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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秋季学期 

期中教学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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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周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教务处会同各二级学

院对信息化教学、教学文件、2018-2019 学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

补考阅卷、调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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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相关材料的方式进行。 

二、教务处专项检查情况 

本次教学检查，教务处组织了校内专家对 2018-2019 学年

春季学期期末考试补考试卷、课程信息化、调课等情况等进行

了专项检查，具体检查结果如下： 

（一）2018-2019 学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补考试卷 

此次教学检查共抽查 32 个场次试卷，全校平均分为

95.547，各二级学院补考试卷阅卷规范具体检查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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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二级学院试卷阅卷规范检查情况 

学院 课程名称 分数 总分 平均分 排名 

智能工程学院 安全法律法规 96.5 

394.5 98.625 1 
智能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 98 

智能工程学院 电路 100 

智能工程学院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100 

人文学院 第二外语 2（日语） 97.5 

389.5 97.375 2 
人文学院 大学英语 B2 98 

人文学院 商务英语笔译 95 

人文学院 综合商务英语 4 99 

会计学院 财务报表分析 99.5 

384.5 96.125 3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100 

会计学院 高级财务会计 93 

会计学院 会计学 92 

信息工程学院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95.5 

384.5 96.125 3 
信息工程学院 微积分 2 94 

信息工程学院 c#程序设计 99 

信息工程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96 

劳动关系学院 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 97 

382 95.5 5 
劳动关系学院 逻辑学 98 

劳动关系学院 劳动经济学 98 

劳动关系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89 

经贸学院 金融学 B 97 

375 93.75 6 
经贸学院 证券投资学 99 

经贸学院 微观经济学 88 

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学 91 

工商学院 广告原理与实务 88 

374 93.5 7 
工商学院 运输管理 98 

工商学院 企业文化 94 

工商学院 管理学 94 

艺术学院 传播学概况 96.5 

373.5 93.375 8 
艺术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 90 

艺术学院 世界现代设计史 96 

艺术学院 合唱训练与指挥 1 91 

（二）2018-2019 学年秋季学期调课情况检查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6 日，各二级学院总上课学时为 89362

学时，其中调课学时 2376 学时，全校平均调课率为 2.2363%，

各二级学院调课率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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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二级学院调课率情况 

开课单位 已调课时 总上课课时 调课比率 

国际交流学院 2 804 0.248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2984 0.5362% 

艺术学院 184 16364 1.1244% 

劳动关系学院 104 6244 1.6656% 

信息工程学院 306 16054 1.9061% 

会计学院 198 8176 2.4217% 

工商学院 272 8040 3.3831% 

人文学院 410 10016 4.0935% 

智能工程学院 452 10888 4.1514% 

经贸学院 432 9792 4.4118% 

（三）教学大纲专项检查 

为了解各二级学院教学大纲制定情况，发现和解决课程教

学大纲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其他课程教学大纲制定

工作积累经验，本次教学检查随机对各学院通识课、学科基础

课和专业核心课的教学大纲、实践教学大纲撰写情况进行检

查，并将教学大纲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反馈并进行整改，以便进

一步提高学校课程教学大纲的质量，更好的完成汇编工作。 

三、问题和整改建议 

（一）期末试卷检查：《广告原理与实务》《国际贸易学》、

《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命题计划表不

规范；《微观经济学》封面内容和内部资料不一致； 《劳动

经济学》试卷成绩改动太多；《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存档材料

装订顺序错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评分标准表使用版本不

正确；《合唱训练与指挥 1》无考核实施方案。 

（二）教学大纲检查：字体、字号、空行、空段，行间距、

页眉页脚、标点符号、错别字等较多；在学时分配中，有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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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纲把课外学时加在总学时里，导致合计学时和人才培养方

案规定课时不一致；实验/实训教学大纲中，学时分配也存在不

一致现象；课程类别、课程代码、学时学分存在和人才培养方

案不一致等。 

（三）各院（部）要对教学检查发现的问题，认真研究与

分析，切实制定好下一步整改措施。发挥好教研室作为基层教

学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多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加强教学经验交

