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工作简报 
2017 年第 6 期（总第九十九期） 

西南石油大学教务处                      2017 年 11 月
 

 

 
 

组织开展国际学生培养方案制定与审定工作 

2017 年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申报 

公布 2016 年度校级“课堂教学质量奖”获奖教师名单 

组织开展 2016～2017 学年优秀实习队评选工作 

组织完成 2017 年中国石油教育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申报工作 

2018 届本科应届毕业生推免研究生工作圆满完成 

 

 

 

 



2017 年 11 月                             《教学工作简报》                     第 6 期（总第 99 期） 

 —第 1 版— 

◆教学专项工作 

组织开展国际学生培养方案制定与审定工作 

为大力推进学校国际学生教育，学校于 9

月 14 日组织召开了国际学生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审定会，副校长王玲、教务处、国际合

作与交流处及有关学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石工院、机电院、化工院、计科

院、土建院、经管院 6 个学院共计 8 个专业，

逐一汇报了本学院各专业的国际学生培养方

案。学校专家审定委员会对各学院的培养方

案逐一进行了审核、提问及讨论，针对方案

的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 

学校要求各学院要明确国际学生的培养

目标定位及毕业要求，科学、合理设置课程

体系，确保国际学生的各个培养环节有序、

有效开展。同时，要克服办学中的一些具体

困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管理模式，

充分调配全校最优秀的师资，加强双语课程

及英文课程的建设，确保我校国际学生的人

才培养质量。 

为实现2017级国际学生秋季学期按期开

课，教务处在进一步规范国际学生培养方案

制定的基础上，对全校国际学生 2017 年秋季

学期的课程进行了统一协调，加班加点完成

课程入库和排课等工作，确保了第 6 周对所

有到校国际学生的正常开课。同时，教务处

根据学校专家审定委员会的意见进一步完善

了国际学生部分基础课程的学时、学分、国

际学生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表(中英文)、国际

学生本科招生专业新设课程编码规则等。各

相关学院根据学校要求及专家组的意见，对

国际学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改，并

于 11 月 22 日前提交了修改稿，截止 11 月 24

日，教务处审核了 8 个国际学生所在专业入

库记录 436 条，其中部分专业入库数据根据

方案的调整还需进一步修改。学校要求各相

关学院于 12 月 8 日前，完成国际学生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入库工作。

组织申报 2017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7 年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川教厅办函【2017】80 号）及《教育部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

与管理的意见》（教高【2015】3 号），

为进一步推动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共

享，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推动我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本科教育教

学质量，教务处组织各学院积极参与项目

申报。 

为推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教务

处在深入研究项目申报指标及课程网站建设

要求的基础上，积极组织人员按照申报要求

对课程进行审查，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逐一

改进。包括协调相关部门及申报学院对课程

网站进行升级改造；牵头组织与爱课程网等

公司进行合作，签署课程共建协议；针对课

程当前建设应用情况，协调超星公司出具“课

程数据信息表”等。 

根据要求，本次申报课程须为四川省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通过学院推荐，教务

处审查、学校专家组审核及主管校长审批，

学校遴选了《钻井与完井工程》等 6 门课程

进行网上申报，按时报送了相关申报材料至

四川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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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 2017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入库工作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的总体安排，为确保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严格执行和有效

管理，学校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下发了《关

于 2017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入库的通

知》（教务字【2017】78 号），组织各学

院分阶段完成 2017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入库工作。 

在各学院的积极配合下，全校按期完成

了 2017级 84个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入

库工作，为有效、有序开展 2017 级本科学

生的培养工作奠定了基础。 

本次入库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9 月 21 日前），完成“17 方案”中

的新设课程及 2017-2018 学年春季学期方

案的入库、审核工作。第二阶段（10 月 22

日前），完成 2017 级各专业第 3-8 学期的

方案入库工作。教务处对入库数据进行了逐

一审查，确保了入库的 818 条记录数据、核

心课程 728 门符合 2017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为教学任务下达、学生选课、课程

成绩登录以及学籍清理等人才培养环节提

供了准确数据。 

从本次入库情况来看，仍有部分学院在

入库时存在“最少学分”大于“课程总学分”；

入库课程的课程号、开课学期与方案印刷版

上不一致；个别专业的方案课组信息维护不

规范，未能通过方案合法性校验；填报“2017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入库新设课程申

请汇总表”时部分课程英文名称未大写，学

时、课程负责人的教师号等信息填写不规范

或漏填；个别学院的方案维护人员对操作流

程不熟悉等问题。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实现本科人

才培养目标的纲领性文件，是学校教学运行

的基本依据。强化培养方案的执行，规范培

养方案的管理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

重要环节，因此，各学院要按照培养方案的

要求及入库操作规范，进行逐一入库，避免

入库数据的错误等问题出现。同时，要强化

培养方案的执行，梳理与人才培养相适应的

教学资源条件，确保培养方案的各环节有

效、顺利执行，确保人才培养目标达成。

2013-2016年教改项目资助经费补划拨 

根据《西南石油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管理办法》（西南石大教

【2013】49 号）文件精神，按照《关于启动

2013 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要求，学校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下

发了《关于划拨 2013-2016 年教改项目资助

经费的通知》（教务字【2017】89 号），决

定对 2013-2016 年教改项目中已通过结题验

收的 94 个项目划拨剩余资助经费，具体划拨

额度见下表。同时，要求项目负责单位应按

照《关于划拨“本科教学工程”在建项目 2017

年资助经费的通知》（西南石大教【2017】

36 号）的规定，强化项目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确保经费使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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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6 年教改项目增拨经费一览表（单位：万元） 

序号 学  院 额度 序号 单  位 额度 

1 石工院 5 13 体育院 1.8 

2 地科院 4.2 14 艺术院 2.4 

3 机电院 3.6 15 马  院 3.2 

4 化工院 5 16 规评处 2 

5 材料院 2.4 17 教务处 2.4 

6 计科院 3.6 18 设备处 1 

7 电信院 3.6 19 图书馆 0.4 

8 土建院 1.2 20 工训中心 1.4 

9 理学院 4.2 21 武装部 0.4 

10 经管院 4.4 22 现教中心 1.4 

11 文法院 1.4 23 学工部 2 

12 外语院 2.2 24 南充校区 1.8 

 

