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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第 13-16 教学周教学督导通报
对第 11-12 教学周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督导巡查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以督导通报形式发至各教学单位，同时
呈报给教务处、学生处等相关职能部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
责人在学校教学副院长（副主任）第十三周例会上进行了通报。相关
教学单位、职能部门已进行整改落实。
根据学校 2017 年教学督导工作计划安排，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
武传涛、杨锡田、武丽娜在第 13-16 周继续开展教学督导巡查工作。
发现的问题及意见建议如下：
序号

发现的问题

意见建议

个别班级存在学生上课缺勤现象: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第 15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215 教室，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2014 级《西方政治学名著选
读》，应到 82 人，实到 25 人，缺勤 57 人，到课率为 30%；
第 15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211 教室，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4 级《管理心理学》，应到 35 人，实到 12 人，缺勤 23
人，到课率为 34%；第 16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211 教室， 建议任课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4 级《管理心理学》，应到 35 人，实 教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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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2 人，缺勤 23 人，到课率为 34%；

主任、辅

经济管理学院：第 15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515 教室， 导员加强
市场营销（本）专业 2014 级《营销策划》，应到 44 人，实 学生考勤
到 11 人，缺勤 33 人，到课率为 25%；
文化传播学院：第 15 周周三下午 6-7 节文外楼 307 教室，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014 级《节目主持项目教学》应到 73
人，实到 20 人，缺勤 53 人，到课率为 27%。
个别班级存在学生上课迟到现象:
经济管理学院：第 16 周周五上午 3-4 节文外楼 609 教室，
国际商务（中英合作）专业 2017 级《新概念英语 1》，迟到

-1-

管理。

3 人；第 16 周周五上午 3-4 节文外楼 613 教室，国际商务（跨
境电商）专业 2017 级《大学英语 1》，迟到 20 人；
文化传播学院：第 13 周周三下午 8-9 节文外楼 307 教室，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014 级《节目主持项目教学》，迟到 1
人；第 13 周周三下午 8-9 节文外楼 310 教室，广播电视学专
业 2015 级《社会学原理》，迟到 1 人；
舞蹈学院：第 15 周周三下午 6-7 节电教楼 209 教室，音
乐与舞蹈学类 2017 级《大学英语Ⅰ》，迟到 3 人；
旅游学院：第 16 周周四上午 3-4 节电教楼 211 教室，旅
游管理专业 2017 级《模拟导游》，迟到 1 人；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第 16 周周四上午 3-4 节电教楼
212 教室，社会工作专业 2014 级《妇女家庭社会工作》，迟
到 1 人。
个别班级依然存在学生集中在后排座位现象：
经济管理学院：第 15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315 教室，
国际商务（跨境电商）专业 2016 级《大学英语 3》；第 15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616 教室，国际商务（中英合作）
专业 2017 级《英国文化 1》；第 16 周周四上午 3-4 节电教楼
603 教室，经济学专业 2014 级《第二外语》；第 16 周周五上 任课教师
午 3-4 节电教楼 504 教室，市场营销专业（专升本）2016 级 要做好课
《营销策划》；第 16 周周五上午 3-4 节文外楼 315 教室，国 堂教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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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2015 级《International Marketing》；

理工作，

文化传播学院：第 15 周周三下午 6-7 节电教楼 405 教室， 各院（部）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5 级《外国文学Ⅱ》；第 15 周周四上午 要加强学
3-4 节文外楼 314 教室，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016 级《有声 生教育引
语言表达实验》；第 16 周周五上午 3-4 节文外楼 312 教室， 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5 级《秘书理论与实务》；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第 15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315 教室，老年服务专业 2016 级《大学英语 3》；第 16 周周
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215 教室，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2014 级
《西方政治学名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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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第 15 周周四上午 3-4 节电教楼 403 教室，审
计学专业 2014 级《财经应用文写作》；
外国语学院：第 15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510 教室，
英语专业 2014 级《第二外语Ⅳ》；
旅游学院：第 16 周周五上午 3-4 节电教楼 204 教室，旅
游管理专业 2016 级《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教学单位

个别教师存在教态不得体的现象：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第 16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210 教室，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6 级《非政府组织管理》；
3

外国语学院：第 16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510 教室，
英语专业 2014 级《第二外语Ⅳ》；
文化传播学院：第 16 周周四上午 3-4 节文外楼 615 教室，
广播电视学专业 2017 级《摄影与摄像Ⅰ》。

要引导教
师增强规
范意识，
教师要认
真履行课
堂教学规
范。

针对以上问题，各院（部）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整改工作，严
格课堂管理和教学管理工作。一是要求教师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维护
正常教学秩序；二是协同学生管理人员，严抓学生的课堂纪律，开展
学风建设工作，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风学纪；三是增强教师课堂规
范意识，自觉履行课堂教学管理职责。针对 2014 级个别班级的缺勤
现象，建议相关院（部）尽快落实整改，切实有效地保障课堂教学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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