流。加强青年教师教学技能训练和专业素养培养，以教研室为

单位，落实好日常教学工作，帮助学生更为全面理解和掌握所

学专业知识，从整体上提高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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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秋季学期教学建设活动 

一、举办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专题讲座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要求，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工作，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

推进课程改革创新，11 月 20 日下午，教务处邀请吉林大学教

授张汉壮作了题为《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一流课程建设与实

践》的专题讲座，会议由副院长邹坤萍主持，全体教师参加了

活动。 

 

 

 

 

 

 

 

 

 

张汉壮结合自身丰富的课程建设经验，重点从课程建设目

标和实践两个层面详细讲解了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的思路和

方法，同时强调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细致化、长期化的工

程，必须不断打磨、不断完善、不断成熟。所谓“十年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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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树人”，课程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必须脚踏实

地抓建设，立足未来谋发展。讲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

高屋建瓴的理论阐述，又有扎实落地的案例分析，参会教师纷

纷表示受益匪浅、深受启发，对我校课程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

作用。 

邹坤萍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学校全体教师积极投身于一流本

科课程建设工作中，建设线上一流课程、线下一流课程、线上

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和社会实践

一流课程。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全校师生的共同努

力下，抢抓机遇，立足新时代，以敢于担当的主人翁精神，实

现让课程优起来、教师强起来、学生忙起来、管理严起来、效

果实起来，为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

斗。 

二、举办 2019 年度第三期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专题培

训会 

进一步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教务处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23 日举办了第三期校级在线开放课

程理念、设计与实践专题培训会。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

的负责人及其成员、有兴趣建设在线开放课程教师等 40 余名

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会，会议分别由教务处处长孙丽雅、程合

彬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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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会邀请了超星、智慧树在线平台专家、2018 年校

内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老师进行了专业培训，超星、智慧树专家

在“在线开放课程相关政策”、“课程拍摄流程”、“课程展

现风格”等方面，对课程中的信息收集、课程定位、知识点梳

理、场景设计、形体语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2018 年建

课教师张洪民、杜婷婷结合自身建课的经历，介绍了在线开放

课程的整个流程、各个环节的技巧，并结合相关案例讲解了视

频制作的注意事项。最后参会人员就自身建课遇到的问题开展

了热烈的交流讨论，专家对每位教师的提问进行了耐心解答。

参会老师们不仅掌握了在线课程的建设流程与应用技巧，同时

结合自身课程建设中的体会，加深了对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和

方法的思考与探究。 

本次培训会旨在提高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水平，改变传统教

育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为建设在线开放课程的

广大教师搭建一个良好的经验分享与交流平台。参会教师受益

匪浅，不仅掌握了在线课程的具体建课流程与应用技巧，同时



 8 

激发了对新型课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思考与探究。 

三、教务处举办混合式课程设计与建设专题培训 

为深入推进学校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全面提升教师信息

化教学能力，促进教师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开展混合式

课程建设，12 月 4 日下午，学校邀请清华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

资深培训师徐利，举行了混合式课程设计与建设暨在线教育综

合平台（优慕课）使用专题培训，会议由教务处副处长、教师

发展中心主任阮梦黎主持，各教学单位部分教师参加了培训。 

徐利以“基于‘金课’要求的混合式课程设计及建设”为

主题，阐述了混合式教学的意义与思路、混合式课程的设计与

建设方法，以及如何利用在校教育综合平台进行混合式教学实

施。他以具体课程为例，向教师们介绍了教学单元设计、教学

资源利用、学习效果统计、生师互动手段及过程评价形式等教

学实践方法，形象细致地演示了如何建设一门混合式课程。最

后，针对实际建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徐利与参会教师们进行

了充分交流，并对教师进行了针对性指导。 

会后教师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能够更好地掌握混合



 9 

式教学的要领，熟悉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应用方法，不断提高自

身的教学水平。 

四、2019 年度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 

为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不断加强我

校实验教学优质资源建设与应用，着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实

践育人水平，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申报和评审工作。 

经过个人申报和二级学院推荐，教务处组织校外和校内专

家进行了评审，最后确定立项建设 5 个项目，学校将会按照申

报类别要求择优推荐参评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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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秋季学期教学提升 