2017 年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申报 

根据《关于 2017 年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建

设项目申报的通知》（西南石大教【2017】71

号）的精神，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优质课程教学

资源共建共享，着力促进教育教学观念转变、

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学校组织开展

了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申报工作。 

截止 10 月 25 日，学院推荐申报 2017 年

校级精品示范课程总计 151 门。教务处于 11

月初完成了对申报课程信息的初审工作，并将

相关意见及时反馈给各个学院，部分学院根据

通知精神及初审意见做了部分补充与修改。从

申报情况来看，部分课程未提交网站地址或者

网站地址有误，部分网站无任何教学资源，推

荐申报的课程中有 128 门课程负责人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23 门课程负责人具有中级、

初级职称，5 门课程有多个负责人，5 门课程

的建设团队少于 3 人（含 4 门专业核心课程）。

本次申报课程覆盖了专业核心课 96 门、公共

基础课 17 门、专业基础课 57 门、专业课 42

门、专业方向课 1 门、文化素质类课程 4 门，

其中双语课程 17 门、英语课程 3 门。2016 年

学院推荐申报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总计 31

门，其中 23 门课程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8 门课程负责人具有中级职称。经学校

专家评审委员会审定及主管教学校长审批后，

决定 2017 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建设培育项目。 

学校要求项目建设团队应坚持“服务教

学、建以致用”的原则，充分利用“课程中

心”平台，在建设培育期内，按照文件通知

及《西南石油大学精品示范课程基本资源建

设要求》的规定逐步完善网站资源，并应达

到分期建设内容的要求。学校将于 2018 年

11 月，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公示、公布校级

精品示范课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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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017 年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 

2017 年 8 月 30 日，四川省教育厅下发了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7年度本科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

校在 10 月 30 日前完成 2017 年本科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的采集及填报工作。2017 年 9 月 22

日,学校在办公楼212会议室召开2017年高基

报表及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会，按照各种

表格涉及的内容，把采集任务分解到相关二

级单位来完成。教务处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成立了以黄健全处长为组长、张华春副

处长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及时召开了科级

及以上干部专题会，认真学习教育部《数据

填报指南》，讨论和研究相关数据表格，明

确各种数据采集要求和规范，分析与往年数

据采集的异同点。为保证各项数据的正确性、

有效性和完整性，教务处根据科室分工，进

一步明确了各项数据的采集、审核负责科室。

同时，教务处指定专人统一收集、处理和上

传教务处负责的数据表格，确保每一条数据

都真实可靠、有理有据。 

本次数据采集，教务处共负责 7 个方面、

37 张表、300 余种数据项，所牵头或负责的

数据涉及全校所有学院及设备处、科研处、

人事处、团委等职能部门。考虑到时间紧、

数据量大且表格之间具有关联性，更为了减

轻学院填报数据的工作量，教务处各科室认

真整理、填报了前期基础数据。教务处专门

召开了学院数据采集工作负责人、数据填报

员培训会议。会上，教务处负责人强调要充

分认识本次数据采集的重要性，为明年学校

参加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做好准

备。同时，针对往年数据采集中易出现的问

题，对本次具体数据采集与填报要求等内容

作了讲解与介绍，要求各学院数据采集工作

人员增强责任意识，客观、准确采集本学院

的数据，反映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真实状态。 

在各学院与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各科室

先后对 4 万余条入库数据进行了逐一审核，

并与往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排查不规范数

据和不正确数据，确保各项数据既符合采集

要求，又真实反映学校的办学情况。2017 年

10 月 15 日，教务处按时完成 37 张表格的数

据采集任务，由处长审核定稿后，提交至高

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为本科教学

审核评估、专业评估、专业认证等各类评估

认证做好了基础性工作。

公布 2016 年度校级“课堂教学质量奖”获奖教师名单 

为促进“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激励广大教师潜心育人，深化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和教学水平，按照《西南石油大学教师本科

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与奖励办法》（西南

石大教【2016】56 号）精神及《关于开展 2016

年度校级“课堂教学质量奖”评选活动的通

知》（西南石大教【2017】33 号）安排，在

2016 年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的基

础上，学校于 2017 年春季学期组织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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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校级“课堂教学质量奖”的评选。 

通过各教学单位推荐、学校资格审查、

随堂听课评价、学生现场测评、教学文档评

价、教学观摩评价以及全校公示等环节，综

合评选出 2016 年度校级“课堂教学质量奖”

获奖教师共 20 名，其中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5 名。经学校审定，主管校领导签发，学校

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下发了《西南石油大学

关于公布 2016 年度校级“课堂教学质量奖”

获奖教师名单的通知》（西南石大教【2017】

62 号），公布 2016 年度校级“课堂教学质量

奖”获奖教师名单如下。

2016年度校级“课堂教学质量奖”获奖教师名单 

序号 获奖等级 教师姓名 学  院 

1 一等奖 李玲娜 理学院 

2 一等奖 杨  梅 计科院 

3 一等奖 李  陵 机电院 

4 一等奖 肖  东 石工院 

5 一等奖 陶春达 机电院 

6 二等奖 庞  敏 经管院 

7 二等奖 王  维 机电院 

8 二等奖 李  民 艺术院 

9 二等奖 王  娜 外语院 

10 二等奖 岳  静 计科院 

11 二等奖 陈  曦 经管院 

12 二等奖 陈  婧 外语院 

13 二等奖 廖  颖 外语院 

14 二等奖 贾月乐 计科院 

15 二等奖 孙建强 机电院 

16 二等奖 黄  睿 理学院 

17 二等奖 吕旭英 外语院 

18 二等奖 周小军 地科院 

19 二等奖 刘西成 电信院 

20 二等奖 余  红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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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 2016～2017 学年优秀实习队评选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实习教学管理，调动广大

实习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加强实习基地建设，

提高实习教学质量，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6～

2017 学年优秀实习队评选活动。 

2016～2017学年全校共 201个实习队组

织了实习教学，参与教师 1936 人次，学生

18263 人次，54472 人周，除校内工训中心

实习外，全校有 125 个实习队，其中分散实

习 35 个队，集中组队 90 个队。教务处综合

考虑实习队个数、专业数、学生人数及实习

周数，确定各学院参评校级优秀实习队的推

荐指标。 

在各学院（中心）组织推荐的基础上，

学校聘请相关专家对参评实习队的申报材料

进行了评审，并组织了汇报答辩。综合材料

评审和会议评审情况，评选出 2016～2017 学

年优秀实习队 15 个，其中一等奖 3 个、二等

奖 5 个、三等奖 7 个（见下表）。

序号 实习队名称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工业设计 2014 级生产实习队 邓 丽、张海波 一等奖 

