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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文件

南晓院教字〔2020〕4 号

签发人：张 波

南京晓庄学院 2020 年教学工作要点

2020 年，学校教学工作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人才

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持续践行 OBE 理念，推进教学模

式、学习方式的变革，提升教学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一、持续开展教风学风建设

严格落实“晓庄 40 条”，完善制度建设，着力补短板、

强优势，形成教风学风建设长效机制，营造“教师乐教，学

生乐学”的良好氛围。

以考风促进学风，深化课程考核与评价改革，关注过程

考核，实施教考分离，尝试采用第三方考核评价途径，建立

多元考试评价和改进体系。

有效落实美育工作实施细则，全面深化美育教育教学改

革，努力实现专业教育与艺术教育的相互融合；加强美育、

体育、劳育的内涵建设，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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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专业建设水平

以国家、省、校三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建设为契机，

滚动申报一流专业，不断提升专业建设能力与水平；以专业

分流和转专业等为抓手，不断优化调整专业结构；以服务地

方产业发展需求为目标，进一步优化专业布局，建设新工科、

新文科、新师范专业群。

积极筹备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专业三级认证及其他师范

专业的二级认证工作；推进已立项专业的工程教育认证准备

工作。

有效推进专业综合评估与新专业学位授予权评估工作，

进一步完善专业常态监测和评估制度，充分发挥专业评估在

保障和提升教学质量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辅修专业（辅修课程）的实施，为学生提供多元化

的学习渠道，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按照各类专业认证标准，完成全部课程大纲的编制和改

进工作；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开展课程考核评估，增加课

业含金量；以“晓庄金课建设工程”为抓手，加快“金课”

建设，开展校级一流课程建设工作。

加大省级、校级教改研究课题建设力度，培育重大成果。

评选校级教学成果奖，努力提升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整体

水平。

持续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加大引进和实施国际课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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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台《国际课程管理办法》，规范国际课程的引进、建

设与管理的流程。

优化学业指导流程，完善学业预警与帮扶；升级第二课

堂信息化管理平台；以学科专业发展为基础，培育和扶持彰

显师范教育特色和学校显示度的学科竞赛项目；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提升大学生创新素养和实践技能。

四、优化实践教学管理

完善毕业论文系统，建设师范生实习管理平台，统筹全

校见实习工作，协调师范生教育实习，加强实习指导、督查

及基地建设，研制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工作方案。

提升实验室智能管理水平，研制实验实训大楼布局规划，

整合全校实验实训资源，优化实验室与实验人员管理制度，

改善实验实训条件，完善实验室安全整体方案。

五、提高教学服务质量

加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利用的力度，深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混合式课程教学改革，建立“互联网+教学”“人工智

能+教学”新形态，促进学习方式变革，提高教学效率，激发

教与学的活力。

有效整合教务管理系统、课程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平台、

实验室管理平台、第二课堂管理平台、线上可视化教学共享

平台、i 晓庄、“晓庄教务”微信公众号等数据，逐步实现

教务大数据的深度融合与便捷使用。

推进并逐步落实省市共建“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创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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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建设目标任务，完善“U-G-S”（高校-地方政府-

中小学校、幼儿园）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深入推进校企合作

育人、校地合作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附件：2020 年教务处工作计划表

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3 月 25 日

抄送：各学院，各部门。

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3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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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教务处工作计划表

序号 项目 类型 工作内容 负责科室 分管领导 时间

1

制度规范

重点
持续推进和完善各项教学
管理制度的修订工作

各科室 陈维维 全年

2 重点 编制课程大纲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2020.4-9

3 重点
学籍及第二课堂等管理规
章制度的修订与培训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4 重点 2020 级学生专业分流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10-2021.1

5 重点 2019 级学生转专业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4-6

6

教学过程

重点
毕业论文盲审、校优论文
评选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5

7 重点 省优论文推荐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9

8 重点
研制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工
作方案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6

9 常规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重
修工作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3-4

10 常规
教材征订、发放及数据统
计、汇总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2020.6/12

11 常规 推进教育实习平台实施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4

12 常规 实习工作督查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5

13 常规
辅修专业（课程）开设意
向调研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2020.5

14 常规
各年级选课退课组织管理
工作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2020.6/12

