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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闻 

教务处在山东省新工科论坛暨一流课程
建设研讨会上做交流发言 

5 月 13 日—14 日，由山东省教育厅指导，山东科技大

学、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联盟和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务与教学

管理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山东省新工科论坛暨一流课程

建设研讨会在山东青岛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高校专家

围绕本科教育改革发展等主题展开研讨，共商人才培养大

计，共话新工科专业发展，共谋一流课程建设。山东省教育

厅副厅长白皓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天津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围绕新工科建设、

打造一流金课等作了主题报告。我校教务处处长李全海教授

以《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山东管理

学院为例》为题，应邀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 

 

 



李全海梳理了我校以工会基因为底色的劳动情怀涵养

教育的探索历程，提出了劳动情怀涵养教育“一贯穿、两体

系、三结合”的总体思路，形成了“研究驱动——目标引领

——课程体系和活动体系双重推进——评价反馈——保障

奠基”的体系框架。他着重分享了我校以“通识课程劳育+

学科专业课程劳育+实践课程劳育”为核心的劳动情怀涵养

教育课程体系和“三内容、四阶段、五模块、七融入”的劳

动情怀涵养教育活动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校在特

色活动、研究成果、社会实践品牌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具有工会背景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

我校一直高度重视传承工会基因，厚植劳动教育特色，特别

是劳动教育纳入党的教育方针以来，我校将劳动教育融入人

才培养全过程，开展很多有益的探索与尝试。本次研讨交流

对我校进一步研究探索在应用型本科高校深化劳动教育改

革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学校与济南市审计局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 

5 月 19 日上午，山东管理学院与济南市审计局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在明德楼 668 会议室举行。副院长邹坤萍，济南

市审计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许荣利，副局长吴冬梅等主要

领导出席，教务处负责人、会计学院领导班子及全体教研室

主任参加了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邹坤萍向许荣利一行介绍了学校近年来高

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果。她表示，希望双方本着互利共赢、真

诚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加强沟通联系，共同开展审计

工作、审计课题研究和审计新技术学习与培训，不断推进校

地合作蓬勃发展，累结硕果。 

许荣利介绍了济南市审计局的工作重点及主要成绩，并

表示济南市审计局将全力以赴确保各项合作项目的顺利实

施，为山东管理学院大学生实习基地和推进学校案例教学、

双方共同发展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保障和服务。 



随后，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并为“山东管理学院大

学生实习基地”揭牌，并合影留念。签约仪式结束后，学校

来宾参观了审计学及相关专业实验实训室。 

本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进一步丰富了学校校地合作、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实践教学渠道，为双方事业发展注入

更多活力、增添更多动力，期待双方深度合作，推进双方事

业协同发展。  



★师资培养 

学校开展混合式教学系列专题培训 
为进一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帮助教师

利用智慧教学工具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推动混合式教学深入

开展, 4 月 22 日、5 月 10 日、6 月 17 日学校分别邀请山东

交通学院副教授曹海军作了主题为“雨课堂助力打造线上线

下混合式金课”、雨课堂培训师许腾作了主题为“基于雨课

堂混合教学探索与实践”、济南大学陈晓洁教授作了主题为

“现代教育技术促进混合式课堂教学改革”系列专题培训活

动。 

曹海军以自己主讲《高等数学》课程的混合教学改革为

案例，结合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标准，从课程概述、教学策略、

教学组织与实施、教学考核设计、特色与创新、课程评价及

改革成效等方面深入浅出的介绍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

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并向教师们展示了雨课堂工具助力混

合式教学实践的具体应用及方法。互动答疑环节，专家就教

师们提出的混合式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指导。 

许腾从长江雨课堂平台使用方法、实际操作技巧以及借

助雨课堂建设混合式“金课”等方面为参会教师做了详细讲

解和操作示范。 

陈晓洁以自己讲授课程的混合式教学为案例，结合自己

多年运用雨课堂平台以及混合式教学改革的经验，从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内涵、混合式教学设计、混合式教学总结和反



思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和挖掘，鼓励教师们要尝试运用多种

信息化教学手段融入到课堂教学，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通

过此次培训，教师们对信息化技术融入教学有了新的理解和

认识，有效促进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为我校“金课”建设、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教学信息化能力

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系列培训为教师们精心设计混合式教学，开展遵循

“两性一度”的课堂教学改革，助力我校线上线下混合式“金

课”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经验。 

 
学校举办 11 期午间教学沙龙 

为进一步加大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力度，本学期围绕

教师业务能力提升、教学方式方法、信息化教学、课堂教学

设计、课程思政、实践教学平台搭建和职业能力培养等主题

举办午间教学沙龙 11 期，为青年教师搭建了学习交流先进

教学理念、教学经验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平台，午间教学沙

龙明细如表 1所示。 

 
学校举办三次课堂教学展示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育人能力，达到 “全员

展示、人人提升”的目的，全面攻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5 月 29 日、8 月 7 日、8 月 12 日学校举办了三次教师课堂

教学展示活动。学校党委书记冯庆禄、院长邹广德、副院长



董以涛、邹坤萍出席活动，学校全体专兼职教师参与展示或

观摩。 

学校各二级学院（部）认真落实学校教师课堂教学展示

活动工作部署和有关要求，高度重视，精心准备，积极组织

全体专兼职教师打磨课堂教学。本次展示活动分五组进行，

每组展示教师分别从各院（部）专兼职教师中现场抽选，共

65 位教师按照随机抽取的顺序和知识点依次展示。教师们

结合学科专业和课程特点，合理设计教学过程，精心组织教

学案例，灵活选择教学方法，充分展示教学风采，较圆满地

实现了课程教学在人才培养目标达成中的作用。 

展示环节结束后，学校领导分别进行总结点评。冯庆禄

对展示教师的精彩表现给予认可和肯定，并着重强调了课堂

思政的重要性，建议教师授课可以与学科前沿、生活应用、

个人感悟等有机融合，在日常教学中潜移默化向学生传达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对教师们作为传道授业解