2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4 级卓越班石
油炼制工程实习与实训队 王 豪、郑 璇、蒲冠州、王 兵 一等奖 

3 海洋油气工程 2013 级生产实习队 杨 志、刘平礼、刘理明、赵志红、康 露 一等奖 

4 石油工程 2014 级生产实习队 刘永辉、周小平、郭昭学、施雷庭、安先彬 
李 方、汤 明、王怒涛、陈 刚、赵江玉 二等奖 

5 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学 2016 级地
质认识实习队 

张哨楠、范存辉、杨西燕、陈 伟、胡 明 
陈晓慧、许 建、周小军、李世琴、曾德铭 
于百江 

二等奖 

6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013 级（卓
越班）焊接工程设计实习队 范 舟、王 杰 二等奖 

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4 级生产
实习队 

陈 贵、代云中、李 茜、许 瑾、靳 涛 
仝 迪 二等奖 

8 土木工程 2016 级认识实习队 蒲万丽、杨 静、杨婷婷、孟庆成 二等奖 

9 社会工作 2015 级课程实习队 邓拥军、章 晓、夏延芳、胡亚琴 三等奖 

10 电子商务 2013 级专业实习队 陈 曦、苏 昊、李洪祥、蒲 忠 三等奖 

11 资源勘查工程 2014 级油矿生产实
习队 唐 洪、徐志明、韩 辉、陈 雷、祝海华 三等奖 

12 工程管理 2014 级生产与管理实习
队 蒋 杰、吴伟东、罗振华 三等奖 

13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
料方向）2013 级生产实习队  程小伟、张春梅 三等奖 

14 机械电子工程 2015 级机械制造实
训实习队 

程 亮、杜 超、敬 爽、包泽军、尹文锋 
孙 茜、汪浩瀚、黄建明、刘 科、杨林君 
任治胜、蔡 静、陈劲松、王 萍、林 敏 
刘豫川、刘 辉、赵 冬、周 勤、朱利锷 
赵 红、王正友、向子谦、何 骥、陈 超 
李 瑾 

三等奖 

15 机械电子工程 2014 级生产实习队 潘盛湖、谢 冲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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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完成 2017 年中国石油教育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 

申报工作 

根据《关于评选 2017 年中国石油教育学

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通知》（油教［2017］

6 号）文件精神，我校组织完成了 2017 年中

国石油教育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申报

工作。本次评选主要是总结全国石油高等教

育教学改革经验，遴选一批创新性强、成效

显著、特色鲜明的教学成果，经相关单位申

报，教务处择优推荐申报 2017 年中国石油教

育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15 项，其中特等

奖 3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7 项。教务处

按照通知要求，收集、整理相关申报材料，

并在规定时间上报石油教育学会。

◆教学运行 

开 学 前 补 考 

2017 年秋季学期开学前补考于 8 月 31

日~9 月 3 日进行。本次补考课程为 2017 年

春季学期所开设的必修、限选和任选课（独

立设置的实验课和实践环节课除外），考试

对象包括不及格和缓考学生。本次补考考试

课程共有 575 门，应参考学生累计 11750 人

次，其中旷考 2961 人次，舞弊 6 人。 

为确保本次考试的顺利进行，严肃考风

考纪，教务处于 8月 30日下午召开了监考会，

明确了本次补考将严格执行最新修订的《西

南石油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办法》，

同时将继续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考生携带的

通讯设备，强调了监考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要求各位监考教师“以生为本”，认真监考，

主动预防学生作弊。 

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看，本次考试总体

情况良好，监考教师能够按时到岗，并认真

履行监考职责；学生能够按时参加考试，并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考场秩序良好。 

为规范考试管理，保证阅卷的公正性，

每场考试结束后，教学科工作人员将同一

科目的试卷单独密封，相关学院安排任课

教师在教务处阅卷室进行密封阅卷，在各

学院及相关教师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补

考阅卷及成绩登录工作已按计划顺利圆满

完成。

组织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工作 

2017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的

报名工作于 9 月 6 日开始启动。本次考试四

川省首次使用了全国网上报名系统，凡我校

有学籍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继续教

育学院学生）均可报名，通过四级者才能报

六级，四六级不能同时报，学生在网上报名

缴费后方可获得考试资格。 

经教务处精心组织安排，本次报名顺利

圆满完成，成都校区共报名 19384 人，其中

英语四级 10018 人，英语六级 93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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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2017 级“英语”分级考试 

根据学校2017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原则意见要求，为满足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

