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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9 月 7 日是我校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省教育督导专员、校党委书记李明

阳及校领导姜发根、秦永元、操晓峰，在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深入教学一

线，检查教学工作。 

10 月 8日是我校 2015级新生军训结束全面开课的第一天，校领导鲁先长、

姜发根、金美莲、操晓峰，在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深入二级学院，巡视检

查新生课堂教学情况。 

两次检查结果总体情况良好，各教学单位开学工作准备充分，职能部门教学

保障措施到位，授课教师按时到岗，教学态度认真，广大学生能按时到堂，听课

精神饱满，全校教学秩序井然。 

    ▲9 月 25日，学校在 T518会议室召开 2015-2016学年第一次教学督导工作

会议。校长助理、校院两级督导全体成员以及教务处、质评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各二级教学单位督导组长汇报了开学以来督导工作开展的情况；校督导副组

长朱晓骏总结了上学年的督导工作，并对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

议；质评办副主任张正武布置了近期需要校院两级督导参与的专项检查工作。操

晓峰校长助理阐述了加强学校两级教学督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对新学期教学督

导工作提出了五点希望和要求。 

 

◇教学通报 

▲院（部）调停课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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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年 9月份各学院调停课情况汇总表 

 

 

 

 

 

 

 

 

 

 

 

 

 

 

 

 

 

 

 

 

 

 

 

 

 

 

 

 

图 1 2015年 9月份各学院本科调课情况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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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全校补课率为 75.32%，数据表明有四分之三的课程都已经及时补上。 

1.调课节次：调课较多的院系为财会学院达到 93节次。其中一名教师病假，

一名教师婚假，一名教师上博士生课程，三人调课都达到 10 节次以上，但均确

定了补课时间。 

2.补课率：所有院系中，基础部和交通工程学院补课率最高达到 100%，其

次为财会学院和艺术学院，分别为 96.77%和 90.70；其中机械工程学院暂未确定

补课的时间较多，因此补课率最低（为 21.62%）。 

3.本科授课教师：兼职教师与柔性引进教师调课数之和占总教师调课数的

69%，数据表明兼职教师及柔性引进教师仍然调课较多。 

由表中最后一行可见，无论与 2014年 9 月相比还是与 2015年 6 月相比，本

学期期初调课的随意性较大，且补课数较以往偏低。建议各学院加强调停课的管

理，尤其是补课督促。 

 

▲2015 级新生开课首日异常情况通报 

表 2  2015 级新生开课教学秩序巡查异常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异常情况 责任部门 详细信息 

1 
教学秘书忘记

通知教室调整 

机械工程

学院 

教学秘书王颖未将调教室情况通知到辅导员，导

致 2015 级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 1 班学生跑

错（C507）教室，检查人员发现后及时给予解决。 

2 
教师上下课时

间不准时 

经济管理

学院 

教师金志辉，K505 教室，2014 级国际贸易专业

1班，《实用英语》课程，第一节课下课推迟约

4分钟，第二节课上课也顺延了 4分钟。 

3 教师没有板书 外语学院 

外语学院教师郑红，G301 教室， 2014 级交通工

程专业 1 班，上课 20分钟后，黑板上无任何板

书。 

4 
全班仅有一名

学生带书本 
艺术学院 

H306 教室，2013 级动画专业，《数码影像基础

课程》，只有一名学生带了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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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不到教室钥

匙 

计算机工

程学院、 

财会学院 

2015级财务管理专业 3班和 2015级会计学专业

7 班， D101、D103 教室上课前无钥匙开门，学

生只好翻窗打开教室后门。两个二级学院未在开

课前查验和交接钥匙。 

6 
投影幕布安装

位置不妥 
财会学院 

A401教室，投影仪幕布安装在黑板的中间位置，

导致教师不便板书。 

7 K楼铃声不准 总务处 
K 楼第二节课上课铃声不准，已联系总务处解

决。 

8 教室卫生差 财会学院 
K208教室卫生差，大堆垃圾堆放在教室前门口，

未能及时清理。 

 

▲教学督导信息 

9月份，除日常听查课外，各学院的督导成员参与了本学院的期初教学自查，

校级督导参与了学校组织的期初教学检查。本月共听课 87 人次，听课评价见表

3。 

表 3  9月份教学督导听课评价表 

 60分-75分 75 分以上-85 分 85分以上 

人数 2 10 75 

比例 0.23% 11.49% 86.21% 

本月督导检查及听课情况如下： 

1.学生带笔记本的较少。 

2.外聘教师指导的学生论文问题较多，需专职教师帮忙修改，任务较重。 

3.少数教室卫生较差。 

4.外语学院教师去三校区护理学院上课，交通不便。 

5.部分多媒体设备老化，希望能更换。 

6.个别新教师刚入职未经培训就上课，经验不足。 

7.电子电气学院个别毕业班的学生到课情况较差。 

8.多媒体及公共教室钥匙的保管存在问题，有时会导致已经到了上课时间还

开不了门；建议安排专人提前借领钥匙，并管理教室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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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G 两栋新楼的多媒体等新教学设备使用培训不足，少数新教师和年老