惑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站上讲台、站领奖台，更要享

受讲台，享受教书育人的过程和职业荣誉。邹广德对每位展

示教师的课堂表现进行逐一点评，肯定亮点，分析问题，并

指出了一堂“好课”的标准：一要有趣味，千针一线，精心

导入，科学设计；二要有内涵，讲解深透，富含育人元素或

学术理论，多学习广研究；三要有效果，让学生学有所获，

沉浸其中。董以涛分享了教师职业的六个层次，即教书匠、



合格老师、优秀老师、名师、大师、圣人，鼓励教导青年教

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的境界和水平。邹坤萍重申课堂教学作

为人才培养环节“最后一公里”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和学校

人才培养职能履行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教师们以高度的

思想自觉和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在完善课堂教学设计、重视

思政元素融入、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等方面力求突破，狠抓落

实。 

学校在省第八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中获佳绩 

6 月 2 日，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圆满落幕。我校共推荐 4名教师参加了本届比赛，其中

2 名教师进入决赛，最终工商学院谷雨和经贸学院张慧丽两

位教师获得二等奖，智能工程学院边小芳和劳动关系学院孙

婷玉两位教师获得优秀奖。 

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是全省影响最大、参与高

校最多、要求最严格的教学比赛，也是检验我省高校青年教

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最高赛事。本次比赛共分为校级选

拔赛、省级初赛、复赛和决赛等几个环节，设立文科、理科、

工科、医科四个组别进行比赛，层层选拔，赛程严密，比赛

历时近 7 个月，由来自全省 142所高校的 609名教师参赛。

学校对此次比赛高度重视，广泛宣传、积极动员，强化专项

指导、精心组织实施，并多次开展赛前训练和针对性指导。



在持续备赛过程中，参赛教师在日常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克

服困难，放弃休息，坚持不断地研课磨课，精心准备教学资

源，从教学设计、教学手段、课程思政、信息化教学等方面

逐步完善，认真打造参赛作品。 

本次比赛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示了我校青年教师的专业素

质和教学水平，是学校多年来高度重视青年教师培养、重视

课堂教学的综合体现。学校将继续秉持“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升”，努力培养一批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更

好地提升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教学建设与研究 

深化教学改革，推进会校融合 
出台《关于深化教学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鲁管院发

〔2021〕9 号），引导瞄准教学高质量发展，通过调整四类

结构、转变四种方式、优化四类课堂，深入推进教学综合改

革。 

推进会校融合共建。与省总工会联合下发《关于推进会

校深度共建助力我省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实施方案》，梳理形

成对接任务清单，先后到省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等充分对接交

流。 

学校开展微专业建设研讨会 
7 月 7 日下午，学校微专业建设研讨会在明远楼报告厅

举行，本次会议旨在加快推进以专业现代化转型升级为抓手

的内涵式发展，推动微专业建设，持续凝练学校专业发展特

色。各二级学院院长、分管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和部分

骨干教师参加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处长李全海主持。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姜兆亮教授作了题为“微专业

设计与创新”的主旨报告。他首先剖析了当前我国高校本科

人才培养面临的宏观形势，指出了专业现代化程度不够对本

科人才培养的掣肘，明晰了微专业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姜兆亮以山东大学为例，介绍了微专业设计的理念、目标、

进程与实效，并分享展示了山东大学不同学科的微专业建设

案例，解读了微专业在命名、课程群设计、教学组织、学分

设置等方面的关键点和实操技巧。 



 

随后，智慧树网赵乐然通过“微专业创新——基于智慧

树平台服务与实践”的报告，梳理了微专业建设运行的关键

流程。 

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特色专业和专业特色的培育发展，

本次会议的召开将对我校专业的现代化转型和微专业的深

化拓展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 

 
学校实施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示范工程” 
为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学校开展了

混合式教学提升工程，围绕混合式教学各二级学院（部）开

展了一系列的研讨和展示活动，并遴选推荐了 52 名混合式

教学示范教师，充分利用智慧研讨式，打造混合式、讨论式

课程，引领全体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改革。 

 



学校 7 门课程获批省一流本科课程 
7 月 17 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 2021年第二批山

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及推荐申报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遴

选结果的公示》，我校共有 7 门课程获批 2021 年第二批山

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其中包括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1 门、线上

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3门、线下一流课程 1 门和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一流课程 2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别 所属单位 

1 新闻摄影 尚春燕 社会实践 人文学院 

2 人力资源管理 A 安娜 线上线下 劳动关系学院 

3 审计学原理 杨琪 线上线下 会计学院 

4 现代物流学 张春翠 线上线下 工商学院 

5 管理学 A 胡忠任 线下 工商学院 

6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

货币交易结算虚拟仿真

实验 

邱兆学 虚拟仿真 

会计学院 

7 

汽车车身智能焊接生产

线综合调试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系统 

于治国 虚拟仿真 

智能工程学院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

养的质量。近年来，学校在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方面持续加大

投入，建立了校级-省级-国家级的三级课程建设体系。通过

举办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专题培训会、专家论证会，开展重点

培育和多轮辅导打磨等工作，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教学改革，

持续推动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截止目前，学校共获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课程 1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14门。 