要，实施分层次教学、“优生优培”，精心

组织了 2017 级英语分级考试。本次考试参考

学生人数为 6213 人，共 122 个考场。 

本次考试为2017级新生第一次参加学校

的正规考试，为保证本批次考试的顺利进行，

考前教学科精心组织安排，各学院认真做好

监考教师培训和参考学生考风考纪教育的工

作，在教务处和学院的共同努力下，考试顺

利圆满完成，考场秩序良好。 

专升本补课 

2017 年秋季学期全校专升本学生 380

人。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专升本学生必须对

低年级未修的课程进行补修。全校公共基础

课程补修由学校组织安排，专业基础课程补

修由各学院向学校申请安排。经过学校及相

关学院的共同努力，目前已完成《大学物理

(Ⅰ-1)》、《高等数学(Ⅰ-2)》、《高等数学(Ⅱ

-2)》、《工程力学Ⅰ》、《工程流体力学（Ⅰ）》、

《过程控制与仪表》、《结构力学》、《军

事理论》、《理论力学(Ⅰ)》、《物理化学（Ⅳ）》、

《线性代数(Ⅱ)》、《线性代数Ⅰ》、《专业

英语》等课程的组班补修安排。

学生重修报名 

根据我校对重修的相关管理规定，重修分

为跟班重修和组班重修，针对本学期已开设课

程，学生应跟班重修，对本学期未开设课程，

不及格人数较多的可组班重修。2017 年秋季

学期跟班重修网上报名于 9 月 2 日~9 月 5 日

进行，组班重修学生网上报名于10月18日~10

月 23 日进行，共有 9320 人次报名重修。本学

期已组班重修课程有：《C 语言程序设计》、

《VB 程序设计》、《材料力学(Ⅰ)》、《大学

物理(Ⅰ-1)》、《大学英语(Ⅱ-2)》、《单片

机与微机原理及应用》、《地质学基础》、《电

路原理》、《概率统计(Ⅱ)》、《高等数学(Ⅰ

-2)》、《化工原理（Ⅱ）》、《节目主持实

践》、《理论力学Ⅱ》、《渗流物理基础》、

《石油炼制工程》、《数据结构及算法》、《数

字电子技术》、《体育社会学》、《信号与系

统》、《油气田应用化学》、《有机化学（I-2）》、

《运动生物力学》。

全校任选课及文化素质类课程选课 

2017 年秋季学期全校任选课及文化素质

课非 2017 级学生网上选课于 9 月 6 日～9 月

11 日进行，第 3 周正式行课。经过预选、正

选、补退选后，本学期共计 14952 人次选修

159 门次任选课程。 

对于 2017 级新生，学校专门开设文化

素质类课程供其选修。其选课时间安排在

10 月 30 日~11 月 3 日。目前，选课已经结

束，共计有 4994 名新生选修了文化素质类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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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新生选课 

2017 级新生网上选课于 9 月 14 日～9 月

21 日进行，分为预选、正选及补退选三个阶

段。因为本次选课是新生进入大学的首次选

课，所以教务处和学院极为重视。为确保新

生选课顺利进行，9 月 13 日下午，教务处专

门召集学院的教学办公室全体成员、带新生

的辅导员、新生选课培训员进行选课培训，

然后再由学院对所有新生进行选课培训。教

务处安排所有新生分不同时段在思学楼机房

集中选课，学院安排老师、老生指导新生选

课。同时，教务处随时关注新生选课进展，

及时解决新生选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教

务处、学院、所有新生的共同努力下，保证

了 2017 级新生选课的顺利进行。

调停课及更换主讲教师统计 

序

号 
单  位 

9 月调

课次数 

9月更换主

讲次数 

10月调课

次数 

10月更换

主讲次数 

累计调课

次数 

累计更换

主讲次数 

本学期开

课门次数 

1 石工院 4  2  7  3  11 5 176 

2 地科院 4  3  5  4  9 7 128 

3 机电院 13  8  21  1  34 9 219 

4 化工院 12  4  9    21 4 135 

5 计科院 5  1  4  1  9 2 207 

6 理学院 4  8  4  6  8 14 257 

7 电信院 5  2  2  1  7 3 113 

8 土建院 10  5  6  1  16 6 138 

9 经管院 15  3  13  1  28 4 163 

10 材料院 6  2  4  2  10 4 102 

11 法学院 9      9  9 9 95 

12 外语院 5  14  12  2  17 16 269 

13 马克思院 4  1  10  6  14 7 408 

14 体育院 5  2      5 2 220 

15 保卫处 2  3  1    3 3 116 

16 艺术学院 4  5  16    20 5 119 

  合  计 107 63 114 37 221 100 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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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监控 

2017 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我校 2017 年秋季学期于 9 月 4 日开始

行课。开学第一周，校领导、各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及学院领导非常重视本科教学

秩序，均到各教学楼进行巡查。校党委书

记孙一平、校长赵金洲、副校长王玲等校

领导到各教学楼深入了解教师及学生上课

情况，并到教室听课。教学督导委专家、

教务处、评估处、各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及

部分辅导员参加了各教学楼的教学秩序检

查。现教中心、后勤服务总公司安排工作

人员到各教学楼值班，及时处理多媒体设

备和后勤保障中出现的一些突发问题。在

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确保了开学第一

周教学秩序正常。现将开学第一周教学检

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开学第一周，全校行课共计 692 门次，

授课教师 417 人，涉及学生 51867 人次。从

检查结果来看，教学秩序井然。  

1、绝大多数任课教师都能提前 10 分钟

到教室，部分教师甚至提前 20 分钟就到达教

室，与学生交流，做好授课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上课认真、充满激情。 

2、学生学习积极主动，绝大部分学生都

能提前到教室做好上课准备，迟到现象较少，

上课时认真听课、纪律良好。教务处共抽检

了 886 个教学班次的到课情况，综合到课率

95.3%，各学院具体到课率见下表。 

开学第一周教学秩序检查各学院到课率统计表 

学生所在学院 抽查应到人次数 实到人次数 到课率 

外语院 2555 2496 97.7% 

材料院 4649 4519 97.2% 

计科院 4269 4123 96.6% 

地科院 3634 3504 96.4% 

理学院 2284 2201 96.4% 

石工院 5838 5599 95.9% 

机电院 6165 5884 95.4% 

电信院 3146 2988 95.0% 

土建院 4524 4291 94.8% 

经管院 6572 6229 94.8% 

化工院 3936 3719 94.5% 

艺术院 1505 1397 92.8% 

法学院 2543 2245 88.3% 

体育院 264 218 82.6% 

公 选 5712 5478 95.9% 

总 计 57596 54891 95.3% 

注：抽查应到人次数不含重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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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别专业学生缺课现象较为突出 

在检查中，发现个别专业学生缺课现象

较为突出。以下为抽查中各学院缺课现象较

突出的教学班情况统计，具体班级清单已发

相关单位。

开学第一周教学秩序检查各学院缺课现象较突出班级统计表 

学生所在学院 抽查教学班次数 缺课率>10%的教学班次数 占抽查班级次数比例 

体育院 3 1 33% 

法学院 26 8 31% 

艺术院 52 10 19% 

土建院 76 14 18% 

机电院 93 16 17% 

电信院 41 6 15% 

经管院 79 10 13% 

化工院 54 4 7% 

外语院 54 4 7% 

理学院 29 2 7% 

材料院 79 5 6% 

石工院 111 6 5% 

计科院 60 3 5% 

地科院 63 2 3% 

公 选 66 8 12% 

总 计 886 99 11% 

注：缺课率统计不含重修学生。 

2、部分学生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具体表现在：（1）部分学生上课迟到、

旷课；（2）部分学生学习不在状态，存在上

课时睡觉、玩手机、聊天等现象；（3）有些

教学班学生上课时坐在教室后排，前排座位

无学生。 

3、个别教师上课迟到 

星期一 6、7 节，思学楼 A412 教室，《管

理学》课程任课教师迟到 15 分钟；星期三 3、

4 节，博学楼 B303 教室，《离散结构》任课

教师迟到 20 分钟。 

4、其它问题 

（1）个别教师未使用普通话授课，影响

学生听课效果。 

（2）个别多媒体教室设备出现故障，现

教中心做了及时维修，保证了教学秩序。 

（3）个别学生在教学楼楼梯间抽烟。 

（4）个别教室卫生较差。 

针对以上问题，希望学院及相关单位在

今后教学工作中，切实做好以下几点：  

1、学生学院应高度重视学风建设，与任

课教师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学生进课堂。积极开展各种学风教育活

动，积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热

爱学习，自觉学习。 

2、开课学院应要求任课教师加强课堂管

理，采取多种方式考勤，掌握学生到课情况，

及时向学生学院反馈学生到课情况，提高学

生到课率的同时，更要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教学，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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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秋季学期第六周星期一教学秩序检查情况通报 