与午间沙龙活动 

一、 编撰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为进一步健全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常态监测机制，不断提升

本科教学质量水平，教务处负责编撰 2018-2019 学年的本科教

学质量报告，质量报告立足于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学工作状

况，围绕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要素，以重要文件为基础，

从学校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育教学基本情况、师资与教学条

件、教学建设与改革、专业培养能力、质量保障体系、学生学

习效果、特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8 个方面，反映学校本

科教育教学的现状。 

二、 召开 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学生座谈会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落实以本为本、四个回

归，切实做到以教学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11 月 28 日

下午，学校在明德楼 668 会议室召开学生座谈会，认真听取学

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副院长邹坤萍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教务处处长孙丽雅主持，教务处全体工作人员、各二级

学院 24 位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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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学校领导及教务处工作人员认真听取了学生代表对

于教学工作的意见。在交流中针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内容

的组织、教学进程的安排以及课程设置等问题与学生进行了充

分沟通，并及时解答了学生的疑惑。 

邹坤萍针对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求职能部门认真

梳理，逐项分析，针对问题清单实行销号管理，尽快制定整改

措施，抓好落实。她强调，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是学校的使

命和任务，学校一直高度重视教学工作。下一步，一要进一步

加强教学管理工作，真正做到让课程优起来、教师强起来、学

生忙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二要逐步提升青年教师

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通过教学质量检查、教师教学比赛、

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等多种形式，促进教师教学能力和教

学效果的提升。三要不断加强学风建设，同学们要注重培养主

动学习意识，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路学，珍惜大学时光，勤奋

学习，学有所成，学有所获。要充分发挥班级学生干部的示范

带头作用，通过以点带面，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做出努力。 

三、 开展 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午间教学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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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午间教学沙龙围绕“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开展，

具体专题包括教学设计与高效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翻

转课堂、对分课堂、探究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的应用，信息

技术手段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课堂思政在教学中的运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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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现已开展六期教学沙龙专题，包括教务处副处长阮

梦黎的“扬工匠精神、育桃李满园”、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刘

乃文的“三尺讲台献初心”、纪委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岩的“匠

心独造 打造精彩课堂”、会计学院副院长鞠永强的“微案例

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家学的“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智能工程学院高红

芬的“如何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教师”，提高了教师教学能力，

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学习交流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经验和教学

手段的平台。 

四、 举行 2019 年教师课堂教学技能展示活动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文件精神，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平，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

高，11 月 30 日，学校举办 2019 年教师课堂教学技能展示活动。

学校领导冯庆禄、李明勇、董以涛、邹坤萍出席活动，往届山

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获奖教师担任主持人，学校专兼职

教师观摩了本次教学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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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单位按照学校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活动月要求，对教

学展示活动高度重视，精心准备，认真组织全体教师参加本单

位教学展示，用各种形式创新课堂教学，提升教学水平，推动

课堂革命。 

学校党委书记冯庆禄进行了总结点评。他表示，本次课堂

教学技能展示活动涉及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充分肯定参加展

示教师积极认真的态度、教书育人的风采和扎实的教学基本

功，同时也指出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希望教学单

位和职能部门齐心协力、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为本科教学合

格评估打下坚实的基础；全体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要

建立自身良好的教学习惯，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以

参赛展示状态投入到每一次课堂教学中，通过各种方法提高课

堂教学效果，为打造学校一流课程奠定坚实基础。党委副书记

李明勇、副院长董以涛、副院长邹坤萍也分别在各组进行了点

评和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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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召开毕业实习工作部署会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毕业实习教学管理，实现毕业实习教

学目的，保证 2020 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工作正常有序进行，12

月 24 日下午，教务处召开毕业实习工作部署会，会议由教务

处处长孙丽雅主持，各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首先共同研究学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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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工作的通知》。孙丽雅强调应加强毕业实习

