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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春季学期 

期末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校于本

学期第 17-18周开展了期末教学检查工作。教务处会同各二

级学院对本学期教学运行、考试管理、下学期教学工作安排、

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其中教务处组织了考风考纪、

期末试卷命题、调停课、课程信息化建设专项检查，现将检

查结果通报如下： 

一、检查方式 

本次检查采取以各二级学院自查为主，学校组织抽查为

辅的方式进行。各二级学院根据期末教学检查要求自行制定

方案进行学院自查；教务处组织评价专家查看各二级学院自

查报告，抽查相关教学材料进行专项检查。 

二、教务处专项检查情况 

（一）期末考试专项检查 

此次期末考试教务处集中组织 887场次，监考教师 1774

人次，学生考试 31263人次。在此次期末考试中、教务处、

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和各二级学院对各场次考试进行了督

导检查，考试基本顺利，考场秩序基本正常。 

（二）期末考试命题情况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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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月 5 日下午，教务处组织校内专家对本学期

期末考试命题进行了专项检查。此次命题检查共抽查 40门

课程试卷，课程试卷平均得分为 97.07，各二级学院平均得

分见下表。 

开课学院 平均分 排名 

机电学院 98.40  1 

会计学院 98.30  2 

劳动关系学院 98.10  3 

经贸学院 97.70  4 

人文学院 97.40 5 

信息工程学院 96.60  6 

艺术学院 95.20  7 

工商学院 95.20  7 

合计 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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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停课专项检查 

截止到 2018年 7月 5日，各二级学院总上课学时 77739

学时，其中调课总学时 3422 学时，平均调课率为 4.4%，教

学秩序较为稳定，各二级学院调课情况统计如下： 

开课学院 
已调课

时 

总上课

课时 
调课比率 

教学秩

序排名 

信息工程学院 184 10146 1.81% 1 

会计学院 256 10562 2.42% 2 

艺术学院 444 13608 3.26% 3 

劳动关系学院 338 8339 4.05% 4 

经贸学院 544 11934 4.56% 5 

机电学院 298 6496 4.59% 6 

工商学院 438 8510 5.15% 7 

人文学院 920 8144 11.30% 8 

合计 3422 77739 4.40%   

（四）课程信息化建设检查 

截至 2018 年 7 月 5 日，我校网络教学平台共总访问量

达 426997 次，本学期平台课程总数 797 门，其中活跃课程

共有 304 门，现将各二级学院课程信息化建设情况公示如

下： 

开课学院 
学生进入课程

总数 

选课学生 

人数 

生均进入课程

次数 
名次 

会计学院 69521 6965 9.98  1 

工商学院 47983 6821 7.03  2 

信息工程学院 55956 8584 6.5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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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院 
学生进入课程

总数 

选课学生 

人数 

生均进入课程

次数 
名次 

人文学院 78316 12841 6.10  4 

经贸学院 38195 6497 5.88  5 

劳动关系学院 60405 10943 5.52  6 

机电学院 12430 3739 3.32  7 

艺术学院 3571 7740 0.46  8 

总计 366377 64130 5.71    

三、问题和整改建议 

（一）期末考试工作专项检查 

1.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个别课程命题保密环节存

在问题，存在考试划重点的现象；个别监考教师存在监考迟

到问题；个别监考老师提前领取未考场次试卷；个别考场试

卷交接出现问题；部分考场存在私自替换监考教师的情况。 

2.整改建议：各二级学院要成立期末考试工作小组，安

排 2-3名专人负责期末考试组织安排工作，提前准备，认真

筹划各项考试事项；各二级学院要召开期末考试培训会议认

真学习考试工作规范和监考守则。目前每学期期末考试第一

场空出，各二级学院可以利用此段时间布臵期末考试工作，

强调学习期末考试纪律；各学院要认真做好试卷命题保密和

试卷交接工作，严禁任课教师期末划重点，或以各种方式将

试题透露给学生。 

（二）试卷命题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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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课程试卷与往年试题相比重复率过高；个别课程

ABC 试卷之间重复过高；个别试卷题目数量和分值有误；个

别试卷审核不严格，有错别字；试题格式排版问题较多，学

期错误。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各二级学院要特别引起重

视，加强试卷命题审核，严抓整改落实，责任到人，以确保

期末考试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三）调停课专项检查 

本学期各二级学院调停课平均比例为 4.0%，整体教学

秩序较为稳定，但是个别学院调课率较高，应当引起相关学

院高度重视，对教师调停课严格审核，以免造成教学秩序的

混乱。 

（四）课程信息化建设专项检查 

本学期我校课程信息化建设相对于上学期有较大幅度

提高，出现了一批课程信息化程度较高的课程，现代信息化

技术和课程建设出现深度融合的趋势。但是各二级学院课程

信息化建设程度出现严重两极分化趋势，希望课程信息化建

设程度较低的学院分析原因，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引导教师

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 

 