2017 年 10 月 9 日（第六周星期一），教

务处安排工作人员对全校本科教学运行情况

进行了检查，共检查 433 个教学班，抽查清

点其中 204 个教学班的学生上课人数。检查

的总体情况较好，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学生学习不在状态，不认真听课，

存在上课时玩手机、睡觉、聊天等现象。 

2、个别教学班学生上课时坐在教室后

排，前排座位无学生。 

3、星期一 3、4 节，思学楼 C506 教室，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导论》任课教师上课迟

到，目前正在调查处理中。 

4、本次抽查的教学班总体到课率为

96.5%，比以往有所提高，但个别教学班的缺

课情况相对严重，主要集中在 2014 级、2015

级学生。各学院学生到课率见下表，各教学

班到课率已通知相关单位。 

 

各学院抽查到课率统计表 

学生学院 选课人数 实际上课人数 到课率 

计科院 1305 1291 98.9% 

材料院 708 700 98.9% 

化工院 801 788 98.4% 

公  选 2640 2586 98.0% 

理学院 717 699 97.5% 

地科院 554 539 97.3% 

石工院 1173 1138 97.0% 

经管院 1926 1857 96.4% 

外语院 448 430 96.0% 

电信院 816 783 96.0% 

机电院 1340 1272 94.9% 

艺术院 257 242 94.2% 

土建院 978 907 92.7% 

法学院 364 335 92.0% 

体育院 167 135 80.8% 

总  计 14194 13702 96.5% 

说明：到课率计算未包含重修学生 

根据本次检查情况，希望到课率较低的

学院，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尤其加

强节假日后学生上课情况的管理，督促学生

进课堂，认真学习；同时要求任课教师加强

对课堂教学的组织与管理，提升课堂教学效

果，吸引学生到课堂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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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秋季学期开学前补考情况通报 

一、总体情况 

2017 年秋季学期开学前补考于 8 月 31

日开始，其中笔试课程补考于 8 月 31 日~9

月 3 日进行，其余非笔试课程补考由学院在

9 月 11 日之前安排完成，考试课程共有 575

门，应参考学生 11750 人次。 

为确保本次考试的顺利进行，严肃考风

考纪，教务处于 8月 30日下午召开了监考会，

明确了本次补考将严格执行最新修订的《西

南石油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办法》，

同时将继续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考生携带的

通讯设备，强调了监考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要求各位监考教师“以生为本”，认真监考，

主动预防学生作弊。 

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看，本次考试总体

情况良好，监考教师能够按时到岗，并认真

履行监考职责；学生能够按时参加考试，并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考场秩序良好。 

二、参考情况 

本次补考应考学生 11750 人次，实际参

考学生 8789 人次，参考率 74.80%，其中 6

人次舞弊，旷考学生 2961 人次，旷考率

25.20%，各学院具体参考情况见下表。

表 1  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前补考各学院参考情况 

学生学院 应考学生人次 参考学生人次 参考率 旷考学生人次 旷考率 

石工院 958 743 77.56% 215 22.44% 

地科院 1059 811 76.58% 248 23.42% 

机电院 1563 1130 72.30% 433 27.70% 

化工院 1236 954 77.18% 282 22.82% 

计科院 1140 821 72.02% 319 27.98% 

电信院 1369 1029 75.16% 340 24.84% 

材料院 866 590 68.13% 276 31.87% 

土建院 1563 1194 76.39% 369 23.61% 

经管院 954 700 73.38% 254 26.62% 

法学院 199 165 82.91% 34 17.09% 

理学院 357 258 72.27% 99 27.73% 

外语院 132 111 84.09% 21 15.91% 

体育院 160 140 87.50% 20 12.50% 

艺术院 194 143 73.71% 51 26.29% 

总  计 11750 8789 74.80% 2961 25.20% 
 

三、通过情况 

本学期开学前补考实际参考学生8789人

次，其中通过学生 2557 人次，通过率 29.09%，

未通过学生 6232 人次，未通过率 70.91%，

各学院具体通过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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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前补考各学院通过情况 

学生学院 参考学生人次 通过学生人次 通过率 未通过学生人次 未通过率 

石工院 743 204 27.46% 539 72.54% 

地科院 811 199 24.54% 612 75.46% 

机电院 1130 296 26.19% 834 73.81% 

化工院 954 351 36.79% 603 63.21% 

计科院 821 250 30.45% 571 69.55% 

电信院 1029 245 23.81% 784 76.19% 

材料院 590 145 24.58% 445 75.42% 

土建院 1194 276 23.12% 918 76.88% 

经管院 700 196 28.00% 504 72.00% 

法学院 165 117 70.91% 48 29.09% 

理学院 258 66 25.58% 192 74.42% 

外语院 111 64 57.66% 47 42.34% 

体育院 140 91 65.00% 49 35.00% 

艺术院 143 57 39.86% 86 60.14% 

总  计 8789 2557 29.09% 6232 70.91% 

四、违纪作弊情况 

本次补考坚持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考生

的通讯设备，监考教师在开考前对学生进行

了全方位的考前教育，明确替考、使用通讯

工具作弊等行为将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舞

弊学生人数较少，共 6 人舞弊，其中 5 人夹

带纸条作弊，1 人找人代替其考试，具体统

计见下表。

表 3  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前补考舞弊学生统计 

学生学院 舞弊学生人次 年级分布 

化工院 1 2014 级 

计科院 2 2015 级、2016 级 

电信院 1 2014 级 

经管院 2 2015 级 

五、试卷命题情况 

本次补考共启用试卷 528 套，绝大多数

试卷命题符合规范，但仍有极少数试卷由于

命题教师命题不严谨、粗心大意，出现了缺

少答题条件、题目重复等情况，影响学生作

答，按照《西南石油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处

理办法》第三章第六条的规定，已构成教学

事故。请相关单位组织人员对问题试卷进行

调查，并将处理意见于 9 月 29 日之前交至教

务处，具体问题试卷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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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前补考问题试卷情况汇总 

