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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教学督查工作通报
一、基本情况
11 月份，校院两级督导队伍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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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立德树人，围绕“学生忙起来、教师强起来、管理严起来、
效果实起来”开展听课和巡查工作。截至 11 月底，29 位专兼职督导员共听评课 285 节
次，涉及 12 个教学单位 151 位教师的 125 门课程。 12 个院部督导组 11 月份共听评课
222 节次。
二、主要优点
教师责任心强，准备比较充分；课堂教学进展顺利，一批新教师注意积累教学经验，
水平能力逐渐提高；一批新入职的高职称教师身教言传，在教书育人上发挥了很好的作
用，受到学生赞赏。理论课进度比较合理，教师讲授比较清晰；实践课能够细致安排，
注意实践能力培养。
三、主要问题
1.部分教学内容陈旧，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思想及时进入课堂还不够；
2.部分 PPT 制作不够精细，图片模糊、文字偏多，个别出现外校校名和校训；
3.实践教学薄弱，实习等安排不够细，应用操作不够饱满，有的教师指导不及时；
4.管理不够严格，学生在教室吃早餐的还比较多，迟到的还比较多，新上智慧教室
有桌子损坏的。
四、督导工作改进
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校督导组做了如下改进：
1.扩大队伍，改进机制。校级督导员队伍由 29 名增加至 35 名，力量更强，结构更
合理；将教学院长兼院（部）级督导组组长改为由专家教授担任，体制更加顺畅。
2.强化评价，及时反馈。为更好地体现“以督为手段，以导为目的”，进一步发挥
督导员作用，消除其打分顾虑，从 11 月起仅向各教学单位反馈听课评价和建议。
3.综合平衡，合理打分。为解决评价尺度不统一，分数离散的问题，我们专门召开
会议，使大家统一了认识，促进了评价成绩的相对平衡，防止了系统误差。
4.改进听课，突出重点。为避免漏听，11 月统计公布了本学期 9、10 月听课情况，
当时有 219 人空白，并请督导人员予以重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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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标准，形成体系。为解决听课评价表中十项内容有的不好掌握、成绩分段不
够合理的问题，修订了《督导员听课评价表》《管理干部听课评价表》，改进了《实验
实践教学评价表》，新增了《辅导员听课评价表》，制定了《山东华宇工学院听课制度》。
五、下一步工作重点
针对下一阶段时间上进入学期末期，人员上增加了新督导专家，体制机制上有所调
整等新特点，重点突出以下两点。
1.校院两级督导联动。校督导组依靠、服务、指导院督导组，目标一致，各有侧重，
形成合力；院督导组与院教学行政领导尽快适应新的机制，目标一致，各有作用，相互
支持。
2.提升督导质量。督导员在听课时要做到全面覆盖，独立评价。组织听与随机听相
结合，单人听与多人听相结合，前一节听与后一节听相结合，听理论课与听实践课相结
合，做到每位任课教师、每个课堂都可能被听。每次听课后，都要与任课老师认真交流。

我校召开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工作研讨会
10 月 31 日，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工作研讨会在行政楼 906 室召开。学校副校长刘
润华出席会议，各院（部）教学督导组组长、校级督导小组组长、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
中心相关人员参加。校级教学督导组组长刘海主持会议。
会上，各院（部）教学督导组组长分别介绍了本单位教学督导工作的基本情况，包
括机构、人员、措施等。各单位在实际工作中，采用坚持日常督导、加强督导员和任课
教师的交流、定期召开座谈会、形成教学质量分析报告等形式，实现了督导工作常态化；
大家提出了当前教学督导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研讨了进一步改进校、院两级教学督
导工作的办法。
副校长刘润华做总结讲话，首先他对各教学院（部）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督导工作给
予了肯定和高度评价，各单位可以相互借鉴督导工作经验。他指出，下一步既要探讨校、
院两级一体化督导的联动机制，又要探讨院（部）独立开展具有本单位特点的督导方式，
并且承诺对于在研讨中大家提出的问题，学校将尽快研究解决。他要求各单位要采取试
讲、传帮带等措施，帮助青年教师过好教学这一关。
最后，刘海安排了下一阶段教学督导的重点工作。

我校顺利完成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试卷专项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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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我校“三大工程”“五项工作”建设，进一步提高本科考试试卷命题、评阅、
试卷分析、平时考核、试卷装订等工作质量，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会同教务处，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30 日组织开展了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课程期末考试试卷（闭
卷）专项检查工作。
本次试卷专项检查分为教学单位自查和学校集中检查两个阶段。各教学单位于 9 月
2 日-9 月 16 日组织了自查工作，完成了《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闭卷）
检查记录表》，提交了自查自评分析报告。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根据课程性质与检
查人员所学专业的对应性，将 64 位检查人员分为 13 个工作小组，分别对 11 个教学单
位的自查情况以及试卷命题、阅卷、试卷分析、平时考核和试卷装订五个方面进行了检
查。本次检查覆盖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全部本科闭卷考试课程 110 门，试卷 462 本、
15216 份，形成了《山东华宇工学院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试卷检查专家意见汇
总表》及 3000 字的试卷检查报告。
10 月 14 日下午，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组织各教学单位负责人、分管教学副院
长（主任）、教学科长、教研室主任和教务处相关人员召开了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
期末考试试卷检查情况反馈会，就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集中反馈，宣贯了试卷
检查报告，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试卷整改工作要求。
各教学单位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整改并提交了整改报告。11 月 5 日至 6 日，教学质
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组织校内专家对本科期末考试试卷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检查。
通过这次试卷检查及整改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我校试卷质量。