今后，学校将以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推进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

度融合，加强课程内涵建设，构建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



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体系，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能力

和质量。 

 
学校开展课程思政专题系列培训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提高教师育人水

平， 学校分别于 5 月 7 日、5 月 14日邀请齐鲁工业大学（山

东省科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闫静作了题为“课程思政教学

设计”、延安大学副教授曹殿波作了主题为“ 理念、原理、

策略——跨越学科类别的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的两期专题

培训。 

闫静首先阐述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工作的发展历程和

理论基础，随后结合自身所授《经济法》课程，从素材选取、

素材导入和素材使用三个部分详细讲解了课程思政的方法

和手段，详细分析了如何结合授课学生具体情况、课程内容

和时事热点，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将

正能量传播给学生。曹殿波从“为什么要进行课程思政”、

“什么是课程思政”“如何进行课程思政”三个问题入手，

详细阐述了开展课程思政的原因、内涵以及实现途径，并从

思政教育的范畴指出课程思政是隐形思政。随后，他就广大

老师们最关心的课程思政的理念与设计、课程思政的教学实

施等问题做了全面介绍，同时通过案例分析了课程思政中的

关键元素和主要误区。 



这两次培训提升了教师们对课程思政的认识高度，增强

了教师们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技能，对我校教师开展思政教

学改革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学校 10 门课程在山东省联盟平台上线 
2021 年 6 月 4 日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联盟公布了 2021

年度低 1 批上线课程，我校 10 门课程上线，具体名单如下

所示。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贯彻立德树人的必然要求，是教学研

究与探索的新空间。学校将充分发挥立项课题在我校课程思

政推进实施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我校课程思政建设工

作的进步。 

 

课程名称 学院 课程负责人 

中级财务会计 1 会计学院 牛建芳 

电子商务概论 经贸学院 黄效文 

外贸函电 经贸学院 赵小燕 

金融计量学 经贸学院 白历如 

国际贸易学 经贸学院 陈蕾 

管理心理学 劳动关系学院 袁航 

.NET 程序设计 信息工程学院 赵丽丽 

招贴与动态海报设计 艺术学院 冯思思 

信息结构与界面设计 艺术学院 安娜 

防火与防爆 智能工程学院 杨兵 



★教学运行 
学校完成评选校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

（设计）工作 
6 月 23 日，学校组织了 2021 届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

计）评选工作，经各二级学院评审推荐，学校审核，共评选

出 2021届校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56 篇。学校为获

奖学生颁发“山东管理学院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证

书，为其指导教师颁发“山东管理学院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

计)指导教师”证书，以资鼓励。 

 
学校完成优秀毕业实习指导教师评选

工作 
7 月 1 日，根据《山东管理学院实习教学管理办法》（鲁

管院发〔2019〕121 号）和《关于做好 2021 年毕业实习工

作总结及评优工作的通知》，经各专业推荐、二级学院初审，

学校终审，共评选出 2021年优秀毕业实习指导教师 32 名，

学校为优秀实习指导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学校顺利完成全国四六级考试及期末考核

工作 
教务处分别组织了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核

补考、2020-2021学年春季学期期末考核。其中期末补考共

组织集中考试 2086 人次，分散考 45 场次，174 人次；期末

考核共组织集中考试 802 场次，31190人次，分散考 876场



次 43991 人次，诚信考场 16 个。 

2021 年 6月 12日举行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工作

安排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网上打印准考证。总计报名

5094 人，其中英语四级 2899 人，英语六级 2177 人，俄语

四级 11人，俄语 6 级 7 人。 

 
学校开展 2021 年度学科竞赛项目申报立项

工作 

共认定立项各类竞赛 57项，比去年增加 6 项，其中 B

类及以上竞赛 43项，校级竞赛 7项；截止目前共举办 17

项比赛，比去年增加 4项。 



★实践教学 
学校实施“实践教学提升工程” 

为推进我校实践教学改革，提升广大教师实践教学水

平，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学校启动了实践教学提升工程，包

括实践教学专题培训、领导督导深入实践课堂跟踪听课、实

践教学示范课程评选、实践课堂教学展示等活动。 

一、 学校开展实践教学专题系列培训三期活动 

4 月 15 日，学校实践教学专题系列培训第一期活动在

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山东师范大学李辉教授以“应对新文科

建设 探索实践教学”为主题、4月 16 日，学校实践教学专

题系列培训第二期活动在实验实训中心报告厅举行，山东交

通学院副教授夏冰冰以“实践教学的实施流程和规范”为主

题、4 月 23 日，学校实践教学专题系列培训第三期活动在

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王俊籽以“经管类

实验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的为主题，共进行了三期培训活

动。 

李辉结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背景和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大环境，分析了高校文科专业开展实践教学、加强产教融

合的必要性。他以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和自己开设的

特色实践课程为例层层递进，从科学确定人才培养定位与目

标、完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管理模式、加强学科专业一体

化建设到完善协同育人机制等五个方面深入浅出地分析了

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分享了很多山东师范

大学开展实践教学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夏冰冰首先提出实践教学的实施应遵循“有章可循、有

规可依、有据可查”的基本原则，在明确实施原则的前提下

进行规范化建设。随后，她以自己主讲的课程为例，全面细

致地分析了撰写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等教学材料应达

到的标准，分享了山东交通学院在组织课内实验教学和集中

实践教学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同时她从教学督导评价的

角度对老师们如何科学组织各个教学环节提出了宝贵建议。 

王俊籽首先介绍了经管类实验教学的发展背景，她指出

建设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推动着实验教学的发展，随着全面

振兴本科教育计划、“双一流”建设、“双万工程”建设、

“四新”建设、专业认证和专业评估全面展开、“六卓越一

拔尖”项目建设等全面推进，为实验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随后，她结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以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科为例，