课程名 课程号 问  题 分值（分） 开课学院 

管理学 6815002030 
单选题第 3 小题和第 9 小
题题目相同 

1 经管院 

宏观经济学 7112002025 
第二大题名词解释缺少
第 3 小题 

3 经管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010601040 
A 卷第 20 道选择题未删
除标准答案 

2 马克思院 

2017 年秋季学期领导评教情况填报 

实施领导干部网上评教以来，各教学单

位处级领导干部积极贯彻落实《关于改进领

导干部和管理队伍工作作风切实把全面深化

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工作落到实处的几

项规定》( 西南石大委发〔2014〕6 号)文件

精神，深入课堂、实验室、实习基地等教学

一线听课和检查教学情况，每学期不少于 15

次。各位领导干部结合所在单位教师承担教

学工作的实际，深入教学课堂听课评课，调

查了解教学运行与质量状况，但未按要求及

时将听课记录情况录入学校的管理系统；截

止 2017 年 11 月 22 日，2017 年秋季学期学校

综合教务系统共采集到 10 名领导干部听课

评价数据 107 条。其中，处级领导干部平均

听课次数约为 11 条，听课次数最多为 17 条。

为此，请各单位及时将处级领导干部的“听

课情况记录”录入综合教务系统。教学单位

具体听课情况见下表：

教学单位处级领导干部听课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  位 人数 听课次数 

1 外语院 2 30 

2 机电院 2 24 

3 石工院 2 24 

4 电信院 2 23 

5 艺术院 1 5 

6 理学院 1 1 

2017 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第一阶段情况通报 

2017 年 11 月，教务处下发了《关于开展

2017 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的通知

（教务字【2017】103 号）》，本次评教分三

个阶段进行，其中 18 周后（含寒假）进行的

实习实训等实践类课程纳入到2018年春季学

期开学进行。截止 2017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12

点，2017 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第一

阶段应参加评教 72778 人门次，已完成评教

27202 人门次，总参评率 37.38%，具体情况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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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第一阶段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  院 
评教人门次数 评教人数 

应参评 已参评 参评率 应参评 已参评 参评率 

1 石工院 8839 4160 47.06% 2667 1233 46.23% 

2 地科院 6052 1576 26.04% 1826 464 25.41% 

3 机电院 7502 2776 37.00% 2673 1012 37.86% 

4 化工院 6794 2432 35.80% 2020 655 32.43% 

5 材料院 6187 1698 27.44% 2029 602 29.67% 

6 计科院 8094 3271 40.41% 2563 1000 39.02% 

7 电信院 6522 2226 34.13% 2231 800 35.86% 

8 土建院 8031 3747 46.66% 2669 1219 45.67% 

9 理学院 1591 568 35.70% 717 251 35.01% 

10 经管院 8397 3655 43.53% 3074 1226 39.88% 

11 法学院 2143 331 15.45% 792 91 11.49% 

12 外语院 1101 598 54.31% 633 354 55.92% 

13 体育学院 467 71 15.20% 233 28 12.02% 

14 艺术学院 1058 93 8.79% 519 50 9.63% 

总  计 72778 27202 37.38% 24646 8985 36.46% 

2017 年秋季学期“学生教学信息员协会”工作情况通报 

在各学院积极配合下，2017 年秋季学期

“学生教学信息员协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2017 年 9 月，教务处组织召开了信息联

络员会议，会议就 2017-2018 学年教学管理

学生信息员招聘方案、信息联络员工作职责、

信息等级评判标准，信息员大会筹备工作等

进行了讨论，并布置了 2017 年秋季学期信息

联络员各项工作。 

2017 年 10 月，在各学院及团委的全力配

合下，教务处顺利完成了 2017-2018 学年“学

生教学信息员协会”的信息员招聘工作，此

次招聘以学生自愿申请为主，学院推荐为辅，

经严格审查，共 14 个学院 204 名同学为本学

年“学生教学信息员协会”的会员，其中理

事 20 名。 

2017 年秋季学期，“学生教学信息员协

会”广泛收集会员及理事的意见及建议，经

过多次的讨论，最终制定了协会管理办法，

建立了“信息联络员负责制”每名信息联络

员负责管理 1-2 个学院，每个学院设置小组

长 1 名，负责本学院的日常联络及通知发布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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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工作动态 

一、实验教学工作 

1、实验教学运行管理 

审核各学院实验（上机）教学安排，协调

跨院系实验教学任务，及时处理实验教学管理

系统出现的问题，确保实验教学秩序正常。 

2、组织协调实验选课 

为保证2017级新生的工程认知实践选课

的正常进行，与工训中心协调落实选课时间，

制作选课指南，发布选课通知，解决选课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圆满完成了 1700 人次的工

程认知实践选课工作。 

二、完成 2017年春季学期实习队教学工

作总结及归档工作 

审核、整理 2017 年春季学期实习队工作

总结，对实习教学情况进行分析、汇总整理

并归档。对发现的问题如年级错误、生师比

错误、教师职称比例填写错误、实习学生总

人数与成绩分类汇总人数不吻合、集中加分

散人数与汇总人数不吻合等问题，要求实习

队进行整改。 

三、其他工作 

1、完成 2017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归档及编辑摘要汇编工作 

对 2017 届毕业设计（论文）开题答辩、

毕业答辩、成绩统计及毕业设计（论文）工

作进行总结归档。 

对获得 2017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优

秀奖及创新奖的摘要进行规范整理、排版并

校对，编辑 2017 届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摘要汇编。 

2、质量报告及状态数据统计工作 

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中实践教学相关内容及数据统计工作，并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状态数据的收集、统计及汇