的外聘教师使用不便。 

10.K、G两栋新楼的部分大教室听不到铃声，有些办公室却受到较大铃声的

干扰。 

11.少数专业二年级理论课太满，导致体育课选课没有合适的时间，只能上

第 9、10 节课。 

12.体育部体能测试的仪器不足。 

 

▲学生教学信息员信息 

表 4  9月份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汇总表 

问题 

类别 
问题详情 相关单位 

学生

学习 

部分大三学生晚上有课，但一些上晚自习的其他班级纪

律较差，常在走廊里吵闹，影响上课班级。 交通工程学院 

教学

安排 

很多专业课安排在下午，学生听课状态和效果差。 

希望多开设实验课。 机械学院 

没有综合类开放实验室，想做设计产品的学生没有地方

可以做，希望学院建设综合类开放实验室。 

电子电气工程

学院 

设施

设备 

希望学校调整自来水水压，住在高层的学生晚上回来没

有水洗衣服；还经常出现断电的情况。 

总务处 
食堂用餐纪律较差，插队较多，建议学校安排相关人员

维持秩序，引导学生文明就餐。 

学生新公寓西 407女生宿舍空调坏了，上学期报修，这

学期还未进行维修。 

13 市场营销 1 班学生在 A307 教室上课，教室座椅不够

坐，请在教室后排再添加桌椅。 
经济管理学院 

E403教室讲台旁的拖线板电线有裸露的地方，存在安全

隐患。 

电子电气工程

学院 

K401、H107 教室电风扇遮挡投影仪。 
经济管理学院、 

艺术学院 

K404和 K402 的多媒体音响有问题，没有声音。 经济管理学院 

K01缺少话筒。 艺术学院 

H202和 H203 教室多媒体电脑存在病毒。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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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教学 

《税务会计》夏老师上课态度不够认真，很少板书，讲

解也不详细，经常让学生自己回去看书。 
财会学院 

学生普遍反映《建筑装饰材料与工艺》课程教学进度偏

快。 
艺术学院 

《物流信息管理》熊老师教学方式过于单一，最后一节

课有时让学生自习。 
经济管理学院 

 

 

◇教学工作总结 

▲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总结 

 

根据学校期初教学检查的要求，现将各单位自查和学校检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开学准备工作整体情况良好 

（一）教师、教材、教室、课表的到位情况 

教学任务已合理落实；教师用书于暑假期间已发给任课教师提前备课；学生教材于

9月4日基本发放到位；每个教室的门牌号基本齐全；座位数基本满足每个班级上课；

机房、实验室、多媒体教室仪器设备完好，卫生情况良好；课表安排合理并及时发放到

每位教师和学生。 

（二）教学基本文件的检查情况 

能够做到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开课，执行情况良好；教学大纲（含实验大

纲）准备基本齐全；教师的教学日历、教学进程表、教案、讲稿准备情况良好。 

（三）学生到校及教室卫生情况 

学生到校情况较好，个别班级未到校学生已由辅导员电话通知学生本人或家长，确

定了到校时间；教室总体卫生情况良好。 

（四）教学保障条件的检查情况 

教学物资（讲台、黑板、粉笔、黑板擦、扩音设备、实验室仪器设备及耗材）的准

备情况良好；教学楼卫生情况良好；与教学相关的交通车保障情况良好。 

（五）教师上课情况 

教师基本上都能够做到提前 3-5分钟到教室准备教学，并按时上、下课；教师教案、

讲稿、教学进度表、大纲等准备齐全，但也存在个别教师的备课量不足；教师教学状态、

精神面貌良好；合理的使用教室教学仪器设备；教学管理规范的执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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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师上课情况分析表 

