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教 育省 究

公布第三批广东省财经素荞教育实践研究

课题学校 (单位 )立项名单

根据《关于遴选第三批广东省财经素养教育实践研究课题学

校的函》,经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现确定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

城中学等 61所学校 (单位 )为 第三批广东省财经素养教育实践

研究课题学校 (单位 )。 现将立项名单公布如下。

附件:第 三批广东省财经素养教育实践研究课题学校(单位 )

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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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批广东省财经素养教育实践研究课题学校（单位）立项名单 

序号 研究学段 单位 立项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1 完全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城中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中学学科课程融合的研究 GDJY-2019-G-01 梁国彬 

2 完全中学 广州市东圃中学 中学财经素养教育与德育融合研究 GDJY-2019-G-02 李其雄 

3 完全中学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社团活动融合研究 GDJY-2019-G-03 田  良 

4 高中 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课对学生财经素养的培养研

究 
GDJY-2019-G-04 李德雄 

5 高中 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 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05 周淑仪 

6 高中 珠海市斗门区和风中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学科课程融合研究 GDJY-2019-G-06 张科立 

7 高中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高中课程融合实践研究 GDJY-2019-G-07 谢大海 

8 高中 东莞市第一中学 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08 尚广鹏 

9 
十二年 

一贯制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财经素养教育与德育融合研究——以中山

市为例 
GDJY-2019-G-09 朱敏嫣 

10 高中 中山市实验中学 基于高中政治核心素养视域下的财经素养 GDJY-2019-G-10 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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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学段 单位 立项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教育融合研究 

11 中职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财经素养教育实施案例研究——财经素养

进社区 
GDJY-2019-G-11 何永辉 

12 中职 广州商贸职业学校 财经素养教育实施案例研究 GDJY-2019-G-12 张立波 

13 中职 
深圳市宝安职业教育集团第

二校区 

中职学校财经素养教育与德育融合实践研

究    
GDJY-2019-G-13 魏  忠 

14 中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

学校 
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14 张进良 

15 中职 陆河县职业技术学校 
财经素养教育在中职学校分阶段实施的实

践研究 
GDJY-2019-G-15 邱远铭 

16 中职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施案例研究——以中山

市沙溪理工学校为例 
GDJY-2019-G-16 叶树人 

17 
九年 

一贯制 深圳市龙华区华南实验学校 
基于果实银行平台的财经素养教育与德育

融合的研究 
GDJY-2019-G-17 江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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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学段 单位 立项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18 
九年 

一贯制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光明勤诚

达学校 

科创环境下“财经素养教育”特色课程实践

研究 
GDJY-2019-G-18 李青山 

19 初中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

团）滨海中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社团活动融合研究——以

我校 MT社团发展为例 
GDJY-2019-G-19 王玉付 

20 初中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初中财经素养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研究 
GDJY-2019-G-20 梁  锦 

21 初中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

中学 
以家校联动提升学生财经素养的实践研究 GDJY-2019-G-21 王惠航 

22 初中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区实验学校 
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22 成先中 

23 初中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初中生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23 黄爱明 

24 初中 中山市第一中学 财经素养教育初中学段实施特点研究 GDJY-2019-G-24 任山鹏 

25 初中 潮州市金山实验学校 财经素养教育与学科课程融合研究 GDJY-2019-G-25 余维绵 

26 初中 潮州市枫溪区古板头中学 农村初中财经素养教育与德育融合研究 GDJY-2019-G-26 林伟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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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学段 单位 立项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27 小学 广州市番禺区东怡小学 财经素养与小学数学课程融合的实践研究 GDJY-2019-G-27 许丽冰 

28 小学 广州市越秀区五羊小学 小学生财经素养教育与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28 张永红 

29 小学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富豪山庄

小学 
小学财经素养主题活动设计与实施研究 GDJY-2019-G-29 陈文聪 

30 小学 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 小学生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30 张婥恩 