总工作。 

3、第二课堂管理系统工作 

第二课堂自上学期正式投入运行以来，

已有5000多人次学生选修创新创业及职业能

力的近百门课程，本学期开设课程及选课人

数继续增加，截止第 10 周，共开设 85 门课

程，其中创新创业类课程 53 门，职业能力类

课程 29 门，专业品牌类课程 3 门。共计 6756

人次参加创新创业类课程，4017 人次参加职

业能力类课程，197 人次参加专业品牌类课

程。在第二课堂的课程申报、学生选课及成

绩登录过程中，及时与系统技术人员沟通，

处理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系统的正

常运行。 

4、统计 2017 年实践环节教学任务 

统计 2017 年各学院（中心）承担的实践

教学任务，包括毕业设计（论文）和学生实

习实训，为财务处划拨经费提供基础数据。 

5、审核 2017 年学科竞赛项目经费及完

成情况 

对2017年部分已完成的学科竞赛项目的

经费使用情况及总结进行审核，并统计相应

获奖情况。 

6、组织协调 2017 年四川省大学生机器

人大赛相关工作 

为确保由四川省教育厅主办、我校承办

的四川省第二届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的成功举

办，积极配合电信院做好竞赛的相关会务准

备工作，组织召开相关部门协调会、协调活

动桌椅、划拨承办经费等，在相关部门的大

力配合支持下，圆满完成了本次大赛的组织

工作，获得参赛高校师生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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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管理 

圆满完成 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学生报到、注册工作 

1、二、三、四年级学生报到、注册 

根据学校教学安排，本学期二、三、四

年级学生开学报到、注册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2 日，仍然实行网上（即综合教

务系统）和网下同时进行的方式，并执行先

交费后注册制度，凡未按规定办清交费手续

的学生不能注册。9 月底对报到、注册数据

进行了清理，并完成了所有在校生学信平台

学籍的学年注册工作，注册数据 19583 条。 

2、本科新生报到、注册 

今年 2017 级普通本科新生入学报到、注

册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8 日、9 日，相关工作

在学校迎新系统中进行。为保证能按时、准

确完成教育部学信平台新生学籍注册，9 月

12 日发布了《2017 级本科新生报到情况及个

人信息确认表》，组织各相关学院完成了 2017

级本科新生报到情况及个人信息确认工作，

其中到校报到、注册人数 6123 人，放弃入学

资格 98 人，保留入学资格 6 人，预科资格核

对 86 人。在确保数据无误后于 9 月底圆满完

成了2017级普通本科新生在学信网平台的学

籍注册工作。 

本年度我校共招收海外留学本科生 239

名，实际报到 127 名；招收进修留学生 72 名，

实际报到 46 名。 

3、“专升本”新生报到、注册 

本年度“专升本”新生报到、注册时间

为 2017 年 9 月 1 日。通过提前协调学校各相

关单位，组织完成了“专升本”新生的报到、

注册及学籍建立工作，实际报到 380 人，放

弃入学资格 1 人。9 月 2 日晚，教务处及学

工部相关工作人员对“专升本”新生开展了

入学教育专题讲座。9 月底完成了本年度“专

升本”新生在学信网平台的学籍注册工作。

2018 届本科应届毕业生推免研究生工作圆满完成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教学〔2006〕4 号）、《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

〔2013〕8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4〕5 号）

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

通知》（教学厅〔2017〕13 号）等有关文

件精神，以及《西南石油大学推荐免试硕士

研究生暂行办法》（西南石大教〔2013〕35

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我校

对 2018 届本科应届毕业生推荐免试研究生

（简称“推免”）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2017

年 9 月 8 日学校下发了《西南石油大学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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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届本科毕业生中推荐免试研究生的

通知》（西南石大教〔2017〕61 号），成

立了以王玲副校长为组长，赵正文副书记、

郭建春副校长及黄健全处长为副组长的“西

南石油大学 2017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遴选工

作领导小组”。同日，校推免领导小组组织

各相关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在行政楼 208

会议室召开了专题会议，本年度推免工作正

式启动。 

各学院按照学校时间安排，严格依据教

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及《西南石油大学推荐免

试硕士研究生暂行办法》，制定了科学、规

范、明确的推免实施办法，经学校推免领导

小组审查通过后，在本学院醒目位置或本学

院网站首页予以了公示，同时上传至“全国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根据推免实施

办法，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各学

院严格按照下达的推免生指标具体实施了

本学院的推免工作，并将拟推免学生名单在

学院网站醒目位置进行了公示。9 月 21 日，

经校推免领导小组审定投票确定 177 名

2018 届本科应届毕业生获得推免资格，各

学院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人数如下表。 
 

各学院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人数 

学  院 人数 学  院 人数 

石工院 25 土建院 16 

地科院 17 理学院 3 

机电院 26 经管院 17 

化工院 21 法学院 5 

材料院 16 外语院 3 

计科院 14 艺术院 3 

电信院 11 ------ --- 

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学业清理工作 

根据《西南石油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

办法》（西南石大教〔2017〕54 号）有关规

定，2017 年 9 月 28 日正式启动了 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学业清理工作，并发布了《关

于 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本科生学业清理

的通知》（教务字〔2017〕90 号），对本学

期学业清理工作进行了布置安排。 

本次学业清理是清理到 2016-2017 学年

春季学期期末为止，在校累计修业年限为整

学年（每修业两学期为一学年）的所有具有我

校学籍的在校本科生的学业修读情况，包括取

得的有效学分（其中计算 2014 级学生任选课

有效学分不得超过 6 分，计算 2015 级、2016

级学生任选课有效学分不得超过 2 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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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课程及未修课程等。根据学生实际取得的有

效总学分对照《学业预警学分标准》,对未达

到最低学分要求的学生视情况分别给予警示、

降级和退学处理。同时，对 2014 级学生进入

毕业年级学习资格进行审查。凡是到培养方案

的第七学期初，所取得的有效总学分低于 115

分，或者已修的专业核心课有 2 门及以上没有

获得学分，又或者已修的必修、限选课（含专

业核心课）有 10 门及以上没有获得学分（三

个条件中满足任一条）的 2014 级学生不得进

入毕业年级学习，必须降级。 

经过近一个月的数据准备、学业结算工

作，得出学业清理结果，其中达到“警示”

标准的有 315 人，达到“降级”标准的有 602

人，达到“退学”标准的有 120 人。截止至

10 月底，教务处已根据学业清理结果和相关

处理办法，督促各学院按相关规定基本完成

了本学院本科生学籍后续处理工作。

2017 年“专升本”新生成绩认定工作顺利完成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17 年普通高

等学校选拔优秀专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

习的通知》（川教函〔2017〕182 号）文件精

神及学校工作安排，2017 年 9 月 8 日，教务

处发布了《关于 2017 年“专升本”新生成绩

认定的通知》（教务字〔2017〕81 号），就

我校 2017 年（编入 2015 级）“专升本”新

生专科阶段成绩认定为本科阶段成绩的工作

安排及要求进行了部署。 

根据省教育厅相关规定，考虑“专升本”

