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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简讯 

我校召开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分享交流会 

为加强内涵建设，推动我校课程质量整体提升，同时，积极营造尊

师重教的良好氛围，12 月 9 日下午 2 点，我校在南校区机械馆报告厅隆

重举行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分享交流会，各教学单位院长（主任）、分

管院长（副主任）、教科研办公室主任、专业系主任、课程组组长、教

师代表和教务处、师培中心、评估处科级以上人员等 200 余人参加。会

议特别邀请了常州工学院教务处处长邹一琴一行 4人来校交流指导。 

会上，邹一琴作为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负责人，作了《立足工程应

用，推行三三制改革》的交流报告，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改

革、资源建设、改革成效等方面介绍了线下一流课程建设及探索实践情

况。她特别就线下一流课程申报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建议我校

教师要结合自身情况及课程本身的特点进行课程建设及改革，尤其要加

强团队合作、注重教学过程积累和特色凝练。 

校内专家、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项目负责人马如宏、赵永

东、吴俊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建设项目负责人王瑾等 4 位老师结合国家

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的成功经验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本次分享交流会既是对我校一流课程建设经验的总结，也为教师们

进一步提升对国家级一流课程的认知、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及教学水平提

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加强课程建设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教学质量

的基础工程，我校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双万计

划”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为抓手，促进课程建设持续改革和发展，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会上，教师与专家们还进行了互动交流。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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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获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心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0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

心建设点遴选结果（苏教办高函„2020‟27 号），由我校教务处牵头组

织，学工处、校团委、大学科技园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申报的盐城工

学院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心入选省级双创实践教育中心建设点，这是今

年继我校获得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后的又一项重要的省级教学平台荣誉。 

建设省级双创实践教育中心是江苏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

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举措，此次入选省级双创实践教育中心是

省教育厅对我校双创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肯定。 

近年来，学校不断深化双创教育改革，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宗旨，以

服务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为导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健全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强化创

新创业实践，形成了“能力导向、通专结合、纵横交贯、校地对接”的

创新创业教育新特色，构建了具有地方高校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新机

制，打造了“专业教育+双创教育”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新局面。 

学校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心大学生创新实践与大学生创业服

务两大功能，把中心建设成为能够引领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学校内涵式

发展的专业化组织机构，在全校范围内形成具有创新性、实践性、专业

性的学生创业氛围和环境，努力为学校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

学贡献力量。 

（教务处） 

 

我校 8 部教材获 2020 年省重点教材建设立项 

根据《关于公布 2020 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单和第八批出

版名单的通知》（苏高教会[2020]39 号）获悉，我校推荐申报的 9 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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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有 8部获批立项建设。 

狠抓质量，建设精品教材是学校一贯追求的目标。近年来，学校制

定了相关文件制度,建立了立项申报和评审机制，使教材规划、立项、管

理、出版、选用等每项工作都有政策上的依据、严格的管理规定和规范

的程序要求。同时，设立了专项资金资助教材建设,支持立项教材的编写

出版,为教材建设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十三五”以来，我校共获批

省重点教材 32 部，尤其近三年，一直维持每年获批 8 部左右的好成绩，

扎实推进教材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盐城工学院 2020 年省重点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备注 

1 大学生创业教育导航 邵荣、徐新华 创新创业 

2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 张勤芳 新编 

3 互联网金融 焦微玲、王慧颖 新编 

4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王福元 新编 

5 结构力学（上、下） 吴发红、宗钟凌 新编 

6 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 严金龙 新编 

7 纺织服装概论 吕立斌 修订 

8 展示设计 王莉 修订 

（教务处） 

 

我校接受省教育厅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 

12 月 24 日，省教育厅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专家组对我校

实验室安全工作进行现场检查。专家组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教学指导

委员会秘书长、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熊宏齐，扬州大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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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环保与智能装备研究所所长周骥平，苏州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处长魏永前，淮阴工学院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张常新，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副院长王晓琳，南京大学郑兴福组成。 