具体分享了经管类实验教学体系的全面建设，并向教师们详

细展示了如何科学有效地设计一门实验课程。 

这三期实践教学培训活动对实践教学环节的有效实施

和实践教学规范化建设工作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  

二、学校开展实践教学专项督导听课活动 

为全面提升我校实践教学质量与水平，促进学校内涵发

展，5 月 6 日，学校邀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处长孟凡

兵、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赵长利来校进行了实

践教学专项督导听课。两位专家利用一天的时间深入我校实

践教学课堂进行了随堂听课，并详细记录了听课情况。 



听课结束后，学校在明德楼 668 会议室召开实践教学专

项督导听课反馈会。副院长邹坤萍出席并主持会议。教务处、

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负责人，各二级学院（部）教学副院长

和评建工作办公室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两位专家结合专业的特点，从教学组织、教学形

式、教学方法及课堂效果等方面对我校实践教学进行了问诊

把脉，并给出了中肯有效的改进提升意见与建议。 

邹坤萍对专家的指导表示由衷地感谢。她指出全校要高

度重视实践教学工作，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实践教学

的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对实践教学各环节的督导检查；

各二级学院（部）要督促教师继续改进实践教学方法，创新

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 

三、学校开展实践教学示范课程评选工作 



为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和提高实践

教学质量，学校开展了实践教学示范课程评选工作，遴选推

荐了 50门实践教学示范课程。 

四、学校举办 2021 年度实践教学技能展示活动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实践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实践育人水

平，提高实践教学质量，5 月 27 日，学校在图书馆报告厅

举办 2021 年度实践教学技能展示活动。学校副院长邹坤萍

出席活动，全体专兼职教师观摩了本次教学展示活动。 

 

各二级学院（部）按照学校实践教学技能展示活动要求，

精心准备，经过推荐和选拨，共有 16 名教师按照抽签顺序

依次上台展示。老师们用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娴熟的实践教学

技能，充分展示了我校教师的实践育人能力和水平。专家评

委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围绕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语言教态、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最终

通过现场打分确定展示活动成绩。根据专家评委实名评分情

况，艺术学院孙化猛、体育教学部杨伟伟、会计学院孙严涵、

经贸学院王传鹏、工商学院刘天宇等教师获得了本次活动前

五名的优异成绩。 

教学展示环节结束后，邹坤萍进行了总结讲话。她充分

肯定了教师们在展示过程中的精彩表现，并对我校实践教学

工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提高思想认识，树立实践育人观

念。第二，拓宽实践育人平台，保障应用能力培养。第三，

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变革实践教学模式。她强调实践教学是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土壤，广大教师应该以本次合格评估

评建工作为契机，加强评估评建要求和基本知识的学习，积

极营造崇尚实践、知行合一的教学氛围，把实践育人工作贯

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实践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和创新创业精神，切实推动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

升。 

本次活动既是全校教师实践教学技能的大比武，又是老

师们互相学习观摩、共同提升的平台，有效促进了教师实践

教学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为打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攻坚

战奠定坚实基础。  

 

 



★质量建设 
教务处组织开展期中教学检查 

为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5 月 31 日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教务处会同

各二级学院对混合式教学实施、实践教学实施、期末考试命

题、调课、新版教务系统审批程序等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将

检查结果汇总如下： 

一、学院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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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抽查以由教务处组织校内专家查看各二级

学院检查情况汇报总结以及抽查相关材料的方式进行。整体

检查结果如下。 

（一）教学进度情况 

各二级学院的整体教学进度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学进度总情况 

由图 2 可得，本学期本专科共开设了 650 门课程，艺

术学院开设最多，劳动关系学院开设最少，进度正常课程占

99.69%，超前进度课程门数占 0%，滞后进度课程占比

0.31%，说明绝大部分课程均能严格按照教学日历执行教学

计划。 

（二）教学纪律情况 

各学院教学纪律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 教学纪律情况 

由图 2 可得，8 个学院共抽查了 1680 名学生，其中迟

到人数 3 人，缺课人数 3 人，缺勤率占 0.36%，说明极少数

学生上课积极性不够，任课教师务必要抓好课堂考勤工作。 

（三）听课情况 

各学院听课情况如表 1、图 3 所示。 



 

 

图 3 听课情况 

表 1 各学院听课情况（截止到 2021 年 5 月 31 日） 

学院 
院（部）领导平均 

听课次数 

教研室主任 

平均听课次数 

教师平均 

听课次数 

劳动关系学院 3 

169/43 

0.90 

工商学院 2.8 1.46 

会计学院 4 1.91 

艺术学院 4.8 1.15 

信息工程学院 3 0.69 

经贸学院 7.8 3.56 

智能工程学院 4.3 1.75 

人文学院 5 0.51 

总计 4.3 3.93 1.53 

由表 1、图 3 得，各院（部）领导平均听课次数为 4.32

次，教研室主任平均听课次数 3.93 次，教师平均听课次数

1.52 次，教师平均听课次数偏少，建议后半学期各院（部）

教师间多互相交流探讨，共同成长。 

（四）座谈会开展情况 

各学院座谈会开展情况如图 4 所示。 



 

