2015.06

5

《红色文化视域下的高校入党积

极分子培育研究》（项目编号：

2019YBJX-05）
2 0.4 结题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20.07

6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途径与方

式创新研究——红色文化资源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

（项目编号：2021JX14)

2 0.6 结题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19.05

7

《教师角色扮演对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2016JX09）

4 0.4 结题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15.11

获现职称

以来获奖

情况（含

指导学生

获奖）

（注明：

该表只填

写教育主

管部门组

织项目获

奖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时间 本人排名 获奖等级 授奖部门

1
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
2019.11 独立 省级/三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2
2019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 2019.08 第二 省级/三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3
广东省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微课比赛 2015.07 独立 省级/三等奖 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

4 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2019.11 主持人 省级/二等奖 全国青年教师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

5
2021年“第三届体育彩票·红色日

记征文大赛” 2021.09 第二 市级/特别荣誉奖 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宣传部等部门

6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微党课”

比赛 2016.09 独立 校级/一等奖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7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中

国精神”征文比赛 2020.12 独立
指导学生获奖/一等

奖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第八届“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海报大赛 2021.12 独立
指导学生获奖/一等

奖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担任班主任

工作情况

时间 班级 人数 备注

2018.09-2021.03 18级机械1班 29人

2018.09-2021.03 18级机械2班 26人

指导青年

教师情况

时间 对象（姓名） 指导内容及方式 备注

2019.03-2020.03 林广燕

对其进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

课的教学、科研等方面的指导。

指导方式：教学示范课、听课评课、课题的申报、论文

撰写及教学比赛等。其中指导林广燕老师主持校级课题

一项，论文写作一篇和省级比赛一项。

教学研究项

目及国际国

家行业标准

制定

序号 项目名称（编号） 本人排名 项目进展情况 下达单位、时间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精品在线课程建设
主持人 已结项 2022.09.06

科研成果(含专利）申请转化、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鉴定等情况

一 名称 类型
专利号

（授权号）
时间 本人排名

1

二
转移、转化

科研成果（专利申请）名称
转化方式/
转移对象

转移/转化日期
到账经费
（万元）

本人排名

1

三 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关键技术等通过政府鉴定认可情况及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情况

1

社会实践

实践时间 实践单位 实践岗位及情况

2020年7-8月 惠城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实践 国防教育讲师团讲师

2021年7-8月 惠城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实践 国防教育讲师团讲师

访学进修
教育培训

时间 访学进修、教育培训单位 访学进修、教育培训内容

2012.06.18-06.19
广东省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

学研究基地

广东省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高

级培训班学习

2014.10-2014.12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专题网络培训

2016.01.05-01.19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

2018.07.23-07.27 清华大学 职业院校行政管理干部综合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

2019.06.11-06.13 惠州市教育局 惠州市大中专院校思政骨干教师培训班

2020.12.01-12.24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高职类2020年度“双师

型”教师专业技能培训国家级培训

2021.09.28 教育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2021年版教材使用培训——思

想道德与法治专题研修学习

2021.10.23 广东省教育厅
2021年度广东省高职院校“思想与道德法治”课骨

干教师培训班

2022.11.12 广东省教育厅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

2022.11.26-11.27 广东省教育厅
2022年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课(高职院校)骨干教师培训

社会服务
情况

社会服务单位名称 培训人数

服务成效:

本人承诺本表以上填报内容以及提交的申报评审材料真实、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规范等行为。对违反承诺所造成的后果，

本人愿意按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审核及职称评审推荐小组意见
1.对申报人任现职称以来科研成果进行审核，确认无误。

所在单位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2.对申报人任现职称以来的学历、学位、资历、资格等进行审核，确认无误。

所在单位审核人签字： 人事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符合职称评审（认定）条件，同意推荐。

不符合职称评审（认定）条件，不同意推荐。

职称认定推荐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公示

（含公示时间、公示情况）

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师德

意见

党办负责人（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对申报人现
职称以来教学能
力、水平和效果
等综合评价意见
和评价结果(分
为优秀、良好、
合格、不合格) 教务部门负责人（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科研工作综

合评价意见

科研部门负责人（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担任班主任

工作意见

学生工作部门负责人（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年度考核、继教

教育、培训进修

等综合意见

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评前公示及推荐意见

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