15 常规 教务系统及课程平台维护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全年

16 常规 课务工作安排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全年

17 常规 2020届毕业生学位英语考试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11-12

18 常规 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待定

19 常规 计算机等级考试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待定

20 常规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2020.6/12

21 常规 合作培养项目课程补考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2020.3/9

22 常规
“3+4”“3+2”“5+2”项
目转段考核

合作培养科
课程与教学科

陈维维 2020.4-5

23 常规
“3+4”合作项目文化课程
抽考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2020.6

24 常规
“3+4”“3+2”合作项目
过程性考核，教考分离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20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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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类型 工作内容 负责科室 分管领导 时间

25

课程建设

重点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推进
课程建设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全年

26 重点
联合国际交流处推进国际
课程的引进和实施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全年

27 常规 加强校级一流课程建设，推
进省级在线开放课程上线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全年

28 常规 启动校级金课立项建设 课程与教学科 段海宝 2020.4-5

29

专业建设

重点 江苏省专业综合评估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5

30 重点 “双万”专业滚动申报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6

31 重点 师范专业认证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32 常规 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3

33 常规
2015年校级品牌专业验收及
2020年一流品牌专业建设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4

34 常规 新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评审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5

35 常规 “嵌入式人才”年度申报
与检查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5

36 常规 推进省校两级卓越 2.0 计
划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5

37 常规 新专业申报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6

38

教学研究
与改革

重点 基于“OBE”的校级教改项
目实施推进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3

39 重点 校教学成果奖申报与评选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10-11

40 常规
推进已有课堂教学模式改
革示范项目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4

41 常规 基层教研组织建设培训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5

42 常规 省教材培育与申报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10

43

学习指导
与

第二课堂

重点 优化和推进学生学业指导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44 重点
第九届江苏省师范生基本
功大赛校赛、省赛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45 重点
第六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46 重点
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暨2016
级定向生毕业综合考核

学习指导科
综合科

陈维维
李昌庚

全年

47 重点
第二课堂信息化管理平台
优化升级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48 重点
师范生教学能力综合训练
基地运行并管理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49 常规 管理学生自主学习中心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50 常规 学业预警与帮扶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51 常规 大创与学科竞赛项目管理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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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类型 工作内容 负责科室 分管领导 时间

52

学籍管理

常规
2020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
核、证书制作发放及数据
上报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3-6

53 常规
2021 届毕业生毕业电子图
像采集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5-6

54 常规
2020 年高基报表学籍数据
填报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9

55 常规
2020 级新生学籍注册、学
生证和校徽制作发放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9

56 常规 在校生网上信息维护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9

57 常规
2020 级乡村师范定向生学
生入学事宜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9

58 常规 2020 届毕业生学位补授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2020.9-12

59 常规
清理、清查在籍但长期不
在校学生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60 常规
学籍异动维护、学生违纪
处理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61 常规
江苏省师范生信息库信息
维护

学习指导科 李昌庚 全年

62

合作培养

重点
推进省市共建“教师教育
综合改革创新实验示范
区”建设目标任务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全年

63 重点
开展以二级学院为主体的
OBE 理念下教师教学发展
与改革全员培训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全年

64 常规
推进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申报工作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2020.6/12

65 常规
推动二级学院开展海外教
育实践基地建设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全年

66 常规
联合相关二级学院调研前
段学校合作项目培养质量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2020.10

67 常规
2021 年 3+2 合作培养项目
转段升学考核研讨

合作培养科 陈维维 2020.11

68

教学条件
建设

重点
OBE 课程教学管理平台推
广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全年

69 重点 实验室安全工作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全年

70 重点
研制实验实训中心总体建
设方案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5

71 常规
做好央财项目实施的服务
工作与新项目申报工作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2

72 常规 实验室数据采集与上报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9

73 常规
基于智慧教室的可视化教
学共享平台建设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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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类型 工作内容 负责科室 分管领导 时间

74

语言文字

常规 语言文字工作数据填报 综合科 陈维维 2020.3

75 常规
组织在校师生的普通话培
训与测试

综合科 陈维维
2020.5/9/10

/11/12

76 常规 语言文字规范化推广 综合科 陈维维 全年

77
教学能力

提升

常规
培育长三角师范院校教师
教学比赛选手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6

78 常规
第十一届课程教学优秀奖比
赛

教学改革与
实践科

陈会忠 20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