图 4  座谈会开展情况 

通过图 4 可得，教师座谈会平均开展 2 次/学期，学生

座谈会平均开展 2.375 次/学期，表明各学院非常重视重视倾

听教师和学生的心声，建议学院能将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具体

落实，实行质量闭环。 

（五）教研活动开展情况 

各学院教研活动开展情况如图 5 所示。 

 

图 5  教研活动开展情况 

通过图 5 可得，平均每个教研室开展活动 5.91 次/学期，

表明每个教研室非常重视基层教学组织活动，但活动大部分



限于基本教学教学活动（教学文件讲解、磨课）等，建议教

研室在教学研究、教学建设等方面多开展活动。 

（六）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对各学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词频分析（图 6），发现

教师、学生对实践教学、教学方式、课程思政的关注度比较

高。 

 

图 6 词频统计 

（七）学院特色工作 

对各学院的特色工作进行词频统计，如图 7 所示。 

 



图 7 特色工作词频统计 

从图 7 可得，各学院对课程思政、竞赛育人的投入度比

较高，分别对关键词进行追踪，总结各学院教学检查中的亮

点工作，还包括试卷命题、毕业论文、社会服务、师资队伍

建设等，具体详见表。 
表 2  各学院的特色工作 

学院 特色工作 

劳动关系学院 
新文科建设、一流课程建设、专业群建设、课程思政、校

内外实践教学基地 

工商学院 试卷命题、毕业论文 

会计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建设、社会服

务渠道，会计文化节 

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科研思政、竞赛育人 

智能工程学院 学科竞赛 

人文学院 项目制教学、学科竞赛、劳动教育、教学质量、交流学习 

通过座谈会的主要问题和学院特色工作可看出，学院在

课程思政、教学方式方面比较关注，但在质量方面还需进一

步提升。 

（八）后期主要工作 

各学院期中后期的主要工作如图 8。 



 

图 8 各学院后期主要工作 

从图 8 可得，学院后期的工作主要聚焦在期末考试、课

堂质量、毕业论文、实践教学方面等基本教学规范方面，在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教学研究与建设、专业建设等方面缺乏，

具体各学院后期工作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学院后期主要工作 

学院 后期主要工作 

劳动关系学院 磨课、期末考试、毕业论文、实践教学基地 

工商学院 闭环材料、课堂教学 

会计学院 课程思政双师双能性教学团队建设、科研工作 

信息工程学院 毕业论文、期末考试、试卷资料、课堂秩序 

智能工程学院 课程群、课程思政、期末考试、开放性实验项目 

人文学院 
教学研究、课堂教学、一流课程、校园文化、队伍建设、

教研活动 

二、教务处专项检查 

教务处组织了校内专家对本学期期末考试试卷命题质

量、调课等情况等进行了专项检查，具体检查结果如下： 



（一）期末考试试卷命题专项检查 

此次教学检查共抽查 80 份试卷，全校平均分为 96.775，

各院（部）具体检查情况见表 4。 

表 4 各院（部）期末教学检查汇总表 

开课部门 平均分 排名 

劳动关系学院 99.000 2 

工商学院 97.667 4 

会计学院 97.000 6 

艺术学院 94.778 10 

信息工程学院 98.333 3 

经贸学院 95.889 9 

智能工程学院 97.000 6 

人文学院 97.667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90.667 11 

体育教学部 96.500 8 

学生工作部 90.500 12 

团委 100.000 1 

对专家建议进行统计分析，在专家提出的意见中，试卷

格式不规范问题占比最小，如图片不清晰、教研室审核签字

等，表明试卷的基本规范问题已落实。其次为卷面质量，如

部分考查课论文题目偏大、部分试卷 AB 卷区分度不是很明

显等，再次为评分标准，最后为客观题型占比。专家检查提

出的问题已反馈至各院（部），并要求各院（部）及时修正。 

（二）调课专项检查 

截止到 2021 年 7 月 1 日，各二级学院总上课学时为

71640 学时，其中调课学时 2327 学时，全校平均调课率为

3.31%，各二级学院调课率情况见表 5。 

表 5 各学院调课情况 

开课院（部） 调停课课时 总课时 调课率 

工商学院 302 6520 4.63% 



劳动关系学院 128 3536 3.62% 

信息工程学院 434 13051 3.33% 

学生工作部（处） 74 1330 5.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8 5145 3.85% 

人文学院 289 9005 3.21% 

会计学院 165 7339 2.25% 

智能工程学院 204 4258 4.79% 

艺术学院 155 11805 1.31% 

经贸学院 424 9651 4.39% 

全校合计 2373 71640 3.31% 

 

教务处召开学生座谈会 

为推进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教务处于 2021年 6

月 17 日在明德楼 176室召开了学生座谈会暨处级干部联系

班级会议，参会学生为 2019 级物流管理 2 班计 18名学生，

会议由教务处处长李全海主持。 



 

座谈会上，学生结合自身学习生活实际，围绕“报考学

校的初衷”“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认知”“大学四年的规

划”等问题，就专业课程建设、第一二课堂、实习实训、信

息沟通共享、考研就业、校园安全管理、学生生活条件改造、

文明素养提升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同时学生们特别表达出

了希望学校能早日建成高水平应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愿景。李

全海认真听取了每一位同学的发言、并就学生提出的意见耐

心进行了解答。 

座谈会现场气氛活跃，学生们敞开心扉，共话成长，畅

谈未来。李全海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生活，多探讨，鼓励大

家沉下心认真思考专业背后的每一个细节，多看书学习，提

升自身的学习能力，无论考研或就业，希望同学们尽早找到

自己的定位并付诸努力。 



同步设计了学生问卷，通过学生视角对人才培养质量进

行了实证研究。 

学生调查问卷数据分析情况如下： 

一、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共有 70 道题（59 道单选题、10 道多选题、1 

