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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动态】 

（1）新学期学校领导督导巡视教学工作 

9 月 2 日是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开学第一天。韩香云书记、

程淮中校长等校领导带领相关职能部门、各学院负责人深入教学楼、

实训场所、体育馆等场所督导巡视教学秩序。 

巡视中，学校整体教学秩序井然，教师准时到岗，教学情绪饱满，

教学设备运行基本正常。但也发现部分实训场所投影设备老化、网络

掉线、教室课桌短缺等问题。针对本次巡视中发现的情况，学校领导

要求聚焦现存问题，及时对教学设施维护和管理，切实维护好学校的

教学秩序，提高教学和管理水平。 

教学秩序督导巡视后，学校领导随机选择教室和课堂开展听课活

动，课后与任课教师就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

亲切交谈。学校领导要求授课教师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

循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和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以打造有效

课堂为契机，结合工作岗位特点，深化学校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及时

更新和深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满意度和

获得感，为全面推动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努力为更高层次、更高

水平、更高质量的特色财经类高职院校奠定基础。 

（2）学校召开新学期第一次督导建设例会 

为推进新学期教风学风督导工作有效开展，促进有效课堂成为教

师的自觉追求，9 月 10 日下午在明德楼 310 室学校召开新学期第一



 

次督导建设例会，会议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嵇芹珍主持，专兼职督导、

各二级院部督导负责人、教风学风督导室全体人员参加。 

会议首先举行督导专家聘任仪式，嵇芹珍向督导专家颁发聘书，

感谢督导专家为学校教风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感谢专兼职督导为

学校高质量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随后，围绕新时期督导建设要求，教风学风督导室主任刘玲通报

本学期督导队伍建设、督导巡视要求、推门听课要求、督导工作计划

和工作重点等相关情况和要求，希望专兼职督导和二级院部督导负责

人共同努力，持续改进学校教风学风建设。 

最后，嵇芹珍围绕督导建设

提出两个关键词：第一，爱与责

任。“时代楷模”陈立群乐教善

教、思维创新，将爱国情、报国

志、强国行融入教学和管理，引

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陈立群心有大爱、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

大家共勉。财院就是我们的家，学校教风好、学风正需要大家对学校、

对工作、对事业无私的爱，督导中要表扬长处、肯定优点、改进问题，

引导教师站好“三尺讲台”、引导学生善学乐学，在学校实现人人出

彩。第二，严于使命。学校高质量建设关键在于修炼内功，督导建设

要遵循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做到督之有力，导之有效，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保证教学质量持续提升；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做到督之有理，

导之有用，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形成良好的学风氛围，实现教风学风

建设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3）学校领导督导实训场所 



 

为推动实训课程内涵质量建设，提高实训课程在人才培养质量中

的作用，强化实训课程高质量发展意识，9 月 17 日学校党委副书记

嵇芹珍带领教风学风督导室全体人员前往学校场所开展督导巡视活

动。 

巡视过程中，嵇芹珍检查学校考勤机运行情况，询问考勤数据分

享、实训室管理和实训室课程安排以及对实训室的督导情况，要求教

风学风督导室加强与职能部门联系，重点解决学生关注的问题，以学

生关注的问题作为服务学生的努力方向，提升实训水平和实训质量，

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获得感。 

最后，嵇芹珍围绕实训课程督

导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实训教师

要把坚守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转化

为有效实训的实践，把职业精神和

工匠精神融入到相关课程实训中，

根据职业和岗位要求，创新实训内容和实训模式，不断提高实训水平

和实训质量。第二，实训课程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课程，实训

课程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以学生为主体，以适应未来岗位为目

标，推动实训课程改革，提高实训效果，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第

三，要围绕实训课程督导开展研究，实训课程质量是教学质量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学校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围绕课程特

点开展针对性督导，提高督导水平和督导质量。 

（4）学校领导走访约谈教风学风督导室 



 

9月 18日上午学校纪委书记王传荣到教风学风督导室实地走访，

并约谈教风学风督导室主任刘玲，学校党委巡察办副主任兼纪委办主

任任李参加本次走访约谈。 

约谈会上，王传荣检查新学期工作开展情况、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整治情况、廉政风险防控措施和“一岗双责”党风廉政落实情况。

指出：督导队伍建设要开拓视野，以质量为核心创新观念，优化队伍

结构，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和优秀企业文化进校园；加强意识

形态督导，把意识形态安全作为督导的重要内容组织实施；学生信息

员群要良性运作，成为联系学生、解决学生问题的重要渠道；试卷专

项督导要发挥督导功能和作用；对照部门职责和工作流程，提炼和归

纳本部门廉政风险点，落实好防控措施；“一岗双责”要聚焦全面从

严治党，围绕学校教风学风建设精准发力，及时遏制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 

最后，王传荣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是具体的，要加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等系列文件，把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人

物贯穿到“三进”过程。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围绕问题创新督导观

念，在发挥督导作用和观念的基础上探索有效路径和方法，提高督导

质量。第三，督导干的是得罪人的活，没有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的勇

气是不行的，要形成求真务实的氛围，把督导责任扛起来，敢作敢为、

真抓真管，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5）粮食学院组织“有效课堂认证培训”教研活动 



 

为

进一步提升我院教师的教育教学水

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积极响应

学校开展的“有效课堂建设和认证”

