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科教学工作月报 

2017 年第 5 期（总第 13 期）            教务处 2017 年 9 月编 

 

★教学改革 

1．强化专业建设。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积

极开展新专业申报和专业调整，提交了信息安全、环境科学与

工程、中兽医学 3 个新专业申报材料，目前已进入专家评审阶

段；制定了《西南大学完善本科专业设置机制工作方案》（讨

论稿），推动我校本科专业设置机制的改进与优化。 

2． 开展 2017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申报。组织开展

在线开放课程遴选工作，通过公正、客观、科学地评价，择优

推荐了《经典导读与欣赏》《生命科学与伦理》《葡萄酒与西

方文化》《美学与人生》4 门课程参与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认定。 

3．推进在线教育改革与应用。为推动网络在线教育和在

线课程建设，本学期向全校师生开放超星尔雅网络教学平台，

并实现了平台与智慧校园的集成，与教务系统的对接。为帮助

师生尽快适应网络在线学习模式，学校联合平台方于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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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7 日举办了 3 次学生专场培训会；9 月 29 日举办了教师

专场培训会。 

4．深化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为促进翻转课堂、混合式课

堂等教学模式的实施与应用，本学期遴选了《教育研究方法》

《生命科学与伦理》《经典导读与欣赏》《葡萄酒与西方文化》、

《美学与人生》《审美·跨界》《观赏植物分类学》7 门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开展翻转课堂改革试点，要求每门课程每学期组

织 2-3 次线下教学，积极开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教学。 

5．认真开展教学改革总结。按照教育部、市教委相关文

件要求，学校积极开展本年度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实施

情况总结及美育改革和发展工作情况总结，并向教育部和市教

委报送了相关报告。 

6．编制课程思政化建设方案。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严

格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中发〔2016〕31 号）的相关要求，通过融入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内容到所有课程，实现专业知识传授和

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制定了《西南大学“课程思政”建设实

施方案》（试行），推进我校“课程思政”建设。 

7．规范港澳台学生课程设置。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

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的通知》的要求，协同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港澳台办公室和马克思主

义学院于 9 月 12 日召开了专题会议，初步拟定了港澳台学生

政治课、军训课等课程的设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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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推进拔尖人才培养工作。开展含弘学院新生选拔工作，

选拔 2017 级新生 62 人（其中袁隆平班 39 人，吴宓班 23 人）；

组织完成新生军训及拔尖人才特训营培训；做好 2018 年推免

工作，共有 29 名同学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完成含弘学院各

年级综合测评、评优评奖、家庭困难认定、国家助学金评定等

工作；启动新生入学教育和本学期补缓考；继续对出现心理问

题的学生进行帮扶。 

★创新创业教育 

展示创新创业教育成果。9 月 16 日，教务处杨挺副处长

带队参加 2017 年重庆市高校双创文化节，我校 4 个创新创业

成果惊艳亮相，分别是由大学科技园推荐的重庆西大魔芋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新希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菩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和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无患子

泡沫浴的研发推广。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市高校的 200 多个

创业团队、50 多个知名投资机构及投资人、10 余家世界 500

强企业，以及高校广大师生的积极参加，参与规模达 2 万余人

次。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赵为粮等领导到场观摩指导，

并对我校展示的创新创业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实践教学 

1．召开实验教学规范流程评审会。9 月 22 日，教务处

组织召开实验教学规范流程评审会，对各学院（部）修改提

交的“实验教学规范流程”进行再次评审，全校共 26 个学

院（部）通过评审。近期，由各学院（部）依据自身学科特

点制定的流程将印发并执行，未通过评审的学院（部）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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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评审专家意见对本学院（部）流程继续进行修改完善。 

2．开展教育实习总结和检查工作。9 月，组织参加 2017

年春季学期教育实习的校队学生进行实习汇报与总结工作；

实习实训科钟健科长赴新疆、四川、贵州等地了解、落实混

合编队和顶岗支教队实习工作开展情况。 

3．推进本科教学实习实训工作。分小组组织参加 2017

年秋季教育实习的学生（顶岗支教实习 45 人，混合编队实

习 181 人）至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山东、河

南、河北、四川、重庆等 9 个省、市、自治区的 19 所中学

和 8 个支教点开展实习工作；分批次将 23 名 2014 级园艺专

业学生派送至庆市农科院蔬菜花卉所参与集中实习。 

4．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实习实训科赴成都石室蜀

都中学进行实地考察、调研，新建成都石室蜀都中学教育实

习基地；到学院（部）调研非师范类专业实习实训情况，加

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共建，新建重庆益农佳实业有限公司

实习实训基地。 

★教材管理 

1．开展马工程教材使用情况专项检查。为贯彻落实中

宣部和教育部关于使用马工程教材的相关要求， 9 月 4 日学

校组织了马工程教材使用情况专项检查，舒立春书记、崔延

强副校长、教材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和相关学院（部）的党政

领导参加了检查。通过专项检查完成了教材整改，本学期我

校相应专业的相应课程统一使用了马工程教材。 

2．推荐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专家人选。根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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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专家库专家人选的通知》