道非必填填空题，文本量 1981字），指标如表 6所示。 
表 6 问卷设计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志愿选择 
A11生源地  

A12报考渠道  

B学习经验 

B11课程学习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兴趣 

学生课前预习 

教师课前准备 

课堂教学 

课后作业 

课后辅导 

期末考核 

实习实训 

B12课外学习 

图书馆查阅资料 

网络学习 

参加学术讲座、沙龙 

使用学生实验室等 

课外与老师、同学的交流 

B13学习环境 

图书馆 

实验室 

多媒体教室 

校园网络 

C生活经验 
C11课外活动  

C12生活环境  

D就读收获 
D11能力重视程度  

D12能力发展程度  

E职业规划 

E11考研  

E12就业  

E13考公  

E14考证  

二、问卷情况分析 



1．答题时间 

本次问卷共有 70 道题（59 道单选题、10 道多选题、1 

道非必填填空题，文本量 1981 字），学生答题时间平均数

为 512 秒，中位数为 498 秒，按中位数 498 秒计算，约 

7.11 秒钟回答一道题。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828 字，按阅读

阶段分处于速读（精读 300-500 字，粗读 500-800 字，速

读 800-1000 字），主观题有效答案平均字数 15 字，结合

问卷均使用简单和重复文字，可认为大多数学生速读了题

目，并未胡乱选择，问卷数据较真实有效。 

2．提交渠道 

本次下发的问卷可以通过电脑网页、手机网页、微信端

提交，但有高达 96.48%的问卷通过微信提交，证明微信对

学生的接受度和便捷性很高，今后的教学调查、通知发布等

工作应多使用微信、智能化教务系统开展。 

3．响应时间 

问卷调查工作于 6 月 21 日 09:00 通过教务处教学运

行科向学生发布，在半小时内完成了 17%，6小时内完成了 

68.42%，证明了学校管理人员的高效性和信息化管理的便捷

性，目前的工作完成响应时间可在四小时内（图 9）。 



 

图 9  问卷提交情况 

三、问卷整体得分情况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了工商学院 2019 级物流

管理 2班学生的调查资料，并采用 spss21,matlab 对所得数

据进行研宄分析，得到了其就读经验的调查结果。从总体上

来看，2019 物流管理 2班得分为 8.6806 分（总分 15 分），

在整体上处于中等以上水平。 

基本情况如图 10所示。 

 

图 10  学生基本信息 



前 50%学习成绩学生中含 19 名女生，占比 19/38=50%,

女生班干部全部 100%进入成绩的 50%，前 50%的学生中含 4

名男生，占比 10.52%,其中男生班干部占 50%。 

2.报考初衷 

描述性统计分析如图 11所示。 

具体来看，其中 55.6%的学生会考虑学校所在的城市，

52.4%的学生是根据报考指南+专业爱好选择学校，还有

41.4%的学生根据学校声誉择校，32.8%的学生是专业调剂

（非第一志愿）。 

 

图 11  报考初衷统计分析 

同时开展了 18 名学生的座谈，座谈会上部分学生反映

的报考初衷和调查问卷结果一直，均是通过“地域优势-报

考指南-专业大类-分数区段-学校宣传”途径报考。 

3.从学习经验方面看：学生的课程学习状况的均值在

8.5974 之间，说明学生在课程学习得分偏向于“符合”。

课外学习状况均值在 9.117，说明本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强。校园学习环境的均值在 8.76，多媒体使用得分 8.27，



低于学习经验 0.3274，实验室使用情况得分 7.26，低于学

习经验 1.33，说明部分学生对硬件学习环境存在一定的不

满意。 

4.从生活经验方面来看：学生的生活经验状况均值为

8.844，其中和老师的关系得分 8.6，低于一级指标 0.24，

说明老师整体上对学生的关系不够。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均

值为 8.24，其中参与最多的是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参与

最少的是自主创业活动。 

5.关于生活环境这一问题上，学生对校园卫生比较满

意。 

 6.从就读收获来看，学校对学生能力重视程度的均值

为 8.5223，说明学校对学生能力发展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另外，从学生自身能力发展的评价来看，大部分都在 8.7

以上，说明学生自身能力发展处于中等以上水平，但是在有

关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发展得分值均低于平均值，说明部分

学生的人文素养有待提高。  

四、交叉变量分析 

4.1 志愿选择差异（自变量）和在学习生活各层面(因

变量)的差异分析 

（1）不同志愿选择的本科生的就读情况的差异 

采用单因素分析法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学习经验各

层面的差异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不同志愿学生在各方面的差异 

学习类型 志愿选择 均值 标准差 
F(一个自

变量) 
sig 

课程学习 
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专业 23.11 5.473 1.190 0.034 