我校召开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校级教学督导工作第三次会议
11 月 26 日，我校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校级教学督导工作第三次会议在行政楼
906 室召开。学校副校长刘润华出席会议，校级教学督导专家、各教学单位教学工作负
责人、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会议。校级教学督导组组长刘海主持会议。
会上，冷玉冰宣布《关于增补校级教学督导专家 聘任院级教学督导组组长的通知》，
副校长刘润华为新聘的教学督导专家颁发聘书。刘海带领大家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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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会议重申了《山东华宇工学院
关于教学督导工作的规定》，明确了院级教学督导组组长工作职责。接着刘海从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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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优缺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教学督导专家工作情况等方面汇报 10 月份以来的教学
督导情况，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教学督导重点工作，要求要实现校院两级督导联动，做
到目标一致，各有侧重，形成合力。
最后，刘校长做总结讲话，我校督导工作任务重，责任大；近期督导工作按计划进
行，成效显著。他首先对各位督导专家的认真工作和奉献精神给与肯定和表扬。随后对
下一步教学督导工作提出了工作要求：一是要以主人翁的精神对待督导工作，肩负起督
导重任；二是要创新督导方法，提高督导效率，力求扩大随机督导的面，对于创新的督
导方法，及时推广；三是院部督导组组长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根据学院的特点独立开
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督导工作，各院部应将督导专项工作和重点工作相结合，全面督导和
同行评价相结合，教学督导与管理督导相结合；四是坚持原则，打破情面，科学、公正、
合理评分，高质量完成督导工作任务；五是院级教学督导组组长要在教学院长的领导下
开展督导工作，教学院长要大力支持教学督导工作。最后，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完成教
学督导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为保证我校顺利通过合格评估奠定坚实基础。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完成教师教学工作满意度调查活动
教师教学工作满意度是教师对所从事的教学工作不同维度的直观感受与评价。教师
对教学工作满意程度直接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与工作投入。为了解教师对我校教学工
作的满意程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11 月 18 日组织开展了
教师教学工作满意度调查活动。
本次教师教学工作满意度调查对象为我校 12 个教学单位从事教学的专任教师。调
查采用的《教师教学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满意度调查、开放式问题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信息包括教师所在学院、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最高学位、专
业门类、职称等；第二部分教学工作满意度调查包括“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资源、教学管理、学生学习”7 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设
28 个二级指标，具体见附件；第三部分开放式问题为对于提高我校教育教学质量，您有
什么建议。问卷采用 Liker5 级计分方法，“5=非常满意、4=满意、3=基本满意、2=不
满意、1=非常不满意”，得分越高，表示教师的教学工作满意度越高。本次调查采用问
卷星网络问卷形式，共收回调查问卷 336 份，有效问卷 336 份，问卷有效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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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汇总后，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问卷进行描述性分析和人口变量学差
异分析。教师教学工作满意度分析报告最终以教学质量简报形式呈现。

我校召开“三大工程”和“五项工作”第二次推进会
11 月 20 日下午，我校在行政楼 906 会议室召开“三大工程”和五项工作第二次推
进会，校长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人事处、发展规划处、宣传处、创新创业学院、
信息技术中心、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副校长刘润华主持会
议。
会上，刘校长肯定了各专项工作组的前期工作，对各评建专项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和
“三大工程”和五项工作实施方案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讲解。他指出，本科教学工
作合格评估迫在眉睫，工作方案要接地、落地、可执行性高；根据工作的轻重缓急，按
时完成下一步工作。
最后，刘校长作总结发言，提出四点工作要求。一是要求“三大工程”和五项工作
的专项工作组对实施方案进行细化处理，每一项任务和措施要有具体的时间节点；二是
任何一项工作都要按时完成；三是评建工作各专项工作组制定的工作计划要具体、可操
作；四是做好评估指标体系中每一个观测点的佐证材料。