上午 9 点，学校在南校区行政楼九楼视频会议室召开现场检查会

议，副校长王资生作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情况汇报。随后，专家组对全

校教学科研实验室随机抽取并分组进行了现场检查，召开了师生座谈

会，查阅了校级、化学化工学院、环境学院的实验室安全工作档案和安

全台帐。 

在现场检查反馈会上，周骥平代表专家组反馈了对我校实验室安全

工作检查的总体情况，认为我校领导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工作，安全规

章制度与责任体系完善，同时提出了 12条整改意见。 

王资生表示，对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

的，制订整改方案，提出整改措施和时间节点，全面推进学校实验室安

全管理工作，为学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实验室保障。 

保卫处、科技处、教务处、研究生处、后勤管理处、实验设备处等

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教学、科研单位分管实验室负责人和中心主任参

会。 

                                          （实验设备处） 

 

我校团队绿林卫士项目获第十二届“挑战杯”金奖 

12 月 10 日，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东北

林业大学落下帷幕，我校机械学院、信息学院、经管学院联合组成的团

队《绿林卫士——智能化树木养护一体机》项目获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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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金奖，同时还在入围全国决赛终审答辩的 432 个参赛作品中获网络点

赞数近 10万，获评大赛网络人气项目奖。 

《绿林卫士——智能化树木养护一体机》创业团队由机械学院郁

倩、信息学院孟海涛、经管学院陈爱成老师指导，信息学院 2020 届毕业

生王闯领衔，创业团队成员包括经管学院金昱彤、吕宁、汤家璇，机械

学院刘靖宇、高稚朋、储雨龙、周玉，信息学院蒋祖耀、祝鑫淼等同学

组成。 

大赛聚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 2020 年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目标，设臵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城市治理和社会服务、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创

意和区域合作五个组别。大赛自 6 月启动以来共吸引了包括港澳在内的

全国 2786 所学校 17.9 万个项目报名参加，参赛学生达 92.4 万人。经评

审，1439 个参赛作品入围全国决赛。最终 144 个参赛作品获金奖，其

中，本科院校 119 个，高职院校 25 个。江苏省共有中国矿业大学、东南

大学、盐城工学院等 13个本科高校获得金奖。 

绿林卫士团队成立于 2018 年，当年完成行业调研报告并提出设计方

案，2019 年完成产品研发，获得实审发明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授权 2

项，并通过园林部门的技术和市场验证。2020 年完成产品轻量化设计，

形成系列产品，并与多家省市级企事业单位达成合作意向，具有良好市

场前景。 

自去年 11 月份启动“挑战杯”校赛以来，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校党

委书记刘祖汉、校长方海林对整个备赛工作给予鼓励与支持，副校长邵

荣多次到现场对项目进行指导。校团委精心组织、全程跟踪，多次组织

相关专家对项目进行指导、打磨，引导、鼓励教师、学生积极备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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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学院、相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全力投入，为优异成绩的取得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本届大赛充分发挥互联网扁平化动员优势，以线上为主的形式举办

全国决赛，超过 600 万人次在线参与这项活动。大赛期间，还举办了向

祖国报到——“挑战杯”社会实践云接力、向梦想出发——“挑战杯”

奋斗出彩云分享、挑战杯·双创云展会、挑战杯·青年学习汇、挑战

杯·名师大讲堂、挑战杯·导师会客厅、挑战杯·资源对接会、挑战

杯·畅想 2050 等 8 项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活动。作为中国大学生最关注

的全国性创业赛事之一，大赛引导和激励了一批批青年通过广泛的社会

实践、深刻的社会观察，不断增强对国情社情的了解，激发创新精神，

培育创业意识，提升社会化能力。 

                               （团委、机械优集学院、经管学院） 

 

我校“梦之声”合唱团再获省大学生艺术展演“特等奖”并入围国赛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文公布了江苏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获奖名单，我校“梦之声”合唱团再次荣获声乐类甲组特等奖，并入围

国赛，这也是“梦之声”合唱团第六次作为学校美育成果，代表江苏参

加全国比赛。学校被授予“优秀组织奖”。本次比赛，全省共 55 支队伍

参加。经过片区赛选拔，共有 14 支队伍进入省赛，最后 4 支队伍获特等

奖并入围国赛。 

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由省教育厅举办，每三年一届，是全省目前规

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学生艺术盛会。江苏省第六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自启动以来，“梦之声”合唱团经历了报送录像评比、苏

北赛区复赛、江苏省决赛的重重考验，合唱团的同学们克服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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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丰富的音色和精湛的技法呈现出两首质量高、难度大的参赛曲目：美

