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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专项工作 

组织开展 2017 年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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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更新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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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

织开展了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建设培育项

目的申报工作。经学院推荐、教务处审查及

主管教学校长审批等程序，学校于 12 月 22

日下发了《关于公布 2017 年校级精品示范课

程建设培育项目名单的通知》（西南石大教

〔2017〕103 号），批准并公布《海洋钻井工

程》等 155 门课程（含南充校区 10 门）入选

2017 年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建设培育项目，

其中 2017 年申报的共 132 门课程（含南充校

区 10 门；双语授课课程 15 门）、2016 年申

报的共 23 门课程。 

确定为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建设培育

项目的课程建设单位和建设团队，作为课程

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责任主体，应坚持“服

务教学、建以致用”的原则，充分利用“课

程中心”平台，按照《西南石油大学精品示

范课程基本资源建设要求》，及时维护、更

新和完善课程网站资源，不断深化课程教学

方式方法改革，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持续提

高课程教学质量。 

学校将对课程的建设及应用情况进行综

合评审，对建设情况好、应用效果显著的课

程优先推荐申报省级及以上课程建设项目。

已获批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项目的课程，应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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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厅函〔2017〕40 号）

及其相关要求，加快课程网络资源的升级改

造，充分利用课程网站开展课程教学，并对

社会学习者开放，做好 2018 年国家级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的申报准备。 

 

组织完成全校国际学生专业方案入库工作 

自学校于 9 月 14 日组织召开国际学生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审定会后，教务处根

据学校专家审定委员会的意见，及时对国际

学生部分基础课程信息进行调整、进一步规

范了国际学生培养方案中英文填写模板及

编码规则等。石工院、机电院、化工院、计

科院、土建院、经管院 6 个学院根据学校要

求及专家组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学生

的培养目标定位及毕业要求，对国际学生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改，于 11 月 22

日完成了方案纸质档的提交，并于 12 月 11

日完成了方案入库工作。教务处审核了 8

个国际学生所在专业培养方案入库记录

642 条，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反馈与解

决，确保了 2018 年春季学期国际学生教学

任务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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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高等教育四川省教学成果奖拟授奖项目名单公示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第八届高

等教育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励工作的通知》（川

教〔2016〕110 号）的精神，2017 年 1 月 3

日，学校下发了《关于做好第八届高等教育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教务

字〔2017〕2 号），组织获得 2013-2016 年

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的教改成果申

报第八届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其中推荐参评

一等奖的成果 6 项，参评二等奖的项目 18 项

（含国家“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总决赛

获奖项目 4 项）。经过网络评审、一等奖候

选项目答辩评审、会议评审及领导小组审定，

12 月 6 日，四川省教育厅下发文件《四川省

教育厅关于第八届高等教育四川省教学成果

奖拟授奖项目的公示》，对 380 项拟授奖项

目予以公示。我校拟授奖成果总计 19 项，其

中拟授一等奖 6 项，拟授二等奖 2 项，拟授

三等奖 11 项。详细名单见下表： 

第八届高等教育四川省教学成果奖拟授奖项目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 学科组 拟授奖项 

1 
服务海洋强国战略的海洋油
气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创建与实践 

熊友明、杨志、朱红钧、郭建春、
刘平礼、邓 雄、张 杰、刘理明、
王国华、范翔宇 

理工组 拟授一等奖 

2 
基于跨校课程组的大学计算
机基础类课程 MSF 教学模
式探索与实践 

王玲、王杨、赵刚、刘丽艳、刘
忠慧、杨梅、郑津、周永、贾月
乐、丁鹏 

理工组 拟授一等奖 

3 
以生为本，构建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本科人才培养“四
育”新体系 

黄健全、张华春、周东华、郑家
武、夏晓旭、蒲勇、彭小华、李
忠伟、叶雪琴、梁志厂 

综合组 拟授一等奖 

4 
构建“五位一体”培养模式  
助力青年教师成长发展 

孙一平、李小明、付玉、何琰、
杨兆中、王义全、周秋旭、李世
伟、陈芳、熊凤 

综合组 拟授一等奖 

5 
行业特色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共同体的构建与实践 

赵金洲、黄健全、董海英、韩传
军、陈玉祥、文磊、秦启荣、王
飞、韩川疆、刘姗 

实践教学
组 

拟授一等奖 

6 
基于互联网+的工程教育新
模式“N-CDIO”研究与实践 

陈波、黄志强、张旭伟、祝效华、
邓丽、李涧松、彭艳芳、曾有为、
李陵、刘洪斌 

实践教学
组 

拟授一等奖 

7 
适应国家油气发展战略需求
的石油工程人才分类培养模
式构建与实践 

唐海、梁光川、杨火海、姚利、
陈小凡、石晓兵、李皋、刘永辉、
吕栋梁、陈小榆 

理工组 拟授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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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 学科组 拟授奖项 