学生的特殊性及学业负担承受力，每名学生

认定的学分原则上不得低于该专业年级人才

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的 40%，本科阶段需修

读课程的总学分（含补本科一、二年级课程

的学分）不低于 90 学分。成绩认定原则是对

照“专升本”对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认定

与被认定课程之间学分差异不超过 0.5 学分，

课程教学内容必须能够达到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所规定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 

各学生学院根据专科学校提供的有效成

绩单，对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课程成绩认

定方案，按照成绩认定原则进行严格审定，目

前已完成了 2017 年“专升本”新生成绩认定

工作，相关成绩数据也已录入综合教务系统。

2017 级本科新生核查网上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工作有序开展 

根据上级部门相关要求，我校已完成了

2017 级本科新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学信网）上的学籍注册工作，为保证学籍

学历信息准确性，10 月 23 日教务处发布了

《关于2017级本科新生核查网上学籍电子注

册信息的通知》（教务字〔2017〕97 号），

要求各学院组织本院 2017 级本科新生（包含

2017 年“专升本”新生）登录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注册“学信档案”，并查询、核

对学籍电子注册信息，目前相关工作正有序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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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综合教务系统客户端”和                          

“本科生成绩自助查询打印终端”平均学分绩点算法升级 

根据《西南石油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

办法》（西南石大教〔2017〕54 号）有关规定，

“一门课程有一次以上考核成绩的，学分绩

点按该课程的最高成绩计算”，这与以前的规

定“同一门课程，达到合格标准且无不及格

记录，学分绩点按该课程的最高分计算；如

达到合格标准但有不及格记录（缓考记录除

外），学分绩点按 1 计”有了较大改变。并且

根据新规定，我校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应予以

真实、完整记载，出具的学生学业成绩单，

以每门课程获得的最高成绩显示，但对有补

考、重修记录的课程，标注补考、重修次数

（形如“补 X 重 Y”，其中 X、Y 分别代表补

考、重修的次数）。 

根据以上需求，本学期开学初便对系

统进行了紧张的升级和仔细严谨的测试，

目前新升级的系统模块已正式投入使用，

运行正常。 

学籍管理科其他主要日常管理工作及数据统计 

1、自本学期开学以来（9 月～10 月），办理学籍异动手续学生人数如下表。 

异动类型 保留学籍 休学 复学 退学 降级 降级试读 跳级 转班 转专业 

人数 74 55 61 54 444 52 14 388 20 

2、完成了 2017 年高等教育事业年报统计和上报工作。 

3、组织完成了 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开学补考课程成绩的录入、核查及导入成绩库等

工作，成绩数据共计 11751 条，处理缓考数据 331 条。 

4、为确保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学历注册、学位上报以及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办理工作的顺

利进行，根据新华通讯社四川分社的统筹安排，教务处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3 日组织

进行了我校 2017 届本科毕业生的图像信息采集工作，共计 6055 名学生参与了图像采集。 

◆教材管理 

一、教材的征订、印制与发放 

完成 2017 年秋季学期教材的征订、印制

与发放工作。2017 年 7 月至 11 月，教材科完

成 813 种（228320 册）教材的征订、印制和

入库工作，共完成 234945 人次的教材发放及

退、换任务（退、换教材业务主要是针对专

升本学生）。 

二、教材费结算 

完成 2015 级专升本学生（426 人）教材

费结算工作，完成达到学籍清理标准学生

（411 人）教材费结算工作。 

三、规划教材出版 

截止 2017 年 11 月 20 日，完成 11 本校级

规划教材、1 本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规划出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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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包括教材审稿、签订出版合同、划拨

资助款（9 本教材）等工作，执行资助经费共

18 万元。完成《天然气工程（第三版）》国

家级规划教材《采气工程分册》的出版工作。 
 

序号 教材名称 主  编 单  位 备    注 

1 高分子化学（双语） 周  明 材料院 校级规划教材，完成交稿、审稿、
签订出版合同、划拨资助款 

2 油田注水工程 蒋建勋 石工院 校级规划教材，完成交稿、审稿、
签订出版合同、划拨资助款 

3 有机合成化学实验 苟绍华 化工院 校级规划教材，完成交稿、审稿、
签订出版合同、划拨资助款 

4 石油科技英语翻译教程 胥  瑾 外语院 校级规划教材，完成交稿、审稿、
签订出版合同、划拨资助款 

5 信号分析与处理 周洁玲 地科院 校级规划教材，完成交稿、审稿、
签订出版合同、划拨资助款 

6 油气藏开发地质建模 欧成华 石工院 校级规划教材，完成交稿、审稿、
签订出版合同、划拨资助款 

7 大学生法律知识读本 徐科琼 马  院 校级规划教材，完成交稿、审稿、
签订出版合同、划拨资助款 

8 材料结构分析 王  斌 材料院 校级规划教材，完成交稿、审稿、
签订出版合同、划拨资助款 

9 金属材料及其强韧化 黄本生 材料院 
校级规划教材，完成交稿、审稿、
签订出版合同、划拨资助款，教
材已出版 

10 高等数学学习指南 钟仪华 理学院 校级规划教材，已正式出版 

1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 孙一平 学工部 校级规划教材，已正式出版 

12 天然气工程（第三版）—
采气工程分册 李海涛 石工院 国家级规划教材，已正式出版 

四、教材建设 

1、布置 2018 年规划教材选题立项工作，

印发《关于开展 2018 年校级规划教材选题立

项的通知》（教务字[2017]111 号）。采取多

种方式引导教师积极编写出版教材。凡是有教

材编写需求的课程，都鼓励老师从符合学校

实际出发，积极规划编写出版教材，凡是对

教师和学校教材建设工作有利的，我们都积

极支持。 

2、安排布置 2013-2017 年优秀教材评奖

工作，优化评奖方案、修订评价指标，印发

《关于开展2017年校级优秀教材评奖工作的

通知》（教务字[2017]99 号）。 

五、数据的填报与统计 

完成 2016-2017 年度本科教学基本状态

数据的填报，完成 2016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中教材部分相关数据的统计工作。 

六、教材管理 

研究现行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措施，撰

写、修改教材发行模式改革方案，供领导决

策参考。

 

 

主编：张华春    编辑：郑家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