国现代作品《Water Night》、合唱音诗《蒙古靴的印迹之二——步

调》。赛后，国家一级指挥,前线歌舞团常任指挥常畅、江苏省音乐家协

会主席杨丽娟、江苏省演艺集团国家一级作曲马熙林分别发来贺信，充

分肯定了“梦之声”合唱团二十年来为江苏高校合唱作出的贡献。 

据合唱团指导老师沈小峰介绍，我校两首参赛作品在十四支进入决

赛的队伍中难度最大。其中，《步调》还请来了马头琴演奏家为歌曲进

行点缀，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少见的。所有同学在比赛前两个月的时间

里，每天至少训练一小时，周六周日全天高强度进行训练。 

此外，我校在本次江苏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收获佳绩，

有 16 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10 项，获奖

作品类型涉及戏剧、朗诵、绘画、书法篆刻、摄影、微电影、艺术实践

工作坊、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等项目，获奖作品数再创新高。 

（团委） 

  

纺织服装学院获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纱线设计大赛特等奖 

12 月 19 日，由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纺织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江南大学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纱线设计

大赛决赛暨颁奖大会在江南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举行。我校纺服学

院郭岭岭等老师指导，汤晓玲、苗青、徐亚娟同学完成的作品“抗菌铜

纤维/闪亮银丝纱赛络纺复合色纺纱”获特等奖；郭岭岭等老师指导，夏

晨颖、董楠楠、于靖妍同学的作品“炫彩—粗支段彩摩擦纺纱”和崔红

等老师指导，孔筝、施春阳同学的作品“高弹耐磨负泊松比纱线”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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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崔红老师获大赛突出贡献奖，郭岭岭老师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我校获最佳组织单位奖。 

特等奖作品“抗菌铜纤维/闪亮银丝纱赛络纺复合色纺纱”采用分段

混合，将咖啡炭与金银丝在清梳棉机混合，铜绿色的铜纤维单独纺纱，

然后在细纱机上通过赛络纺制成复合 AB 纱。咖啡炭具有抑菌除臭、发散

负离子和抗紫外线、蓄热保温、低碳环保的功能，铜纤维可以阻断疾病

传播，卫生保洁，对抗菌纺织品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利用咖啡碳和银纤

维的混纺再与铜纤维赛络纺成 AB 纱，将这几种纤维的优点集成一体，弥

补了单种纤维成纱的缺点。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卫生保健显得弥足

珍贵。所纺纱线具有抗菌抑菌、吸湿透气等功能，可以用作机织或针织

服用织物的开发，也可以用作装饰用纺织品如窗帘，墙布，床上用品等

的开发，产品开发范围广，有非常好的开发前景。 

本次大赛共收到东华大学、天津工业大学、苏州大学等 15 所高校的

193 份参赛作品，最终 20 件作品入围决赛。各专家对入围决赛作品进行

终审，在初赛结果基础上评出特等奖 6项，一等奖 14项。 

作为面向国内纺织类院校的专业赛事，全国大学生纱线设计大赛已

具有十年的悠久历史，是高校纺织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传统赛事之一。大

赛始终秉承着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心，积极促进各大院校

纺织学科间的交流与发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纺织类青

年人才。 

纺织服装学院历来重视学科竞赛活动，以学科竞赛为平台促进教学

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引导学生注重自主创新，培养学生精益求精、不

断追求、不断创新的工匠精神，以及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纺织服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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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组织教学档案专项检查工作 

12 月 14 日，教务处副处长吕立斌带队，燕慧、周玉香、符昌慧、李开

平等组成的专家组对各教学单位教学材料归档工作进行检查，内容包括

2018 年度档案工作整改情况；2019 年度教学材料归档情况；档案管理工作

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本次检查历时 6天，专家组进行了全面、仔细、深入的检查，不搞形式

主义，以进一步推进教学档案建设工作，使档案建设真正服务于教学，从而

达到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2019 年度教学档案专项检查情况 

序号 部   门 总分 排名 

1 材料工程学院 95.79 1 

2 机械优集学院 94.60 2 

3 信息工程学院 93.40 3 

4 纺织服装学院 92.50 4 

5 数理学院 91.60 5 

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0.39 6 

7 化学化工学院 89.49 7 

8 外国语学院 88.59 8 

9 海洋与生物工程学院 87.10 9 

10 汽车工程学院 85.89 10 

11 设计艺术学院 84.99 11 

12 人文学院 83.19 12 

13 体育教学部 81.39 13 

14 电气工程学院 79.59 14 

15 土木工程学院 77.79 15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76.30 16 

17 经济管理学院 75.40 17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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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教学单位 12 月份教学工作信息 

