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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 

期中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校于本

学期第 9-10 周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教务处会同各二

级学院对期末补考、调停课、教学文件、领导听课、教学进

度、教学纪律、期中考试、教学观摩、座谈会、教学管理、

作业批改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现将检查结果通报如

下： 

一、检查方式 

本次检查采取以各二级学院自查为主，学校组织抽查为

辅的方式进行。自查由各二级学院根据期中教学检查要求自

行制定方案；学校抽查由教务处、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组织

评价专家查看各二级学院自查报告，抽查相关教学材料。 

二、检查结果 

本次教学检查专门组织了由各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教

研室主任、教务处人员组成专项检查组，对 2016-2017学年

春季学期期末补考试卷、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教学资

料、2017-2018学年秋季学期期中调停课情况进行了专项检

查，具体检查结果如下： 

（一）2016-2017 学年春季学期期末补考试卷检查 

此次教学检查共抽查 40 个场次试卷，全校平均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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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3，各二级学院平均得分见下表： 

课程学院 平均分 

劳动关系学院 72.4 

工商学院 98.2 

会计学院 96.4 

艺术学院 96.6 

信息工程学院 91.4 

经贸学院 94.8 

机电学院 90.6 

人文学院 92.6 

全校平均分 91.63 

（二）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教学资料检查 

此次教学资料检查共检查了我校本学期 858门课程，其

中 820门课程按照要求提交了教学日历和教学大纲，并且各

二级学院进行了审核，有 38 门课程未提交教学日历和教学

大纲，具体统计如下： 

课程学院 

开课

课程

门数 

未提交教学日历

课程 

未提交教学大纲

课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劳动关系学院 102 3 2.94% 6 5.88% 

工商学院 86 10 11.63% 9 10.47% 

会计学院 73 2 2.74% 3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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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院 

开课

课程

门数 

未提交教学日历

课程 

未提交教学大纲

课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艺术学院 180 3 1.67% 3 1.67% 

信息工程学院 118 3 2.54% 2 1.69% 

经贸学院 95 9 9.47% 7 7.37% 

机电学院 58 2 3.45% 2 3.45% 

人文学院 146 6 4.11% 6 4.11% 

国际交流学院 6 0 0 0 0 

总计 858 38 4.43% 38 4.43% 

（三）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期中调停课情况检查 

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 9 日，各二级学院总上课学时为

74809 学时，其中调课学时 3019 学时，全校调课率为

4.0356%，各二级学院调课情况统计如下： 

课程学院 总上课课时 已调课时 调课比率 

劳动关系学院 9120 268 2.9386% 

工商学院 7723 266 3.4443% 

会计学院 7976 408 5.1153% 

艺术学院 12416 221 1.7800% 

信息工程学院 12268 148 1.2064% 

经贸学院 7868 760 9.6594% 

机电学院 5698 264 4.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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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院 总上课课时 已调课时 调课比率 

人文学院 10768 674 6.2593% 

国际交流学院 972 10 1.0288% 

合计 74809 3019 4.0356% 

三、问题建议 

（一）各二级学院应根据学校《山东管理学院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活动月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改进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制定质量监控制度细则和规范，

制度要有规范性、可操作性，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二）各二级学院要积极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改革，改变

传统教学模式。要充分利用我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探索混

合式教学模式，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自主学习，不断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 

（三）充分发挥各二级学院教研室在教学管理和教学研

究中的作用，各教研室要在教学计划、教学任务、考试命题

阅卷等方面加强管理, 严格审核。要以教研室为单位，采取

多种方式大力开展教研活动，包括集体备课、课堂教学方法

研讨、教师间教学经验总结与交流等，达到互相学习，取长

补短，共同进步。 

 

教务处 

2017 年 11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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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教学基础，提高教学质量  

--信息工程学院期中教学检查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信息工程

学院根据学校要求于本学期第 8-10 周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

工作。 

一、期中教学检查的组织与实施 

（一）学院成立了期中教学秩序检查小组，由院长任组

长，教学副院长任副组长，重点检查了教师上课情况，教师

无一人出现迟到和早退现象。同时又成立了教学资料检查

组，检查组成员包括教研室主任和教学秘书，对各教研室各

任课教师的多媒体课件、教案和教学进度表进行了检查。 

（二）各教研室成立教学检查小组，教研室主任担任组

长。主要任务：一是做好本教研室期中教学自查工作；二是

拟定本教研室期中教学检查实施方案，向学院教学检查组汇

报检查情况及报送相关材料。 

二、期中教学检查的内容和形式 

（一）教学进度检查 

各教研室对本学期包括课表、教学进程表、教室安排及

实践教学环节安排等教学安排进行详尽检查，各教研室通过

听课抽查、调查等方式对各位任课教师实际教学进度进行了

全面的检查。从反映的情况看，任课教师严格按照教学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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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教学，教学过程中，重点难点突出。 

（二）教师教学材料检查  

各教研室对所有任课教师的教学文件进行检查，教学课

件、教案、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均准备充分，教学内容详

实、形式规范、重点突出，难点明确，并且在教学内容中引

入和增加了很多新的案例和新的技术介绍，增加了课程的实

用性。结合教务处下发的教学资料上传在线教育综合平台的

要求，由院督导小组、教研室主任和教学秘书共同进行了联

合检查，除个别课程的教学材料因系统原因上传失败，全体

教师都按时上传了完整的教学资料。并针对教学材料出现的

问题反馈给任课教师，及时做出修改。 

 

（三）教师作业批改以及期中考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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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研室对所有任课教师布置作业及批改情况以及期

中考试情况进行了检查，各老师能够认真批改作业，批阅次

数基本上达到每周一次或每章一次。教学考勤认真进行，严

格要求学生按时出勤，老师每节课严格记录考勤情况。同时，

各任课教师讲授的全部课程根据课程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

的考查方式进行了期中考查。通过期中考查，有效地反映出

学生半学期的学习情况和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为老师在

后半学期进行教学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合理的参考依据。 

（四）教师间听课及教学观摩活动 

各教研室根据教学质量提升月活动以及期中检查要求，

制定听课计划并一一落实，听课活动结束后，收集了听课记

录表，全院教师共听课 33 人次。各教研室均开展了教学观

摩活动，并推选出十名教师于 2017年 11 月 1日参加学院课

堂教学技能展示活动，由十名教师讲授教学示范课。通过听

课以及教学观摩活动，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狠抓教学

工作的中心环节。 

部分听课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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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示范课交流活动照片： 

 

 

（五）师生座谈会 

为了解广大学生重点是 2017 级新生在学习生活等方面

的问题，举办了师生座谈会。本次座谈会举行之前，广泛的

征集了同学们有关于学校各方面的问题和建议。座谈会上，

各班的学生代表从不同的方面畅谈，纷纷发表了对于宿舍生

活、学习、师生互动等方面的意见，根据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老师们也当场给出了解答，并尽快的将问题向上反映交给相

关部门处理。希望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让大家提出更多更

好的意见，进一步促进学校工作效率与质量，培养良好校园

风貌。 

（六）教案和作业展评活动 

2017 年 11 月 8日，由督导小组组织，由各教研室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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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和内部推选，共推选出 12 名教师的 17 组教案、和 20

余组作业进行了展评。展评前，将评分标准在学院内公布，

依据评分标准，全院教师进行了交流和学习。针对展评中发

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教师并限期修改。 

 

从检查情况反映，自开学以来，总体教学情况良好，各

位教师能够严格按照要教学要求，文件准备齐全，备课充分。

各班级课堂秩序良好，课堂考勤严格。教研室活动已经按计

划有序展开。 

信息工程学院 

2017 年 11 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