学生的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和安全教育，严格分散实习管理工

作，同时应利用“校友邦大学生实习实践平台”加强实习过程

信息化管理。 

与会人员就毕业实习工作部署和相关文件进行了深入探

讨交流，确保毕业实习工作顺利开展。 

六、 召开“校友邦大学生实习实践平台”培训 

为进一步落实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普通

本科高等学校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鲁教高处函[2019]49 号）

文件精神，强化毕业实习管理，保证毕业实习教学效果，12 月

27 日下午，教务处在博识楼 107 机房举办了“校友邦大学生实

习实践平台”使用培训。各二级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秘书、

部分毕业实习指导教师等 60 余人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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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技术人员介绍了实习实践平台的总体情况、系统功

能和优势。目前全国有 400 多所高校使用校友邦平台，其系统

成熟、稳定，功能符合实习教学管理的需要。技术人员按照二

级学院管理员、专业负责人、指导教师、学生等角色分别进行

了操作演示，从实习计划创建、实习项目设置和实习过程监控

等方面进行了讲解。通过系统的讲解、直观的操作、现场的辅

导交流，与会人员对平台有了全面的了解，培训圆满成功。 

此次培训，意味着“校友邦大学生实习实践平台”在我校

全面启用，也标志着我校实践教学管理向信息化和精细化又迈

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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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秋季学期教学制度建设和
教研教改课题 

一、教学管理制度建设 

为规范教学管理，提升教学质量，本学期教务处重点推进

制度建设工作，目前共出台《山东管理学院学分制课程重修管

理办法》《山东管理学院调课管理办法》《山东管理学院学籍

学历电子注册方法》《山东管理学院学分制选课管理办法》《山

东管理学院学生学业考核工作管理办法》《山东管理学院全日

制学生学分制管理规定》等制度，坚持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

抓制度落实，努力规范教学管理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章

必循、循则必严，严而有度”的教学原则。 

二、2019 年度校级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 

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加强内涵建设，深化本科

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开展了 2019 年度校

级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的立项工作，经过个人申报和各二

级学院推荐，校内外专家评审，院长办公会审议，共立项 45

个项目，其中重点项目 14 个，一般项目 31 个（包括专项 21

个和自主选题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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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秋季学期考试情况 

一、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课程考核情况 

2019 年下半年，共组织了三批次的考试：2018-2019 学年春

季学期期末补考、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1-9 周）课程结课

考核、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核。其中，期末补考共

组织集中考试 160 场次 1292 人次，分散考 700 场次；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1-9 周）课程结课考核共组织集中考 8 场次 260

人次，分散考 56 场次；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核排考

工作已经完成，计划组织集中考 896 场次 34331 人次，分散考

1017 场次。 

二、组织在校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2019 年 10 月 26 日组织 2016、2017、2018 级学生报名参加

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补考。全校共有

3524 名学生报名参加测试，完成学生报名、上传考生信息、照

片、打印准考证、机房调试等工作，目前处于打分环节。 

三、组织 2019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12 月 14 日，2019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我

校考点顺利举行。本次考试我校考生报考人数达到 5992 人，

创历史性新高，按照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要求，本次考试

启用了新建成的标准化考场。 

学校高度重视四、六级考试工作，考前成立了考试领导小

组和考试工作小组。12 月 10 日下午，副院长邹坤萍主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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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协调会，邹坤萍从外部保障、考务安排、考风考纪等方面

进行了部署，并对各职能部门在考试中的职责分工进行了详细

说明，要求考试各项工作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层层落实、

责任到人，确保本次考试顺利进行。 

12 月 11 日中午，教务处组织召开了全校监考教师的考前

考务培训会，传达了山东省招生考试院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考务工作会议精神，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培训。 

12 月 14 日，院长邹广德、副院长邹坤萍亲临考试现场进

行巡考。邹广德院长特别强调，考试入场严格执行封闭区和考

场两道安检程序，监考教师和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考务工作规范

的要求，认真履职尽责，确保考务工作零失误。 

12 月 14 日下午，山东省招生考试院领导莅临我校进行现

场检查指导，对我校为此次考试的考试管理、应急处理办法、

考场环境、考风考纪等工作做出了充分肯定。 

本次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和考务人员各司其职，认真负

责，各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违纪考生数为零。教务

处、学校办公室、学生工作部（处）、后勤管理处、安全保卫

处、实验（实训）管理中心、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以及各二级学

院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全力做好各项工作，确保

了考试过程的安全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