 70 分以下 70-80 分 80-90分 90分以上 

人数 0 2 10 23 

比例 0 5.71% 28.57% 65.71% 

（六）学生学风情况 

学生出勤情况整体较好；能够做到提前到教室上课，遵守课堂纪律和校纪校规。 

表 6  学生到课情况分析表 

 100% 90%～100% 80%～90% 70%～80% 70%以下 

班级数 19 18 1 1 0 

比例 48.72% 46.16% 2.56% 2.56% 0.00% 

二、开学准备工作存在的问题与整改措施 

表 7  各教学单位开学准备情况汇总表 

教学

单位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交通

工程

学院 

1.部分外聘教师教学文件的规范性

和备课情况准备不足。 

2.部分外聘教师授课时间安排在晚

上。 

3.实验教师数量不足。 

4.部分学生学习浮躁、厌学较为严重，

没有紧迫感。 

1.对外聘教师备课情况实施不定期动态监

控。 

2.对于晚上排课的教师，做不定期巡查或听

课。 

3.拟安排部分理论课教师兼实验教学任务。 

4.建议学校尽快建立本科学分制度，建立全

校范围的学位和毕业资格预警机制。 

机械

工程

学院 

1.开学第一天（9 月 7 日），机械学院

所在的G楼出现多次跳闸现象。 

2.课表编排存在一定程度上不合理情

况。 

3.部分老师对 G楼新建多媒体设备不会

使用。 

1.已联系总务处解决。 

2.加强进度的检查及指导。 

3.对所有G楼上课的老师、学生班长进行多

媒体设备使用培训。 

电子

电气

工程

学院 

1.个别新进教师教学经验稍显不足。 

2.少部分学生，特别是在教室后排的学

生上课玩手机。 

3.个别教室卫生一般。 

1.要求新进教师通过各种途径，加强自身学

习，给每一位新进教师指定一位教学经验丰

富的教师作为指导老师。 

2.要求班级辅导员找相关学生谈话，了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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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进行纪律约，加大课间的巡查力度，随

时纠正学生在课堂上的不良行为。 

3.要求授课教师加强卫生检查。 

计算

机工

程学

院 

1.第一周周一 1-2节，D306教室 14计

科1班第一次课学生到课率较低。

2.D204教室13网工班有个别学生将早

餐带进教室，有1个学生上课时打瞌睡。

3.D204多媒体教室的投影机投影有点

偏。 

1.加强课堂管理。 

2.已调整多媒体设备。 

财会

学院 

1.年轻教师的教学方法稍显单一。 

2.部分使用多媒体上课的教师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与学生互动

交流不多。 

3.部分教师的课堂管理力度不够。 

1.召开教学会议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帮助

年轻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2.对于外聘教师，采取单个约谈的办法，要

求其加强课堂管理。 

经济

管理

学院 

1.部分教案细目不全，教案内容不够规

范，格式安排较为混乱。  

2.由于专业调整，班级数大大增多，原

商学院3个专业课程仍在 A教学楼，辅

导员管理上有一定不便；且大多数教师

要求使用多媒体教室上课，多媒体教室

极为紧张。 

1.进行连续性的教学文件检查。安排学院领

导和督导组老师查阅老师教案，要求教师补

填相关教案要目。 

2.下学期理顺班级上课地点。 

艺术

学院 

1.H502 教室只有一个电扇可以使用，

H404机房有一台机子系统已坏，有一台

计算机显示器已坏。H406机房有三台计

算机系统已坏，一台计算机不通电，鼠

标少了4个。 

2.《视听语言》教材已到库，但发现不

适合学生使用。 

1.针对部分教室教学设备出现故障，我院相

关人员已经联系维修。 

2.针对教材不适问题，我院已经和教务处的

教材科联系，正在重新征订过程中。 

外语

学院 

B楼五楼语音室的少量耳机有问题，特

别是B501和B503。 

因为设备购买较早，厂家已不再生产配套耳

机，因此我们将两个语音室的可用资源进行

了再整合，确保教学能够正常开展。 

护理

学院 

1.少数多媒体设备使用时间较长，较模

糊。 

2.北线校车因堵车迟到10分钟。 

1.已联系相关部门希望能提前更换。 

2.校车问题已向总务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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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部 

大学物理实验室准备情况良好，但本学

期所开设的综合、设计性实验所需实验

仪器尚未购买到位。 

综合、设计性实验的教学仪器尚未购买到位

的情况，已上报相关部门领导给予支持。 

思 

政 

部 

1.个别教室不能及时提前开门，学生扎

堆教室门口。 

2.12级学生到课率低，到课率仅有70%。 

3.G02教室多媒体设备不能正常使用。 

1.因教室归属问题，学生不太熟悉教室钥匙

在哪拿，各学院应及时告知学生钥匙所在

地。 

2.针对 12级学生到课率低这一问题，及时

与所在学院沟通，共同商讨，探讨解决办法。 

3.建议各二级学院做好设备排查工作，保证

教学设备的正常运行。 

体育

部 

新生军训用品的发放暂时占用了健身

房，导致部分课程无室内场地上课。 

已要求加快对场地的完善和改造，切实满足

学生对课堂教学的要求。 

 

 

 

 

 

 

 

 

 

 

 

 

 

呈报：金会庆校长    李明阳书记    易佑民顾问   

鲁先长副书记  姜发根副校长  金美莲副校长   

秦永元副校长  曹艳平副校长  王瑞友副校长   

金  哲副校长  操晓峰校长助理  

抄送：学校各二级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