机械工程学院  优集学院 

1.专业建设 

开展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持续改进情况报备

工作，按照面向产出评价机制的要求，逐一梳理理论/实验课程、毕业设

计(论文)、课程/综合设计、实习等环节，持续改进原始材料，并于 12

月底提交了持续改进情况报告和相关材料。 

2.课程建设 

12 月 23 日下午，在机械馆会议室，我院马如宏教授与学院部分教

师交流分享一流课程建设经验，并对具体申报工作进行了指导。 

3.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根据前期完成的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建设方案要求，我院多次召开

教学成果奖申报专题小组会议，研讨交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抓紧

推进落实相关工作。 

4.毕业设计 

在前期毕业设计分组工作落实到位的基础上，我院各专业系陆续开

展毕业设计动员会，安排好毕业实习工作，督促指导教师按照相关要求

和学生见面并布臵任务。 

5.新进青年教师培训 

12 月 7 日下午，在机械馆会议室，我院教务科科长袁健为 6 位新进

青年教师进行教学能力培训。他从课堂教学、毕业设计等方面向介绍了

自己的教学经验。青年教师们则就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师职业发展规

划等问题与袁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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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科竞赛 

12 月 5 日下午，在机械馆 B402 教室，我院举办了第九届工业工程

改善创意大赛决赛。比赛过程中，各项目组成员采用 PPT 现场展示研究

成果，并接受评委老师的提问。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

三等奖 5名。 

（上报人：杨梁杰  审核人：陈青） 

 

化学化工学院 

1．做好 2021 春课务安排、教材预定工作，确保下学期教学工作顺

利开展。 

2．开展新教师试讲活动。为了让新教师迅速成长，快速适应课堂教

学， 12 月 24 日上午，在学院 201 会议室 ，我院组织教师授课试讲活

动，4 位教师参加试讲。学院领导奚新国、祁刚及专业系主任、优秀教

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3．完善 2019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各

专业系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设计和课程考核各方面，将教学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相对

应，完善所有课程的教学大纲，并汇编成册。 

4．接受 2019 年教学档案工作检查。学院教科研人员办负责搜集、

整理 2019 年所有相关的文件、材料，按档案目录类别进行整理。12 月

16 日下午，教务处组织的专家组对我院档案工作进行检查，在给予肯定

时，也提出中肯的意见。 

（上报人：孙明珠  审核人：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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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 

1．国家教材奖申报。我院《小企业会计》《新编市场营销学》《财

务管理》《高级财务会计》四部教材申报国家级教材奖，其中《小企业

会计》和《新编市场营销学》获学校推荐申报省级教材奖，目前这两部

教材已获省级培育立项。《新编市场营销学》被推荐申报国家级教材

奖，目前正在评审。同时，我院也是唯一被推荐申报省级优秀教材教学

团队的教学单位。 

2．参加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我院卞继红教授作为主讲

教师的财务管理团队被学校推荐参加省级比赛。 

3．我院张志华、边冬、吕玉兰、周晓东、徐宁等 5 位老师参加省教

育厅组织的马工程课程培训，感觉受益匪浅。 

5．完成 2021 春课务安排、教材征订，2020 秋考试安排及全年教研

工作统计等教学常规工作。 

（上报人：喻淑兰  审核人：赵永亮） 

 

电气工程学院 

1．电气 181、182 班同学和电气 183、184 班同学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14-25 日和 2020 年 12 月 28 日-2021 年 1 月 8 日进入大丰新能源产业

学院进行为期 2周的生产实习。 

2．12 月 28 日，我院校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和示范课程进行特色凝

练，向教务处提交了相关汇报材料。 

（上报人：孙宏国  审核人：张春富） 

 

设计艺术学院 

1．签订实习基地 

12 月 15 日，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杨军一行前往江阴市与“江阴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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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制品有限公司”和“江苏李进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举行

了“盐城工学院大学生就业实习基地”签约与挂牌仪式。座谈会上，杨

军详细了解了企业对设计艺术专业毕业生的能力素质要求，双方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本次实习基地挂牌，建立了学生到对口企业实习锻炼的合

