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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工作月报 

2017 年第 6 期（总第 14 期）            教务处 2017年 10 月编 

 

★教学改革 

1．加强培养方案管理。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意见，

审核汇编各专业的 2017 级培养方案，重点包括大类培养的支

撑情况、课程体系、课程结构等。按照《西南大学全日制普通

本科辅修专业管理办法》（西校〔2017〕573 号）的相关规定，

对辅修专业培养方案的内容进行了规范。 

2．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2017 年重庆市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名单公布，我校获准立项 23 项，

其中重大项目 4 项，重点项目 4 项，一般项目 15 项。启动 2017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和立项申报工作。 

3．研制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建设方案。根据《教育部

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高

〔2016〕2 号）和《西南大学深化人才培养质量改革方案》的

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研制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建设方案。

拟通过投入专项建设经费，每年面向全校招标 3-5 个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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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工程项目，分期、分批立项建设，以解决当前我校本科教

学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 

4．开展基层教学组织建制工作。为推进基层教学组织建

设与管理，强化基层教学组织功能，激发基层教学组织活力，

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运行有效的基层教学组织，根据《西

南大学关于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西校〔2017〕

615 号）文件要求，组织开展了基层教学组织建制工作。 

5．加强课程管理。按照学科专业统筹建设的总体布局，

以专业认证为标准，全面推进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编制《西南

大学关于加强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的实施方案》（讨论稿）。

根据教育部和市教委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西南大

学在线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讨论稿），规范在线课程建设

的标准和流程，加强在线课程的应用和管理；在 2016 年已立

项建设在线课程 20 余门的基础上，启动“十三五”期间第二批

在线课程申报。 

6．征集“十三五”校级规划教材选题。为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

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建材建设，

学校在“十三五”期间，继续同部分出版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并面向全校教师公开征集“十三五”校级规划教材选题。 

7．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完成含弘学院 2018 年推

免研究生的接收面试工作，29 名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中有 20

名保送至 985 学校、2 人保送至中国科学院大学、6 名保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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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大学；继续开展新生入学教育；推进本科生对外交流项目；

启动含弘学院特别奖学金、含弘学院优秀科技成果奖励的评

定。10 月 12 日，教务处组织召开创新实验班评审答辩会，政

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动物科技学院、药学院 3 个新申报的创新

实验班参加答辩。专家组围绕培养模式、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教学资源、实践平台、招生选拔等内容进行质询。经过答辩，

3 个创新实验班通过评审，院级创新实验班增加到 12 个。 

★实践教学 

1．推进本科实习实训工作。完成 2017 年春季教育实习

先进团队及个人评优和表彰工作，共评选出优秀实习生 277

名，优秀实习团队 27 个。完成 2017 年秋季学期顶岗支教和

混合编队实习的巡回指导具体安排工作，共组建 6 个巡回指

导小组分赴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贵州、山东、河南、

河北、四川、重庆等 10 个省、市、自治区的实习点开展工

作。 

2．审核实习计划和经费预算申请。按照教学计划、学

生人数和实习类别核算各院（部）2017 年秋季学期本科各专

业实习实训经费，切实保障经费专款专用，提高使用效益。 

★教学运行 

1. 开展学生换证及补授学位工作。受理结业证换发毕业

证换证申请 120 人，受理补授学士学位申请 227 人。经学院

（部）党政联席会审核，教务处复核，120 人通过结业证换

发毕业证换证申请，毕业状态数据更新为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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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新生学籍注册工作。组织新生学籍自查工作和学

信网学籍电子注册。截止 10 月 30 日，已完成学籍自查 9623

人，其中 10 月份新生完成自查工作 6468 人。查询进度 98.54%，

未查询 143 人。新生学籍注册 81 人，其中注册学籍 61 人（本

科 60 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20 人。 

3．组织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组织开展按大类招生专业学

生大类分流工作，4 个学院（部）的 7 个专业大类的 1282 名

学生，将分流至 16 个专业学习。 

4．继续规范学籍管理。完成辅修专业课程编码 65 条，

审核教学执行计划 483 条；依规审核成绩修改 1274 条，成绩

补录 996 条，课程性质修改 486 条；依规办理休学、复学、留

级、退学、注销学籍、退学等学籍异动 45 人；办理学历学籍

信息修改 8 人；办理辅修专业学历信息回登学信网 9 人；办理

学信网上标注毕业证明书信息 10 人。 

5．启动排课排考工作。启动全校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

期排课工作；启动教育部考试中心 PETS 试测、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普通话考试、全国计算机等

级考试等考务工作。 

6．推进本科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完成 8 教、32 教投

影仪改造项目调研、标书制作工作，进入招标阶段；启动 50

间智慧录播教室建设项目标书制作工作；启动本科教学辅助

决策系统建设标书制作工作；启动本科教务系统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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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控 