（国教材办函〔2017〕1 号）要求，学校在教指委成员基础

上，结合各位专家的学科背景、学术地位、教育实践影响力

和教材编审情况，推选了 25 位老师作为专家人选。 

3. 改革新生教材管理与征订模式。从 2017 级开始，取

消了学校统一预收教材费制，实行本科学生公共课教材学校

“统一组织征订，统一教材招标、学生自愿购买”的教材管

理模式。教务处拟定了 2017 级新生教材征订办法，并及时

与学院（部）分管教学副院长、教学秘书、新生辅导员进行

沟通协调，保证了新生教材征订工作顺利进行，目前我校所

有新生教材正有序发放中。 

★教学运行 

1. 开展推免研究生工作。根据教育部及学校相关文件规

定，经各学院（部）按照“一院一办法”公开科学选拔、公

示，领导小组审核，学校公示等环节，2018 年 612 名推荐名

额顺利完成，其中校内推免名额 495 名，研究生支教团名额

18 名，其他高校分给我校的免费师范生补偿名额 14 名，免

费师范生补偿计划转校内名额 85 名。 

2．组织新生开学典礼。9 月 10 日，学校在第一运动场隆

重召开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典礼由徐晓黎副书记主持，张

卫国校长作了大会致辞，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软件学院熊

海灵教授及在校生代表和新生代表分别作了大会发言。 

3．完成 2017 级新生学籍入系统工作。协助招生就业处进

行暑期招生网上录取，完成 2017级录取新生分班、编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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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教育部按专业大类招生和培养改革需要， 2017级按植

物生产类招收的新生单独进行分班和学号编排。 

4．做好新老生学籍学历信息处理。推进新生报到数据

统计、注册信息核对、新生学信网学籍电子注册和新生电子

信息摄像工作，按时完成各项统计数据填报。2017 级新生应

报到人数 10279 人，实际报到 10037 人，242 人未报到；新

生学籍电子注册（含学籍注册、放弃入学资格、保留入学资

格）10194 人，2014 至 2016 级学生学年注册 29047 人。 

5．继续规范学籍管理。完成 2017 级新增课程编码入教

务系统课程库，按培养方案逐一审核各专业教学执行计划；

依规审核成绩修改共 5295 条，成绩补录审核 548 条，课程

性质修改审核 556 条，任课教师成绩修改审核 104 条；办理

复学、留级、退学、注销学籍等学籍异动 104 人；完成新生

学生证及优惠卡发放。 

6．推进交换生和联合培养学生工作。本学期新来校交

换生应到 33 人，实到 31 人；新来校联合培养学生应到 178

人，实到 166 人。打印邮寄离校交换生、借读生成绩单。 

7．做好公共教学楼教室设备建设。暑期完成 8 教、32

教总计 148 间教室网络集中控制平台、运维平台建设工作；

完成 367 间公共教室 IP 广播建设；启动 8 教、32 教投影仪

改造标书制作。 

★质量监控 

1．开展新学期开学检查。为保障新学期开学秩序，9 月 4

日开学第一天，校领导分别带队赴 8 教、10 教、26 教、31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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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等公共教学楼进行开学检查并随堂听课。经检查，全校

师生返校准时，课堂教学准备充分，本科教学井然有序。 

2．加强本科教学信息反馈。编印第 22 期《教与学·窗口》

杂志，公布上学期校教学督导听课情况。同时，本学期校领导

听课检查、校教学督导委员听课检查活动已全面开展。 

3．完成学生教学信息中心换届。第十二届学生教学信息

中心顺利完成换届和招新工作，经学院（部）推荐、学生自荐

等方式，通过考核和录用的学生教学信息员达 220 人，广泛分

布在各学院（部）各专业，有利于及时收集本科教学信息。 

4．启动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填报工作。按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重庆市教委通知要求，学校于 9 月启动了 2017

年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填报工作，并组织有关单位召开协

调会。 

5．组织教师课程教学技能考核。9 月，教务处组织应聘

教师和转岗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考核，参加 14 人，通过 13 人，

通过率为 92.86%。 

★文化素质教育 

1．开展第二十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9 月 11

日至 17 日为第 20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主题为“大力

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校语委办通过网页通知、樟树林大屏幕展播、

教学楼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学生社团宣传等多种方式，宣

传规范的语言文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作用。期间，完成了“重庆市第五届经典诵读比赛”参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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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报送，并参加了市语委、市教委联合举办的“2017 年重庆