教务处 

2018 年 7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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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规范化教学管理之路，深入推进内涵式发展 

--经贸学院期末教学检查 
 

2017-2018 学年春季学期期末，经贸学院按照教务处的

要求，在 6月 13日-6 月 26 日进行了期末教学检查。为此，

学院成立了期末教学检查小组，组长由沈君克院长担任，副

组长由李全海副院长担任，小组成员为各个教研室主任及学

院教学秘书。检查内容为本学期教学运行情况、下学期教学

任务安排、毕业生毕业论文的答辩落实情况、期末考试的考

务工作四大项内容，并着重对教学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化的

梳理，有效的推进了学院内涵式的发展。现对这次检查做以

下总结： 

一、本学期教学运行情况 

（一）教学任务落实情况 

本学期经贸学院各个专业均按照严格人才培养方案的

教学计划运行。本学期授课教师数为 44人，教学材料齐全

均已上传至网络教学平台，同时每名教师都能够充分利用网

络教学平台与学生进行课程互动，丰富教学资源和内容，网

络教学平台使用率大幅度提高。 

（二）学生考勤检查 

本学期，学院领导及学生会成员不定期、不定时、高频

率、高密度对学院学生出勤情况进行了检查，对出现的迟到、

旷课现象，学院及时采取措施依规要求学生做出检查和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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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此项检查既震慑了违规学生，又促进了良好的学风建

设。 

 

学生会查课记录，学院处理意见和学生检讨 

（三）组织观摩教学活动，促进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高 

本学期经贸学院各个教研室都组织了教学观摩活动，全

院总听课达到 100 余人次。为了督促青年教师尽快提高教学

水平，5 月 23 日下午，在前期教研室内部听课活动的基础

上，学院组织了全院公开观摩教学活动，从 2015、2016 年

入职的 11位教师里，现场抽签决定了 4 位讲课人选和顺序，

黄效文、张慧丽、林兆功、卢晓晴 4 位老师分别以不同的课

程主题，在 20分钟内给老师们展示了各自的授课内容。4

位年青老师大方得体的教学仪态、流畅清晰的语言功底得到

了教师们的共同认可。 



 8 

 

 

（四）多措并举切实提高全体教师责任意识 

为了切实提高全体教师的责任意识，解决教学过程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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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教风不扎实、不愿意下功夫、教学水平不高等问题，学

院制定了《经贸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办法》。在今后的教学管

理中，将采取对课程根据难度合理分级、公布评教名次、新

进教师给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担任一年助教等方式，多措并

举强化基层教学管理，完善教学评价机制，从抓教风入手，

在教师队伍中倡导爱岗敬业的教学精神，督促教师主动提高

教学水平。 

（五）规范试卷管理 

 试卷是本科评估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工作，为了规范试

卷管理工作，经贸学院经过多次讨论和修订根据教务处的要

求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了《经贸学院试卷管理办法》。

从试卷的命题，试卷批阅及试卷归档等方面对试卷管理工作

进行了规范。 

（六）教研室活动 

按照学校的要求，各个教研室组织开展了学习《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和基本要求调整说明》 两个重要

文件，为做好本科评估工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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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教研室学习活动 各教研室活动记录表 

二、期末考试管理 

经贸学院教师均按照学校要求并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

行了期末考试的命题工作。命题结束后，各个教研室主任对

试卷进行了审核，及时的提出了修改意见，并督促相关老师

按规定完成命题工作，保证了期末考试的命题质量。并组织

教师召开考务培训会议，严格监考纪律，并学习了《山东管

理学院考试规范》《山东管理学院考场规则》和《山东管理

学院监考守则》。期末考试期间，沈君克院长和李全海副院

长随机对期末考试考场进行了巡考检查，绝大部分学生的考

风较为端正，各个监考老师都能够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进行

监考。 

三、下学期教学工作安排 

下学期经贸学院教学任务计划总计 70 个。除 2018 级以

外下学期的课表均已安排完成。按照教务处的要求，在李全

海副院长的带领下，各个本科专业教研室对 2018级本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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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了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经过多轮商讨，多次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得以成形，为经贸学院后续人才培养提出了要

求，指明了方向。 

四、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方面，经贸学院本学期按照教务处的要求开展

了 2018届毕业生毕业论文的工作。成立了毕业论文工作小

组，拟定了毕业论文工作计划。特别是针对第一届本科毕业

生 2014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做了细致的

工作计划和准备。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依据程序对毕业生进

行了论文答辩工作，答辩小组经过集中讨论和专家审核推选

出了优秀本科毕业生论文。 

 

2014级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毕业论文答辩现场 

 

 

 

经贸学院 

2018 年 7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