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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2017年工作总结 

2017 年，教务处在校党委、校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全校各教学单位

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

和教育教学与专业发展规划,围绕人才培养中心工作，规范教学管理，深化

教学改革，推进内涵建设，加强课程建设，强化产教融合，促进校际合作，

取得了可喜成绩，例如：获得 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1项，我校也

是唯一一所以学院命名获得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的本科高校，此项成果

将直接被推荐参加 2018年国家教学成果奖评选，另外，我校还获得二等奖

3项；获批省教研教改项目 6项，其中重点项目 1项；土木工程专业通过国

家住建部专业认证复评；金融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物联网工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4 个专业通过专家实地评审，获得学士学位授权资格；

获得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 5门；获批省重点教材 5部；组织选拔 23个

专业 67名优秀学生到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和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 4所高校交流学习；组织学生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

赛，今年创纪录的申报了 131 项创业项目，比去年增加了近 100 项，从中

遴选了 7 项参加省赛，获得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获得江苏省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并被推荐参加国赛，等等。现将具体内容总结如下： 

一、日常教学平稳有序 

通过合理安排、精心组织，严格课务、考务、学籍等教学基础管理工

作，教学秩序运行平稳。2017年，全校共开设课程 2611门，安排上课 7159

门次；开设校级选修课 108门，安排上课 208门次。组织常规考试 3585门

次，补考 15506人次，重修 19119人次。组织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2

次，参加四级英语考试 13405 人次，参加六级英语考试 12357 人次；组织

专业英语四级、八级考试，美术专业统考，学位英语考试；完成 11414 人

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组织报名和成绩替代工作。 

完成 119名学生转专业安排和编班、2018届预计毕业生 5609人电子照

片采集、4923名同学学业预警、2017届毕业班学生素质拓展学分认定及统

计、2017级新生 5336人和 2015级专升本新生 757人学信网注册、2018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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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毕业生推荐成绩单发放及毕业生信息核对等学籍管理工作。完成学校

2017 年招生计划制订、103 人次的教师试讲、2016－2017 学年教学单位专

任教师编制核算、2017-2018学年校历制作、学生“网上评教”等工作。组

织开学第一天教学秩序检查、期中教学检查以及各类常规教学检查等。全

年，共有应届本科毕业生 5480人，其中，毕业 5374人，授予学位 5306人。 

二、人才培养改革不断深入 

开展 2017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和省级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为进

一步加强对我校教学成果的整合与凝练，提高教学成果奖申报的质量，教

务处牵头，协同相关部门和各教学单位，多次召开研讨会，并邀请专家培

训指导，形成了 33项教学成果。经学校评审会评审，最终评选出校级教学

成果奖 20项，8项被推荐申报省教学成果奖。其中，《校地联合、产教融合、

知行耦合  面向地方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获得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取

得历史性突破。另有 3项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优培学院为教学改革试验田，积极推进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深度学习，突出教、学、训一体化，强调核心基础

课程内容与考研接轨。加强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创新课程教学新

模式。突出学生能力培养，课程教学中注重内容拓展和思维能力培养，注

重跨学科应用为主的学习能力培养。全面推进读书活动，制定《优培学院

读书活动实施办法》《优培学院读书活动评优和奖励方案》等相关制度，邀

请校内专家学者推荐 100本阅读书目，编印《书香盐工• 经典书目导读》。 

推进“一院一特色”学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制订《盐城工学院“一

院一特色”建设指导意见》，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布置落实“一院一特色”

建设工作，邀请常州大学专家对二级学院院长进行专门的培训。组织专家

对各二级学院建设方案进行评审，督促学院根据评审意见进行整改。 

做好 2017 级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根据《关于制订 2017 版本科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精神，并结合“一院一特色”的建设要求，

组织校内外专家对我校 65个普通专业、4个优培大类专业、93份人才培养

方案进行论证，要求各二级学院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调整和完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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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彰显学院和专业特色，不断提升我校的专业建设水平。强化课程核

对工作，加强对人才培养方案执行与变更的管理。 

加强校际合作和职教协同。组织选拔 23 个专业 67 名优秀学生到江苏

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 所高校交流学

习。积极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项目试点工作，完成中职与普通本科

“3+4”分段培养项目 2014级学生的转段考核工作，194名学生参加并全部

通过考核。完成高职与普通本科“3+2”分段培养项目 2014 级学生的转段

考核工作，37名学生参加并全部通过考核。对 2015级和 2016级“3+4”分

段培养的学生进行过程性考核。在与 4 家合作中职院校充分沟通交流的基

础上，制订了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养试点项目转段考核方案，在

以往考核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省考试院关于对口单招文化统考的要求。 

推动教研教改项目顺利开展。组织申报省教育厅 2017年服务外包类专

业嵌入式人才培养项目 2 项并获批。组织申报省教研教改项目 6 项，全部

通过评审，其中重点项目 1项。开展 2017年教育教改专项申报和评审工作，

47 项获立项建设，其中重点课题 20 项，一般课题 27 项。做好 2015-2018

年 118个教研教改委托项目子课题结题工作。完成 2015年省教研项目结题

5项。 

三、专业建设成绩突出 

稳步推进品牌专业建设工作。顺利通过品牌专业中期验收，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被评定为优秀，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和土木工程专业被评

定为良好。组织品牌专业教师参加省厅举办的学术活动周，本次活动既为

我校教师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给予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有利于我们