作通道，为设计艺术学院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开展校企合作工作与人

才培养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学院随行参加签约仪式人员还有环境艺

术设计系主任王庆勇副教授、视觉传达设计系教师代表姚丹丹、徐东升

等。 

2．广州纺织服装职业学校来我院调研交流 

12 月 4 日下午，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党委书记黄素欢一行 5 人

来我院调研交流。纺织服装学院党总支书记宋孝浜；我院党总支书记胡

凌霞，副书记杨军，副院长顾晓卉，服装系主任倪要武，产品系主任钱

峰，教科研办公室副主任袁媛，教师代表王瑾、周科，悦达纺织集团企

划部副部长商云龙参加座谈交流。 

胡凌霞代表学院对广州纺校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来宾介绍了我

校及学院发展历程、办学情况，顾晓卉就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

情况进行介绍。座谈会上，双方围绕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就业工

作、课程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交流。 

（上报人：袁媛  审核人：顾晓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完成 2020年度教研工作量统计工作； 

2.完成 2021春排课工作； 

3.完成 2021春校选课申报工作； 

4.完成 2020秋学院试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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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展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校内选拔赛工作； 

6.完成 2021春教材预订工作； 

7.完成 2021春自编讲义印制提交工作； 

8.开展盐城工学院第二届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 

（上报人：陈东勇  审核人：诸华军） 

 

土木工程学院 

1.总结 2020年度教学工作 

学院在 2020 年度教研成果统计基础上，深入总结 2020 年度重点教

学工作及日常教学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工作思路。各专

业及实验中心也进行了专业建设及实验室建设工作总结。 

2.完成土木工程专业认证 2020年度报备工作 

按照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要求，我院完成了 27 门课程及实践环

节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并按时上传了这些课程的原始材料以及本年

度形成的面向产出的评价机制文件。 

3.做好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认证准备工作 

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认证工作组细化自评报告撰写、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评价、原始材料整理、支撑材料准备等工作任务，责任到

人，明确各项任务完成实践。 

4.开展本学期实践环节检查及整改工作 

针对实践环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院强化实践教学过程管理、过

程评价，强化指导；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实践环节责成立即整改，开展实

践教学交流，严把实践教学质量关。 

5.完成 2019年度教学档案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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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统一部署，学院完成了 2019 年度教学档案整理归档工作，

并通过学校检查组验收。 

6.总结 2020秋教学督导工作 

2020 年秋学期，我院领导及督导成员共听理论课及实践课 78 堂，

将改进建议及时上传学校日常教学督导系统，帮助教师不断改进课堂教

学方法。 

7.完成 2021 春新开课试讲，2021 春课程安排及教师、班级课表核

对，2021 春教材征订及教辅材料印刷，2020 秋课程考核及巡视，期末教

学档案收集等常规教学管理工作。 

（上报人：程鹏环  审核人：王照宇） 

 

汽车工程学院 

1．为更好地编制我院“十四五”规划，建设较强的人才队伍，学习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宝贵经验，12 月 7 日，院长倪骁

骅一行 5 人赴山东调研学习，先后前往了山东理工大学交通与车辆工程

学院、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以及山东派蒙机电技术有限公司。与

各单位负责人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科研

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参观了实验室。 

2．12 月 8 日，在南校区机械馆 B406，学院面向研究生开设了

STM32 微控制器培训课程，副院长刘玮对本次培训提出具体要求，张美

琪老师担任主讲教师。课上，张美琪介绍了课程安排和学习要求，讲解

了控制器电器原理、模块材料功能、实物焊接步骤和技巧。研究生们积

极参与课程练习并围绕课程知识点和关键问题展开讨论。 

3．为发展汽车市场营销文化，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12 月 9 日下

午，由森风集团领克中心冠名的首届“森风领克杯”汽车营销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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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城工学院东工培中心举办。出席本次比赛的嘉宾和评委有森风集团

领克销售总监王健成，东风标致销售经理程萧，领克内训师严生春，我

院院长倪骁骅、副院长熊新、原院长徐进和汽车服务工程系主任汤沛，

还有来自经管学院的杨军老师和肖立教授。 

4．12 月 24 日下午，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系在机械馆报告厅举办了以

“车险理赔工作介绍”为题的主题讲座。平安产险盐城中支理赔部经理

赵永兵主讲。主要参会人员有我院副院长熊新、老师林鑫焱和徐忠华以

及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17、18级全体学生。 

5．做好 2020年教学任务的检查、收集和整理入库工作。 

（上报人：汪洪林   审核人：熊新）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鼓励老师积极申报通识选修课，并组织有经验的教师对申报教师