我校召开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会议
11 月 29 日下午，我校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会在行政楼 906
室召开，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创新创业学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校长助理、教学质量监
控与评估中心主任贺红岩主持会议。
会上，贺主任阐述了编制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意义，明确了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内
容和编制规范，提出了编制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要求。她强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是对
我校人才培养工作及各专业教育教学的全面检视、客观分析和系统总结，是加强质量监
控评价、扩大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体现，也是展示我校办学特色、宣传办学
理念和育人成效的重要途径。
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要以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为依据，各负其责，
充分分析，认真总结提炼，实事求是撰写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高质量完成本科教学
质量报告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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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举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活动
根据学校下发的《关于开展 2019 年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的通知》文件要求，为进一
步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经济管理学院于 11
月 14 日在 20 号楼 721 室举行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活动。经济管理学院 8 个教研室（中
心）的 9 名优秀教师参加了比赛，于维同等十位教授担任评委，经济管理学院无教学任
务的专任教师进行了观摩学习。
在比赛过程中，青年教师们紧扣教学目标，熟练运用多媒体、雨课堂等现代教学手
段，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意识地在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逐步
转变教师角色等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展现了一场异常精彩纷呈的教学技能大赛。
评委老师对照评分细则，公平公正的为每一个选手打分。听课教师认真思索，时不时被
参赛老师精彩的授课而感染。比赛结束后，于院长作了精彩点评。
本次教学比赛为经济管理学院青年教师提供了学习观摩和讲课展示的平台，是青年
教师教学水平的一次展示，也是对经济管理学院青年教师常规教学的一次检验。对提高
经济管理学院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推动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经济管理学院

供

稿）

他山之石
高校“金课”建设：从资源驱动转向制度驱动
人才培养质量取决于课程总体质量，高校应该建设大批“金课”，才能避免高校课
程体系“劣币驱逐良币”。高校“金课”建设，离不开资源的支持，但更离不开完善的
课程制度的保障。
1.制定严格的课程准入和退出制度。首先，确立课程准入和退出的标准。一是确立
课程的质量标准，包括课程目标的高阶性、挑战性，课程内容的学术性、系统性和前沿
性，教学方法的适切性和探索性，学业成绩评价的科学性和严格性。二是确立课程的价
值标准，表现为课程对于学生成长、社会进步和学科发展的一种或多种价值，以及每一
门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价值。三是确立课程的资源标准，要确保每一门课程具备必
要的资源条件。其次，规范课程准入和退出的决策流程。课程准入和退出的标准只有在
规范的课程决策流程中才能发挥作用。最后，要规范课程的设置流程。大学和下属学院
6

教学质量简报

2019/15·总第 82 期

应建立课程委员会，负责评估所设课程的学术质量及其在课程体系中的价值。
2.基于课程大纲的课程实施制度。建设“金课”，需要师生的高质量对象化实践。
课程大纲通常包括教师信息、课程简介、课程目标、教学方法、课程资源、课程内容安
排和成绩评定方式等内容。课程大纲是师生的契约。“金课”要赋予学生更多选课的权
利。
3.强调师生主体地位的课程评价制度。“金课”的课程实施，要能生成预期之外的
乃至创造性的成果，要健全学生评课制度，落实同行评课制度，并加强自我评价制度。
（摘自济南大学高教资讯）

院部简讯
 经济管理学院

11 月 27 日在科研实验楼召开了“校企合作 协同育人”联席会。会

议由院长助理范世伟主持，经济管理学院各专业教研室主任和科级以上管理人员参
加了会议。此次校企合作联席会的召开，促进了经济管理学院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
的直面对接，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意义。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1 月 7 日在 2 号楼 406 室举办了《专利、申请简介及注意事项》

学术讲座。讲座由张福安教授，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全体教师参加。本次讲座，提升
了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师生的专利申请意愿，对提高科技创新意识和申报专利质量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11 月 20 日在 21 号楼 710 教室举办了《就业指导教育之工作

基本素质要求与准备》讲座。讲座由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助理马安会担任主讲，
2017 级高职制冷与空调技术专业学生参加。此次讲座帮助 2020 届毕业生树立了合
理的择业观念，使学生们掌握了一定的求职择业技巧。
 汽车工程学院

11 月 15 日在 12 号楼 203 室组织召开了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选题工作会议。会议特邀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张蕾教授莅临指导，汽车工程
学院全体有毕业设计（论文）任务的教师参与。会议的召开，解决了汽车工程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后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开展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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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在 20 号楼 216 室开展了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的专题知识讲

座。讲座特邀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王仲民教授主讲，机械工程学院全体教师参
加。此次讲座使教师深入了解了机械领域的前沿，共享智能制造的成果，为机械工
程学院教师深入研究智能制造指明了方向。
 设计与艺术学院

11 月 28 日在 15 号楼 309 教室召开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学信息

员会议，数媒技术专业班级的全体教学信息员参加。此次会议充分发挥了学生在教
学管理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学生肯定了设计与艺术学院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
对于考研等问题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创新创业学院

11 月 21 日下午创新创业学院召开了 2016 级本科层次座谈会，会上

针对邵宝文老师所讲授《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展开积极讨论，学生对课程及老师
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及建议。此次师生座谈会的举
办，对于增进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开展下一步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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