高考填报志愿时调剂专业 22.89 5.524   



入学后转专业     

课外学习 

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专业 15.18 3.721 2.443 0.087 

高考填报志愿时调剂专业 14.99 3.654 0.091  

入学后转专业     

学习环境 

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专业 17.85 3.659 18.08 0.000 

高考填报志愿时调剂专业 17.42 3.440 0.086  

入学后转专业     

课外活动 

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专业 13.91 3.038 0.982 0.375 

高考填报志愿时调剂专业 13.98 2.967   

入学后转专业     

生活环境 

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专业 17.58 3.718 7.108 0.001 

高考填报志愿时调剂专业 17.39 3.611   

入学后转专业     

能力重视

程度 

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专业 22.92 4.234 27.769 0.000 

高考填报志愿时调剂专业 22.25 4.189   

入学后转专业     

能力发展

程度 

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专业 52.96 10.018 8.390 0.000 

高考填报志愿时调剂专业 51.85 9.846   

入学后转专业     

职业规划 

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专业 12.38 1.36 1.35 0.092 

高考填报志愿时调剂专业 12.64 1.28   

入学后转专业     

由表 7可知：在课程学习层面，Ｆ值为 1.190，显著性

ｐ=0.304 大于 0.05，说明不同志愿选择的学生在课程学习

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课外学习层面，Ｆ值为 2.443显著

性ｐ为 0.087 大于 0.05，这说明不同志愿选择的学生在课

外学习上也没有显著性差别。在学习环境层面，Ｆ为 18.08，

ｐ值为 0 小于 0.05，说明不同专业选择的学生在学习环境

满意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总的来说，高考后被自己所选择

的专业录取的学生对学习环境的满意度高于被调剂和转专

业的学生。 

在课外活动层面Ｆ为 0.982，ｐ值为 0.375，这说明在

不同志愿选择的学生在课外活动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生

活环境层面Ｆ为 7.108，ｐ值为 0.001 小于 0.05，这说明不



同志愿选择的学生在生活环境层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能力重视程度方面其Ｆ值为 27.769,p=0，这说明不

同志愿选择的学生对学校在学生能力重视程度这一问题的

看法上是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在能力发展程度方面其Ｆ值为

8.390,p=0 这说明不同志愿选择的学生在自己能力发展程

度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学校对学生能力发展的重视程度这一问题上，被高考

志愿录取的学生与被调剂的学生之间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Ｐ<0.05），很显然被高考志愿录取的学生认为学校对学

生的能力发展更重视. 

在职业规划上，78.9%的学生对自己职业未来职业有着

清晰的规划，57.89%学生准备考研，39.47%学生想直接就业，

高考志愿录取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总的来说，被高考第一志愿录取的学生对自己的本科学

习生活更满意。 

（2）不同性别本科生在就读方面的差异 

具体差异分析如表 8 所示。  
表 8不同性别本科生在就读方面的差异 

指标 性别 N M S F sig T sig 

学习经验 
男 15 55.60 10.303 16.441 

.000 -2.411 .016 
女 23 56.14 9.413  

生活经验 
男 15 50.92 8.054 21.444 

.000 -0.983 .0326 
女 23 51.09 7.268  

就读收获 
男 15 75.75 13.672 10.052 

.002 1.466 .143 
女 23 75.31 12.812  

职业规划 
男 15 23.04 10.12 15.33 

0.102 - - 
女 23 22.18 9.86  

由表可知，经过经 Levene 法的Ｆ值检验，学生在学习

经验、生活经验、就读收获、职业规划四个方面的ｐ值分别



为 0、0、0.002、0.102，因此学习经验、生活经验和就读

收获三指标重新进行了二遍 T值检验。 

其中学习经验量表中的Ｐ值为 0.016 小于 0.05，而生

活经验量表中的Ｐ值为 0.326，就读收获量表中的ｐ值为

0.143，职业规划的 P 值为 0.102，均大于 0.05，这说明男

女生在学习经验、生活经验、就读收获、职业规划方面都存

在显著差异，学习经验方面，男生均值为 55.60，女生的均

值为 56.14，这说明女生比男生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活

动，女生比男生学习更踏实，女生比男生更加积极的参与课

外学习，男生比女生更加满意自己的生活环境；在就读收获

方面，男生认为自己的能力发展较多。职业规划方面，男生

倾向于就业或创业，女生倾向于考研。 

（3）教学环节与学生满意度 

对于课堂教学学生选择非常满意、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学

生占到 72.3%，不满意的为 27.7%，对于课堂学习的效果和

收获，学生也进行了评价，分解到各教学环节，18.42%的学

生认为本学期课程安排不合理，21.05%学生在课前没有预习

相关联的知识任务。15.7%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中没有阐

明所授课程在整个人才培养环节中的地位和作用。13.1%的

学生表示能及时获得教师答疑或辅导。 

4.2 影响因子分析（本科教学环节质量标准） 

（1）教师课前准备、教学方式、辅导答疑、作业布置、

学生课前预习等与课堂教学效果的满意度（指标 67-69、学

评教要素 21-22-23）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具体如表 9-10 所示。 
表 9教学环节质量与课堂教学效果的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要素 Pearson 相关-标准格式 

 课堂学习效果和收获满意度 

课前教师准备 0.5187 

课中教学方式 0.6897 

课后辅导答疑 0.5508 

课后布置作业 0.328 

学生课前预习 0.5912 

P=0.01 

“教师课前准备”“课中教学方式”“课后辅导答疑”

对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就呈现了 0.01 水平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表 10教学环节质量与课堂教学效果的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vif 

R2 F 

要素 B 标准误 Beta 0.436 

 

2379.618 

课前教师准备 -0.216 0.047 0.288 -4.634 0 2.17 

课中教学方式 0.0118 0.002 0.412 7.823 0 3.45 

课后辅导答疑 0.216 0.014 0.177 15.935 0 2.012 

课后布置作业 20316 0.009 0.152 20.698 0 0.86 

学生课前预习 0.333 0.011 0.314 31.28 0 1.65 

因变量：课堂学习效果满意度 

D-W值：2.026 

将“教师课前准备”、“教学方式”“教师答疑辅导”

和“学生课前预习”作为自变量，将“课堂学校效果满意度”