进行指导和帮助，最终吕慧华、李娜、陈洁、王锋四位老师申报的课程

全部予以立项。  

2．学院高度重视教学材料归档工作，专门安排教师对 2019 年度的

教学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学院督导组对学校档案检查组反馈意见落

实、整改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 

3．学院高度重视课程设臵及教材选用工作，各专业系组织教师对

2021春课程安排及教材选用进行研讨。 

4．为提高新开课、开新课教师的教学水平，12 月 25 日上午，学院

组织宋夫交、张永昊、陈洁 3 位教师试讲，邀请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

和其他骨干教师作为评委，对其进行指导与点评。最终 3 位教师全部顺

利通过学校试讲。副院长杨百忍主持试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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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月 20 日，副院长杨百忍受邀在“2020 年环境类专业工程教育

评价体系建设与教学改革研讨会”上作了题为《“能力导向、产学协

同、多元培养”应用型环境人才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构建与实施》主

题报告。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类专业认证委员会）和

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办，全国 100 多所高

校 300 多位老师参加，报告中将盐城工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建设的经验做

法向全国高校环境类专业做了推介，显著提升了专业的影响力。 

（上报人：张红梅   审核人：杨百忍） 

 

外国语学院 

1.12 月 12 日至 20 日，我院举办“盐城工学院第三届英语写作”大

赛，参与对象为盐城工学院全体在校学生。本次写作大赛不拘题型，题

目自拟；考试实行平台操作，独立账号；评分采用人机共同评判。本次

大赛实际参与人数为 212名，最终 54名学生获奖。 

3.12 月 9 日下午，学院在南校区润美楼 A404 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第

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由学院党总支书记谷文华主持，院长刘平、

副院长齐金花、叶磊和教职工代表 30余人参加。 

（上报人：张力文  审核人：刘平）  

 

海洋与生物工程学院 

1．召开教学大纲修订研讨会  

教学院长齐志涛于 12 月 25 日、28 日组织专业系教师分专业进行教

学大纲修订研讨。在初稿的基础上，研讨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教学目标

的对应关系、与教学内容的对应关系；讨论课程过程化考核的方式、课

程思政考核的方式等，并统一大纲书写格式，确保我院教学大纲修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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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完成。 

2．开展 2020秋试讲 10人次 

12 月 24 日上午 8:30，我院在院东会议室组织 2020 秋试讲工作，包

含实验课程在内，共有 10 人次参加院内试讲。由副院长齐志涛、系主任

吕富、梁慧星、傅润泽等作为评委，就 5 分钟说课、15 分钟讲课情况一

一进行点评和指导。经过评委讨论，确定 7门课程上报学校参加试讲。 

3．完成 2021春课务安排及教材征订工作 

2021 春共安排了 76 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其中 17 门集中实践课程，

59 门理论课程；共有 52 门课程征订了教材，有 3 门课程使用自编讲

义。 

4．师生踊跃参加 2021年学科竞赛 

我院教师积极指导本科生参加第五届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在食品

科学与工程、天然产物开发与利用、水产类等 9 大类研究方向合计报名

21项。 

（上报人：张红 审核人：齐志涛） 

 

马克思主义学院 

1.完成 2020秋马原、思修两门课程的考试相关工作； 

2.完成 2019年教学档案检查工作； 

3.完成 2021春课务安排及调整工作； 

4.完成 2021春教材征订工作。 

（上报人：梅江林  审核人：沈妉） 

 

数理学院 

1.12 月 17 日上午，学校教务处组织专家对我院 2019 年度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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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工作进行检查，专家组充分肯定了学院的材料归档质量，同时对档

案建设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2.12 月 18 日，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全国高等学校

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中国物理学会、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组委会

主办，东北大学承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落下帷幕。我院共

有 2项作品参赛，经过网络初审、专家评审，均获全国三等奖。 

3.12 月 24 日下午，薛长峰院长主持召开了部门期末主要工作会

议。徐宁副院长要求全体教师认真做好期末监考、试卷批阅、试卷复核

以及课程教学总结工作，数学系和物理系分别做好期末考试课程的试卷

分析工作。 

                              （上报人：俞晓明  审核人：徐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