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简报 

 

2018 年第 4期（总第 28期）                2018年 5月 22日            

 

本期导读 
 

★ 2017-2018 学年春季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 探索课堂教学新模式，促进教学质量大提升 

——人文学院期中教学检查 

★ 学校举办教学管理人员培训月活动 

★ 学校举办课程信息化经验交流会 
 

 

 

 

 
山东管理学院教务处编发                             联系电话：89635509 



 1 

2017-2018 学年春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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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周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现将检查结果通

报如下： 

一、检查方式 

（一）二级学院自查 

二级学院自查主要包含教学进度、教学大纲、教学日历、

教学纪律、期中考试、观摩听课、学生和教师座谈会、教学

管理、作业批改等方面。其中重点组织开展了课程信息化建

设，举办了混合式教学和对分课堂观摩教学活动；组织教研

室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和基本要求调整说

明》学习活动。 

二、学校专项检查 

本次教学检查专门成立了由各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教

务处人员组成的专项检查组，对本学期组织的补考试卷和课

程信息化建设进行了专项检查，具体检查结果如下： 

（一）2017-2018 学年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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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5，各二级学院平均得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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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平均得分 名次 

机电学院 99.2 1 

会计学院 98.6 2 

工商学院 98.4 3 

劳动关系学院 98 4 

信息工程学院 98 4 

经贸学院 97.3 6 

艺术学院 96.3 7 

人文学院 95.4 8 

平均分 97.65 

（二）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课程信息化建设检查 

2017 年 10 月，我校启用了优慕课在线教育综合平台，

本学期学校重点推进了课程信息化建设工作。截至 2018 年

5 月 14 日，我校网络教学平台共总访问量达 253048 次，平

台课程总数 2242 门，其中本学期活跃课程共有 228 门，现

将各二级学院课程信息化建设情况公示如下： 

所属院系 
学生进入

课程总数 

选课学生

总数 

生均进入课程

次数 
名次 

会计学院 37304  6965 5.36  1 

工商学院 32317  6821 4.74  2 

劳动关系学院 40037  10943 3.66  3 

人文学院 38154  12840 2.97  4 

信息工程学院 24670  8583 2.87  5 

经贸学院 17000  6376 2.67  6 

机电学院 7930  3739 2.12  7 

艺术学院 1284  7739 0.17  8 

三、问题建议 

（一）各二级学院要组织各种教研活动，认真学习教育

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2018 年版）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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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基本要求调整说明》，将国家教学质量的标准融入到专

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中，不断提高我校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规

范化和标准化。 

（二）各二级学院要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

度融合，采用多种方式不断推进课堂教学改革，逐步实现由

“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促进学生深

度学习、有意义学习和合作学习，不断提高我校教育教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三）要加强对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充分发挥各教学

秘书、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等教学管理人员在教学管理

和教学研究中的作用，不断规范教学管理各个环节，重点落

实好教学计划、教学任务、考试命题阅卷等方面教学工作。

对于此次补考试卷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如试卷批阅不规范，

成绩统计不一致，实践技能课程考试档案不齐全等问题，各

相关部门要重点落实解决，责任到人，不断规范我校教学管

理工作。 

 

 

 

 

教务处 

2018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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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课堂教学新模式，促进教学质量大提升 

                  ——人文学院期中教学检查 

 

根据学校下发的《关于 2017-2018学年春季学期期中教

学检查的通知》要求，人文学院积极开展中期教学检查活动，

重点组织开展现代信息技术和课程深度融合工作，倡导教师

探索混合式教学和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教师教学水平得到有

效提高。人文学院期中教学检查成果如下： 

一、教学检查组织情况 

    在学校下发期中教学检查通知后，人文学院随即召开期

中教学检查动员大会，向老师们传达本次检查的主要内容，

并下发《人文学院 17-18 春季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方案》，明

确检查分工及时间安排，并提出具体要求。 

同时，学院成立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小组，马银华院长任

组长，侯雪丽、牛贵琳副院长任副组长，各教研室主任、教

学秘书任组员。 

二、教学检查实施情况 

（一）开展教师自查 

教师自查内容包括：教学进度、教学材料、课堂教学纪

律、作业布置、批改情况和听课情况等。通过自查，老师们

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细小问题，并对照标准要求，及

时进行调整、完善。本次检查，所有教师上传在线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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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均完整、准确；教学进度与教学日历基本一致；在线

教育平台使用率比上学期有了大幅提高；每位老师均提交了

听课记录表，全院总共听课达 100 余人次。 

  