活动，9月 4 日下午，我院组织召

开了“有效课堂认证” 专题教研活

动，在活动中，暑假期间去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全国高职高专教育现代

教育技术培训基地参加有效课堂认证的王苏闽老师给我院全体教师

汇报了学习的过程，并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大家

畅所欲言，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想法。活动气氛热烈，获得了很好的效

果。学校纪委王传荣书记全程参与会议并和大家一起进行了相关教学

内容、方法的讨论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粮食工程与食品药品学院供稿） 

【督导通报与反馈】 

（1）督导检查通报 

   9 月 19 日（第三周星期四）上午 10：36 教风学风督导室接到学

生信息员 QQ 信息反映：截至 10：36 王善桃老师还没有到 S2-506 授

课。督导室接到信息后，按照督导流程与机械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

院长、督导负责人周忠旺联系反映情况。针对突发情况，机械电子与

信息工程学院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保证教学秩序正常进行。在 9 月

24 日，教风学风督导室收到机械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关于王善桃老

师缺课情况说明。 



 

其余相关内容见“教风学风督导室”网站“信息公开”栏目

（ http://jfxf.jscj.edu.cn/xxgk/list.htm） 

（2）学生到勤通报  

根据学校考勤机考勤抽查情况，学生旷课情况如下： 

时间 院部 旷课同学名单 

第一周星期五第 1-2 节 18高铁乘务 2 潘成艳、周宏杰、相墙薇、

李辰宇 

第二周星期三第 1-2 节 17财务管理 5 董素君、邱兰兰、王肖、

祝金萍、白国平、李金雨、

刘梦媛 

第二周星期三第 1-2 节 17司法助理 孙霆锋、樊禹、李娟、 

夏晨轩、苗青 

第三周星期四第 1-2 节 18工商管理 杨会、罗艳、许吉凡、 

冯启疆、陈梦妮 

第四周星期一第 1-2 节 18会信 3 王帅、严凯文、张晓雯、

李梦 

【督导信息公开】 

（1）2019-2020-1 学期重点工作计划 

1. 深化教风学风督导体制改革，健全督导队伍建设，聘请校内

外督导专家、新增校内兼职督导、调整和优化学生信息员，组建业务

http://jfxf.jscj.edu.cn/xxgk/list.htm


 

精湛、熟悉高等职业教育、能够胜任教风学风督导的专职督导与兼职

督导队伍，打造高效绩优的督导团队，提高教风学风督导参与面和参

与度。 

2. 建立督导信息化平台。顺应办公信息化趋势，建立督导信息

平台 1 个，保证反馈及时、结果公开、查询快捷。 

3.健全和完善校、院两级教风学风督导管理体系，加强与职能部

门、二级院部联系，共同发挥在稳定教学秩序、规范教学活动、培养

教师队伍、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4.联合教务处开展公开课，根据上学期督导听课结果，树立优秀

典型，推选优秀教师在全校开设公开课，形成“把三尺讲台站好”的

良好氛围。 

5.组织督导推门听课，实现专职教师本年度听课全覆盖，对上学

期听课效果不明显的教师实施再听课，努力促进教师授课质量再提升。 

6.深化学生主体作用，促进学生参与学校高质量建设积极性，开

展“放下手机 回归课堂”宣传活动，召开学生座谈会 1 次，开展教

风学风网络调研 1次，评选优秀学生信息员 10 名。 

7.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持续改进教风建设。召开督导建设会议 3

次，召开教师座谈会 1 次，发布督导简报 4 期。 

8.强化结果考核功能，围绕考核指标开展目标考核 1次。 

（2）2019-2020-1 学期公开课时间地点安排表 

院部 教师 时间 地点 课程类型 

基础教学部 顾荣 10 月 18 日第三节（星期五） JB512 理论课 

经济贸易学院 陈通 10 月 25 日第五节（星期五） S3102 理实一体 



 

马克思主义学院 潘亚兰 10 月 31 日第三节（星期四） JC207 理论课 

机械电子与信息

工程学院 

陈宁宁 11 月 1 日第一节（星期五） S2402 理实一体 

会计学院 贾秀丽 11 月 15 日第一节（星期五） JA211 理实一体 

人文艺术与法律

学院 

张鲁明 11 月 18 日第三节（星期一） JD406 理实一体 

（3）2019-2020-1 学期教风学风督导值日表 

星

期视场

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JA JB 

JC JD 

JE 

刘玲 

（负责人） 

13861551861 

王行靳 

13915104736 

人文艺术与

法律学院 

郁士宽 

（负责人） 

13615142289 

朱丽云 

（校督导） 

13505236907 

机械电子与信

息工程学院 

周忠旺 

（负责人） 

15161760668 

经济贸易学院 

周永刚 

（负责人） 

15061222626 

高海侠 

（校督导） 

18121698678 

会计学院 

赵燕 

（负责人） 

13805237716 

S1- S5 

体育场

馆 

粮食工程与食

品药品学院 

姚健 

（负责人） 

13805237571 

洪绍青 

（校督导） 

15805235896 

金融学院 

张晓华 

（负责人） 

15152376160 

马克思主义 .

学院 

程向阳 

（负责人） 

13861571075 

丁佟倩 

（校督导） 

13861598303 

工商管理学院 

刘亚 

（负责人） 

13952389166 

罗静 

（校督导） 

13861650161 

基础教学部 

朱桂平 

（负责人） 

15996196949 

葛竹春 

（校督导） 

18762025517 

备注 
1.各院部分管教风学风副院长（主任）为小组负责人。 

2. 从第 10 周开始两组交换巡视场所。 

（4）2019-2020-1 学期督导推门听课安排表 

组别 院部安排 完成时间 

丁佟倩、朱莉云、葛竹春、蒋永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  会计学院 第十一周前 

蒋超五、张琼、蔡振华、洪绍青 会计学院 粮食工程与食品药品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基础教学部 

第十一周前 

高海侠、罗静、吴晓萍 人文艺术与法律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第十一周前 



 

机械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