市中华经典诵读展演”观摩活动。 

2．举办雨僧讲座。9 月 28 日，邀请文学院胥洪泉教授

讲述《中国古代诗词的文化解读》，以“四时”“分茶”等诗

句为例，对中国古代诗词中所蕴含的文化、生活及习俗常识

进行介绍，启发同学们要于“无疑处存疑”的研究精神。 

★体育活动与竞赛 

1．做好运动队管理工作。完成 2016-2017 第二学期运动

队训练课成绩替换课程 451 门和比赛奖励性加分课程成绩

619 门。 

2．学生参赛获好成绩。7 至 9 月，学校运动队共夺得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银牌 1 枚，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冠军 12

个/项、亚军 4 个/项、季军 8 个/项和 4-8 名 24 个/项，包揽重

庆市大学生游泳锦标赛全部 28 个项目的第一名。 

★对外交流 

1．组织第二批专家团赴普洱支教。7 月 16-19 日，根据

西南大学与普洱市市校合作框架协议和合作重点领域，教务

处组织外国语学院刘承宇教授、文学院魏小娜教授、数学与

统计学院李忠如教授、化工化学学院黄梅教授、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赵保钢教授赴普洱市开展支教活动。本次支教活动

以“提升课堂教学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主题，5 位

专家分别走进课堂，面向普洱市初中各学科老师开展了听

课、评课及专题讲座等一系列活动。 

2．参加通识教育高端论坛。为进一步促进高校间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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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经验交流与合作发展，“通识教育高端论坛暨 2017

年川渝地区通识教育联盟大会”于 7 月 17 日在西南财经大

学召开，大会主题是“通识教育与立德树人”。李静副处长

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原则，贯穿“三

于”人才培养理念》的大会发言，对我校通识教育的课程体

系和资源平台进行了简要介绍。 

3．参加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研讨会。为巩固和加强地区

高校之间的沟通平台建设，南开大学承办了“2017 年三北四

川片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研讨会”，7 月 23 日林萍副处长

带队参加会议并主持了分组讨论。各校代表围绕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双一流建

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建设与实践

以及各校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新思路、新经验进行了分

享。 

4．参加工程教育工作研讨会。为推动我校工程教育认

证工作，促进工程教育教学改革，8 月 15 至 19 日，9 月 22

至 25 日，吴能表处长带领教研科同事分别参加了在贵阳和

西安举办的“笃行教育·新工科建设与工程教育工作研讨和

经验交流会” ，深入了解了当前国际国内工程教育认证、新

工科建设的发展趋势，学习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体系结构

和建设标准；并围绕专业认证申请书和自评报告的撰写开展

了深入的学习和交流。 

5．参加重庆市高校混合式课堂教学管理研讨会。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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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校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教学深度融合，促进混合式课

堂、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改革，9 月 19 日，教研科参加

了在重庆大学举办的第一届高校混合式课堂教学管理研讨

会，深入地了解了当前国内混合式教学的发展趋势，学习了

混合式课程教学管理实践和教学运行方法。 

6．多所高校来教务处交流。延边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

教务处分别来我处交流访问，就人才培养方案、学分制改革、

大类招生培养、本科教学管理运行等内容和教务处领导、相

关科室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座谈。 

★会议培训 

1．召开暑期工作会。8 月 21 日，教务处召开暑期工作会，

全体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会上，各位科长分别介绍各科室主

要工作，并进行了工作研讨，随后处领导部署了 2017 年秋季

学期本科教学重点工作等事宜。 

2．召开分管教学副院（部）长工作会。9 月 7 日，学校

召开分管教学副院（部）长工作会，人事处、招生就业处、团

委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吴能表处长在会上以“使命担当与教学

管理”为题，分理念使命、总体思路、主要工作三个方面就本

科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与大家进行了交流；随后教务处林萍副处

长、人事处李燕副处长、招就处田再悦副处长分别就教材管理、

教学状态数据填报、学校人才引进及教师岗位设置情况、学校

2017 年招生状况进等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 

3．开展教学秘书培训。组织召开新学期第 1 次教学秘书

工作会，教务处主要领导分别就新的学生管理文件，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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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采集填报，推免生工作以及本学期

重点工作进行了培训和讲解。 

4．完善多媒体设备运维队伍建设。暑期中为提高公共教

室多媒体管理队伍的管理水平，先后做了 6 次专题培训，依次

为“服务礼仪” “集控平台操作”“运维平台操作”“设备

安装进度推进”“IP 广播操作培训”“设备故障灾备处理培

训”。 

 

 

 

 

 

 

 

 

 

 

 

 

 

 

 

报送：校领导 

抄送：各职能部门、学院(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