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可以看到：模型通过 F 检

验(p=0.000<0.05)，意味着研究模型具有意义，“教师课前

准备”、“教学方式”、“教师答疑辅导”和“学生课前预

习”至少一项会对“网络学习方式和安排满意度”产生影响

关系。模型 R方值为 0.436，意味着“教师课前准备”、“教

学方式”“教师答疑辅导”和“学生课前预习”可以解释“课

堂学校效果满意度”的 43.6%变化原因。另外，针对模型的

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中 VIF 值均小于 5，意味



着不存在着共线性问题；并且 D-W 值在数字 2 附近，因而

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样本数据之间并没有关联关系，

模型较好。 

分析可知：“教师课前准备”的回归系数值为

0.381(t=28.148，p=0.000<0.01)，“教师答疑辅导”的回归

系数值为 0.216(t=15.935，p=0.000<0.01)，“学生课前预

习”的回归系数值为 0.333(t=31.28，p=0.000<0.01)，意味

着“教师课前准备”、“教师答疑辅导”和“学生课前预习”会

对“课堂学习效果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对比

标准化系数（Beta）发现，影响力大小顺序依次为“教学方

式”、“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前准备”、“教师答疑

辅导”、“课后布置作业”。 

这意味着，在课堂学习中，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对整个

课堂教学的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学生在课前是否

充分预习大大影响着学生课堂效果学习的满意度，面向学生

的问卷反馈的客观数据显示，其中，教师的引导性比学生的

自主性对于教学效果的影响更大。 

五、学生遇到的问题 

1.教学资源 

（1）部分实验室（明远楼 C308）机器老化，大型可操

作实验设备偏少。（实验（实训）管理中心） 

（2）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的平台需要

加强。 

（3）图书馆存在占位现象。（图书馆） 



2.生活条件 

（1）宿舍楼公共卫生间晚上 23点停水，宿舍两侧没有

垃圾桶。（后勤管理处） 

（2）操场建议修一修草皮。（后勤管理处） 

（3）混合宿舍学生的上课作息时间不一致，学生活动

会受到一些干扰。（学生工作部） 

六、结论与建议 

此次座谈会及问卷凝聚了学生的智慧与力量，促进了师

生沟通交流，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深化综合改革提供了有

利条件。学校从学生视角收集了一些问题，将及时反馈相关

部门进行整改。 

学校完成教材评估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校教材选用与评估工作，及时把

握教材使用信息，保证优秀教材进课堂，发挥优秀教材的示

范和辐射作用，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7 月 6日学校组织开

展了 2020-2021学年教材评估工作。原则上，参评教材数不

少于各院（部）教材总数的 10%，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样本抽

样进行评估，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2020-2021学年教材评估结果统计表 

序号 学院 
评估教材 

数量 

100—90

分值段 

89—80 

分值段 

80 分以

下分值

段 

1 劳动关系学院 4 4     

2 工商学院 8 8     

3 会计学院 6 6     



4 艺术学院 11 9 2   

5 信息工程学院 8 8     

6 经贸学院 10 8 2   

7 智能工程学院 8 8     

8 人文学院 14 11 2 1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2     

10 国际交流学院 2 2     

11 体育教学部 1     1 

12 招生就业处 1 1     

13 学生工作处 1 1     

 
教务处完成学业导师检查工作 

为规范学业导师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务处于

2021 年 8 月 5 日会同二级学院进行了学业导师指导质量专项

检查。通过各学院学业导师总指导人数，每个学院抽取了

10%比例的指导教师共计 33 位教师，专项检查小组由 8 位教

学院长和 8 位教研室主任共计 16 位检查人员组成。检查情

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1 2020-2021学年春季学期学业导师指导检查情况一览表 

学院 平均分数 排名 

劳动关系学院 89.33 3 

工商学院 84.25 8 

会计学院 83.50 7 

艺术学院 93.00 2 

信息工程学院 87.00 5 



经贸学院 96.00 1 

智能工程学院 88.50 4 

人文学院 85.80 6 

对专家检查的问题进行汇总，在专家提出的意见中主要

包括三方面。一是指导记录质量，如指导内容简单，未体现

思想教育与学风引导等；二是根据学生个体差异进行的个性

化指导不丰富；三是指导记录格式规范问题，如字体不一致、

格式不统一等。专家检查提出的问题已经反馈至各学院，请

各学院根据专家意见进行及时修正。 

学业导师工作关乎到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望各导师工

作做到“三总”，即有计划、有记录、有总结，能合理利用

各种资源正确引导学生，能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学生做

到集中指导与分散指导相结合。 

合理利用信息化资源，做好学生的学业规划和选课指导

工作，能积极指导学生学业规划、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个个

性特点，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制定学业规划，并根据不同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个性化选课指导。 

 



★评估聚焦 
教务处牵头完成预评估期间本科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采集 
根据预评估工作要求，在教育部状态数据采集尚未开放

的情况，组织各部门填报，多次召开协调推进会，并人工对

各项数据进行分析，完成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分析报告。

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查缺补漏，推动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教务处完成评估评建“四类”材料任务 
一是 14 个观测点的支撑材料。包括支撑目录、佐证材

料的修订、梳理和完善。二是 52 项汇编材料。包括人才培

养方案汇编、教学管理制度汇编、教学资料模板汇编、课程

教学大纲等。三是两类专家案头材料。预评估前，完成 7

大项 13 种专家案头材料；预评估期间，组织完成专家临时

调阅案头材料（含试卷、论文等）的审核把关提报，做好专

家听课等任务安排。四是 65 项一键出材料，同步开展数据

分析，理清下一步工作改进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