1．规范本科教育教学管理。学校于 10 月印发了《西南大

学助教工作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和《西南大学本科教学事

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稿）》。这两个文件的出台，对我校

促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保障教学管理工作规范性、维护

正常教学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2．召开第十二届教学信息中心培训大会。10 月 13 日，

第十二届教学信息中心聘任暨培训大会在 8 教 308 教室召开，

教务处处长吴能表教授参会并对新信息员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会后，教学信息中心对新信息员进行了工作培训。 

3．启动“寻找阳光课堂”听课活动。本学期听课活动开展

时段为 10 月 16 日至 12 月 22 日，听课类型覆盖所有本科课堂。

10 月，学生信息员已听课 362 节次，反馈后勤信息 92 条，多

媒体教室信息 37 条。 

4．开展课堂教学观摩。为促进教师间相互学习交流、提

高教师教学水平，学校于 10 月 23 日-12 月 15 日组织开展本学

期课堂教学观摩活动，本次观摩活动由教师个人观摩和系（或

教研室、课程组等）为单位的集中观摩组成，要求每位教师观

摩学时不少于 2 学时，新入职教师观摩不少于 4 学时。 

5．组织教师课程教学技能考核。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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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通过 9 人，

通过率为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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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质教育 

1．举办三场文化素质教育雨僧讲座。10 月 12 日，法学

院赵明教授阐释《<史记>中的孔子形象》；19 日，外国语学

院胡显耀教授的讲座主题为《重释“信达雅”——交往合理性

与翻译三性》；26 日，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张永红副教授讲

授《积极情绪构建——健康、幸福与成长》。 

2．参加 2017 年“纳德杯”重庆市大学生公文写作技能竞

赛决赛。经过大学生公文写作技能初赛选拔，我校 21 名学

生获得 2017 年“纳德杯”重庆市大学生公文写作技能决赛参

赛资格（其中研究生 5 名，本科生 16 名）。文学院组织了由

袁智忠、曾跃林、郑劲松、刘俐、赵飞、杨晓河等老师组成

的中文组指导团队，外国语学院组织了由褚修伟、莫启扬、

梁爽、黄菊等老师组成的英文组指导团队，对参赛学生进行

了专业指导和集中培训。10 月 21 日，代表队赴重庆科技学

院参加决赛，中文组取得了个人赛一等奖 5 人，二等奖 4 人，

三等奖 6 人，团体赛二等奖的比赛成绩，英文组取得了个人

赛一等奖 2 人，二等奖 3 人的比赛成绩。 

3．启动文化素质教育在线课程建设。为充实课程资源，

提升课程品质，扩大课程影响，适应学生在线修读、翻转课

堂的教学需求，教务处将分期分批对已立项的校级文化素质

教育精品课程进行升级，建成文化素质教育在线课程。“文化

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鉴赏”两门校级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

在线建设已于 10 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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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与竞赛 

组织开展各类竞赛活动。组织完成了第十二届“网络杯”

教职工网球比赛；中国大学生 3×3 篮球联赛西南大学校园海

选赛，在全校 32 个院（部）62 支队伍参赛队伍中决出 8 强

参加城市冠军赛；完成西南大学第五届大学生篮球联赛第一

阶段分组循环赛程，来自全校普通系科 34 个院（部）66 支

男女篮球队 792 名参与角逐。为进一步加强校区一体化建设，

丰富校园体育文化，本次比赛荣昌校区商贸学院、动物科学

学院参与 10 强分组附加循环赛，部分场次设在荣昌校区进

行，最后决出前八名予以奖励。 

★对外交流 

1．参加师范类专业认证研讨会。为推动我校师范类专

业认证工作，促进师范专业教育教学改革，10 月 13-15 日，

林萍副处长和杨挺副处长带队参加了在成都举办的笃行教

育·第四届全国师范类专业认证研讨和经验交流会，深入地了

解了当前师范类专业认证的背景、师范类专业建设的发展趋

势，学习了师范类专业认证的体系结构和建设标准。 

2．多所高校来教务处交流。10 月 19 日、30 日，深圳

职业技术学院、防灾科技学院教务处领导分别带队来教务处

调研本科教学工作，教务处领导及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参加座

谈，就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本

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务系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度交流

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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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 

1．赴荣昌校区调研。10 月 11 日，教务处张代平副处长

率成绩与学籍科、考试与信息科、校体委办公室一行前往荣昌

校区，就校区教务运行与管理、体育等相关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2．开展教学科研津贴认定。按照学校统一安排，根据《西

南大学教学科研成果奖励津贴分配办法（试行）(西校〔2008〕

353 号)》，配合人事处等部门开展 2016 年教学成果奖励津贴

认定工作。 

3．慰问离退休职工。重阳节来临之际，为切实把离退休

老同志工作做好、做细、做实，教务处职工分组由处领导带队，

对部分离退休职工登门进行了走访慰问。每到一户退休职工家

中，慰问组都与老同志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

和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需求。 

 

 

 

 

 

 

 

 

报送：校领导 

抄送：各职能部门、学院(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