发现教学中的缺陷与漏洞,对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具有重要意义。认真做好

年度品牌专业建设经费预算与管理工作。 

积极开展专业认证工作。土木工程专业顺利通过国家住建部专业认证

复评。组织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环境工程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制订整改计划，完成整改任务。督促拟申请专业认证的机械制造及其自动

化、化学工程与工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工程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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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认真做好卓越计划专业建设工作。加强对卓越计划专业的教学督导，

推进校企联合培养方案的实施，引导卓越计划专业积极开展专业认证和质

量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 

做好新专业建设与申报工作。金融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物联

网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4 个专业顺利通过专家实地评审，获得学士学

位授权资格。机械工程专业获批教育部新增专业，并列入 2017年招生计划。 

四、课程建设稳步推进 

开展通识选修课程建设工作。共立项 33门，其中自然科学与新技术类

8门，人文科学类 9门，艺术与美育类 6门，综合与创新类 7门，经管与创

业类 3门，进一步丰富了我校通识选修课程资源。 

组织 2016年 OBE课程中期检查工作。第一阶段主要检查了课程教学构

建及教学资源建设情况，大部分课程负责人能够理解学习成果导向（OBE）

理念，围绕本专业毕业要求，分解课程培养目标，落实课程实施过程及评

估方法，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评分标准，初步完成课程构建方案。 

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引入超星尔雅通识选修平台，选用课程 11门；爱

课程 SPOC平台容量由原先 10门课程扩充至 120门，组织教师参加 SPOC平

台使用培训会，为教师进行教学方法及手段改革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

平台。5门课程获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组织课程录制招标及拍摄工作，

举办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及应用研讨会，协助教师课程上线运行，为 2018年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验收打下良好的基础。组织 28 名教师参加 2017 年

江苏省高等院校微课教学比赛。 

组织 2015年校级精品课程结题工作。其中 34门校级精品课程，8门开

放课程，2门通识选修课程。 

加强教材建设。5 部教材获江苏省重点教材立项；25 部教材获批 2017

年自编教材出版基金项目；评选出 15部校级精品教材；有 8部教授主编的

教材被列为第一批校级重点培育教材，其中 1 部获今年省重点教材立项；

开展校企合作教材、新形态教材、第二批校级重点教材培育工作。 

五、实践教学管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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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各类实践教学课程安排工作。基本实现了实践课程全部纳入教务

管理系统，确保了南、北、环科城三个校区的实践教学秩序稳定，同时做

好跨校区的实验安排工作，保证全校实践教学的正常进行。进一步优化实

践教学内容，完善实践课程的成绩评定与考核，推进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项目改革。积极申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推动虚拟仿真实验项

目建设，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带动全校范围内实验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发

展。 

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实施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办法，

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手段，更新创新创业课程和教材，建立课堂教学、自主

学习、实践训练、导师帮扶为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积极申报国家级

创新创业教育示范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以提

升创新创业能力为导向，积极开展校地合作、产教融合，优化实践教学体

系。 

推进实践教学和管理的信息化进程。整理并完善综合实践平台的数据

库，初步实现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科竞赛、毕业设计（论文）

等信息化管理，提升过程管理与材料收集整理的效率。 

六、学生素质和实践能力得到提升 

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全年共立项 246 项竞赛项目，参赛

面超过 50%。大力推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国内有影响力、含金量高的重要赛事，其中，

我校在江苏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一等奖，并被推荐参加国赛；在“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中，我校今年创纪录的申报了 131项创业项目，

比去年增加了近 100 项，从中遴选了 7 项参加省赛，获得二等奖 1 项，三

等奖 1 项；开展第二届“书香盐工”自然科学知识竞赛，遴选 293 名学生

参加江苏省第六届自然知识竞赛。组织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共立项 281 项，结题 2016 年项目 200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52 项、

省级项目 138项、校级项目 291项。 

培育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今年培育单篇及团队 42 项，评选出 2017

届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182 项、优秀团队 21 个。在此基础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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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优秀项目推荐参加省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及团队评选，共上报 20

项单篇和 3个团队。 

七、其它工作 

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修订了《盐城工学院教学奖励办法》《盐城工

学院学籍管理规定》《盐城工学院少数民族学生成绩管理办法》《盐城工学

院转专业管理办法》，制订了《盐城工学院创新创业奖学金评定办法》等文

件，体现了教学管理的时代性和合理化。 

做好各项评选评优工作。启动 2017 年教学标兵评选工作。开展

2016-2017学年优秀教师评选工作，徐秀芳等 16名教师被授予“优秀教师”

称号。组织 2015-2016学年“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评选，钱露露等 10名

教师获得盐城工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称号。 

做好教材服务工作。全年发放学生教材及教师用书 1800 多种 39 万余

册，及时补订遗漏教材和教师用书；核算、送印及发放教学讲义 390多种 6

万余份；完成 2016—2017学年全校学生教材及讲义代办费结算，2017—2018

学年教材采购、讲义印刷招标，2017 年学生教材款、讲义费核对结算等工

作。组织 2017年秋学期、2018年春学期教材选用及教师网上录入工作，对

全校教材预订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并按正常采购程序进行征订。 

2017 年的教学工作，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课

程建设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不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培养有待加强、“一

院一特色”凝练不到位等。在今后的工作中，教务处将全面加强内涵建设，

不断推进教学改革，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稳步提

高。 

    

              2017年 12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