学生点名册、教师听课记录 

（二）组织期末补考、毕业清考试卷大检查 

各教研室组织教师，对期末补考、毕业清考试卷进行详

细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封面信息不完整、批改不规范、签字

不完全等问题及时进行更改，对存在问题的老师单独约谈、

指导，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问题。所有补考试卷都按时保质完

成了上交。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研活动   

各教研室根据专业特色及发展要求，积极开展丰富多彩

的主题教研活动。公共英语教研室和中文教研室均开展集体

备课活动，围绕本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计划，本着严谨、科学、

务实、创新的态度，坚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努力探索科学、

低负、高效的教学方法。商务英语教研室举行观摩课活动，

较好地调动了任课教师教研教改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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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教学质量的提高。 

  

  

丰富多彩的教研活动 

（四）开展混合式课堂教学实践观摩学习活动 

人文学院积极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以教学技能大赛为

抓手开展混合式教学观摩实践学习活动。参赛教师分别展示

对分课堂和混合式教学改革成果，分享经验，也提出问题，

对传播新的教学理念、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人文学院教学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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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优慕课”教学平台的推广使用活动  

为了充分利用好学校的在线教育综合平台，学院邀请教

务处教学管理科代建军科长做在线教育平台使用方法的培

训。经过集中培训，增强了大家对平台使用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的认识，掌握了平台中每个模块的使用方法、应注意的问

题等，大家表示以后要用好这个平台，推动教学方法的改革

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线教育平台培训 

（六）召开师生座谈会，了解学生需求 

为更好地了解师生教学、学习、生活情况，各教研室均

不定期召开师生座谈会，及时解决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4

月 20 日，人文学院召开了 17 级各专业学生代表座谈会，就

课堂教学模式、实践教学及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和学生们进行

了充分的沟通与交流。本次座谈会对于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

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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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师生座谈会 

 

 

 

 

 

 

 

 

 

 

 

 

 

人文学院 

2018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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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教学管理人员培训月”活动 

 

5月16日，为贯彻落实我校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的奋斗目标，我校举办了“教学管理人员培训月”学

习活动启动会。会议由副校长杨西国主持，党委书记冯庆禄、

教务处和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全体人员、各二级学院院长和

教学副院长、教学秘书、教研室主任、专业带头人参加了此

次会议。 

 

在此次学习活动启动会上，教务处徐健处长首先介绍了

此次学习活动的任务和目标，并详细布臵安排了此次教学管

理人员培训月的工作计划和预期学习成果。教学督导与评价

中心主任韩清恩在会上对教学检查和教学督导流程工作进

行了详细梳理和讲解。 

冯庆禄书记对此次会议进行总结发言，他指出教学是当

前我校所有工作的中心，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狠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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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工作对学生一生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教

学工作中教师要用高度的责任心上好每一堂课；教学工作要

以“招的进来，送的出去”为目标，用教学质量打造学校的

口碑，不断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最后，冯书记肯定了过去

一年我校教学工作中取得的成果，我校学风和教风有了较大

改观，要求所有学习人员再接再厉，稳扎稳打，注重内涵建

设，为我校合格评估奠定良好基础。 

 

会议最后，杨西国副校长提出要深入理解，认真贯彻冯

书记的讲话，为学校教学工作快速发展做出贡献；督促教务

处认真组织好此次学习活动，寓教于乐，让老师们学有所得；

要求参加学习的教师珍惜学习机会，严格要求，认真完成此

次学习任务。 

 

教务处 

201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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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课程信息化经验交流会 

 

5 月 18 日，为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

合，不断推进课堂教学改革，逐步实现由“以教师为中心”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我校举办了课程信息化经验交

流会。教务处处长徐健、各二级学院课程信息化优秀教师、

教务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经验交流会。为提高经验交

流质量，我校特邀清华教育研究院课程信息化专家徐利老师

为我校教师课程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了点评指导。 

 

在经验交流会上，各二级学院课程信息化优秀教师首先

展示了课程建设情况，并就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疑惑向专家

提出咨询；清华教育研究院徐利老师针对每一门课程进行了

精彩的点评指导，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最后，大

家根据自身课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开展了讨论交流活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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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课程信息化建设中的难点问题。 

 

此次经验交流会为教师开展课程信息化建设提供了一

个相互讨论共同学习的平台，通过专家指导和讨论交流让教

师对于课程设计整体思路和技术操作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为

我校进一步推进我校课程信息化建设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持。 

 

 

 

 

 

 

教务处 

2018 年 5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