31 小学 广州市启聪学校 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31 管于琴 

32 小学 深圳市百草园小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德育融合研究 GDJY-2019-G-32 汤学儒 

33 小学 深圳市盐田区乐群实验小学 财经素养教育实施案例研究 GDJY-2019-G-33 李致学 

34 小学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

小学（光明） 
财经素养教育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 GDJY-2019-G-34 洪仲谨 

35 小学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港湾小学 基于小学数学的财经素养教育课例研究 GDJY-2019-G-35 蒋和勇 

36 小学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小学 
基于财经素养培养的行知小学校本课程开

发与实践研究 
GDJY-2019-G-36 王  丽 

37 小学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第二小学 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37 曾肖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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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学段 单位 立项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38 小学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

山）实验一小 
基于数学思维活动的小学财商课程设计 GDJY-2019-G-38 张  帆 

39 小学 深圳市福田区黄埔学校 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39 万象贵 

40 小学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一小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小学数学课程融合研究 GDJY-2019-G-40 易晓佩 

41 小学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小学数学课程融合的实践

研究 
GDJY-2019-G-41 林木贤 

42 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昌教小学 
基于新形势下农村小学开展德育与财经素

养教育相结合的探究 
GDJY-2019-G-42 李兆辉 

43 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南朗小学 小学生财经教育与数学学科相融合的研究 GDJY-2019-G-43 
欧阳惠

贞 

44 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叶霖佳小

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小学德育融合研究 GDJY-2019-G-44 谭优生 

45 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德政上朗

小学 
小学生财经素养影响因素及提高策略研究 GDJY-2019-G-45 陈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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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学段 单位 立项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46 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西山小学 

西山小学校本理财课程开发思路与策略的

实践研究——以小学高年段理财课程的开

发和实践为例 

GDJY-2019-G-46 李飞雁 

47 小学 惠州市惠城区第四十二学校 
基于财经素养教育小学数学活动课的研究

与实践 
GDJY-2019-G-47 涂志荣 

48 小学 东莞市莞城建设小学 
小学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与实施研

究 
GDJY-2019-G-48 罗丽玲 

49 小学 东莞市谢岗镇谢岗小学 
小学生财经素养教育与综合实践活动整合

的研究 
GDJY-2019-G-49 谢雪雅 

50 小学 东莞市长安镇第二小学 小学生财经素养教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 GDJY-2019-G-50 袁肖娟 

51 小学 中山市大涌镇旗北小学 
基于诚信文化理念下小学生财经素养教育

的校本研究——以中山市旗北小学为例 
GDJY-2019-G-51 杨金武 

52 小学 中山市沙溪镇云汉小学 
基于学科课程培养小学生财经素养的策略

研究 
GDJY-2019-G-52 梁小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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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学段 单位 立项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53 小学 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 小学生财经素养教育实施案例研究 GDJY-2019-G-53 莫敏翔 

54 小学 鹤山市共和镇中心小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学科课程融合研究  GDJY-2019-G-54 钟景云 

55 小学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

心小学 
财经素养教育与家庭教育融合研究 GDJY-2019-G-55 顾月霞 

56 幼儿园 广东省公安厅幼儿院 
幼儿园财经素养探索性主题活动的实践研

究 
GDJY-2019-G-56 史力玲 

57 幼儿园 
广州实验教育集团番禺实验

幼儿园 
幼儿园财经素养教育实施案例研究 GDJY-2019-G-57 朱映艳 

58 幼儿园 汕尾市凤山街道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开展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研究 GDJY-2019-G-58 黄晓琳 

59 幼儿园 中山市机关第一幼儿园 幼儿园财经素养主题课程的实践研究 GDJY-2019-G-59 梁海云 

60 幼儿园 茂名市第二幼儿园 
“标准”背景下幼儿财经素养主题活动的设

计与实施 
GDJY-2019-G-60 江  辉 

61 幼儿园 潮州市兰英第一幼儿园 幼儿财经素养教育与社会领域融合研究 GDJY-2019-G-61 刘少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