8 
三型人才培养下"3+3+4"教
学模式的大学数学系列课程
改革与实践 

钟仪华、谢祥俊、刘建兴、林敏、
丁显峰、李玲娜、陈乾、陈亚丽、
黄文、宋国杰 

理工组 拟授二等奖 

9 
材料学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与实践 

周莹、林元华、王斌、王平、戴
志、杨眉、田合超、郑世文、王
霞、周明 

理工组 拟授三等奖 

10 
创新型人才英语应用能力培
养的多元化大学英语课程体
系改革与实践 

孙阳、龙仕文、曾苹、廖颖、罗
琴琴、张一颖、刘建芳、肖燕姣、
胡登攀、王蕾 

德文艺体
组 

拟授三等奖 

11 
以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构筑多
层次开放式实践平台提高大
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 

周茂、郭平、吴雁、施岱松、彭
世金、许溯伦、王智平 

实践教学
组 

拟授三等奖 

12 
电气信息类大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建设与
实践 

胡泽、蒋林、邓魁、刘西成、高
凤水、张安安、青小渠 

实践教学
组 

拟授三等奖 

13 
显油气特色、强工程实践、
重知识应用——化工专业教
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王兵、王豪、王治红、刘瑾、蒲
冠州、张辉、李爱蓉、董军、朱
元强、叶仲斌 

理工组 拟授三等奖 

14 
全球能源结构调整背景下的
油气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构
建与实践 

黄志宇、杨雁、文永勇、钱广、
王琨、康毅力、李晓平、廖明光、
段明、侯勇俊 

理工组 拟授三等奖 

1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庄稼、周莹、李星、武元鹏、林
元华、李海敏、张骞、黄韵、王
芳 

理工组 拟授三等奖 

16 
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下高
校思政课“四育人”协同创
新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张文卫、张小飞、崔发展、张华
春、潘建屯、杨世箐、徐科琼、
帅建祥、蒋朝莉、喻滨 

德文艺体
组 

拟授三等奖 

17 
基于导师责任制的研究生创
新创业实践教育范式构建 

王霞、陈玉祥、卢聪、张磊、肖
鸿运、黄志强、王斌、杨雁、武
元鹏、侯铎 

实践教学
组 

拟授三等奖 

18 
地方工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高军、梁琳、郭志钢、任皓、张
磊、覃吉春、王睿、陈军华、庞
敏、陈曦 

综合组 拟授三等奖 

19 
基于“创新引领创业，创业
带动就业”理念的 E-P-I-E
模式构建与实践 

张敏、朱红钧、郭晓军、姚利、
张继、兰冰芯 段又菁、肖虎、杨
火海、舒小立 

实践教学
组 

拟授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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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石油教育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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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经学校推

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环节，我校共获得中国石油教育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11 项，

其中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5 项，获奖名单如下： 

2017 年中国石油教育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等 级 单  位 

1 
行业特色大学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赵金洲、黄健全、董海英、韩传军、陈

玉祥、张华春、周东华、梁志厂、王飞、

叶雪琴、韩川疆、李德海、陈莉、刘姗 

特等奖 教务处 

2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

—海洋油气工程人才培养

体系创建与实践 

熊友明、杨志、朱红钧、郭建春、刘平

礼、曾凡辉、赵志红、朱海燕、梁光川、

王国华、高云、毛良杰、康露、张杰、

刘理明、邓雄 

特等奖 石工院 

3 

基于新工科理念，构建

N-CDIO 工程教育平台研

究与实践 

陈波、黄志强、张旭伟、李陵、彭艳芳、

邓丽、张海波、夏逢军、兰图、曾红琳 
一等奖 机电院 

4 

基于跨校课程组的大学计

算机基础类课程混合教学

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玲、王杨、刘忠慧、杨梅、刘丽艳、

丁鹏、贾月乐、张淮鑫、夏学梅、张翼

凌、杨绪华 

一等奖 计科院 

5 

行业划转地方高校经管类

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高军、梁琳、郭志钢、任皓、张磊、覃

吉春、王睿、陈军华、庞敏、陈曦、石

俊、周游、李凯 

一等奖 经管院 

6 
创新质量保障制度机制，

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李小明、王玲、邱子辉、付玉、熊凤、

李世伟、周东华、周秋旭、陈芳、段俊

霞 

一等奖 评估处 

7 
新形势下，地质类高素质人

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刘向君、王兴志、刘小洪、唐洪、范起东、

谢林、郗爱华、尹成、范存辉、程超 
二等奖 地科院 

8 

电气信息类应用型创新人

才培养中的实践教学体系

建设与实践 

蒋林、胡泽、邓魁、刘西成、高凤水、

张安安、青小渠、邱红兵、苏赋、席建

中 

二等奖 电信院 

9 

以突出油气特色和强化工

程实践能力培养为主线的

化工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豪、王兵、戴一阳、邓洪波、蒲冠洲、

董军、李爱蓉、罗米娜、王林元、李敏 
二等奖 化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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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等 级 单  位 

10 

培养石油类“三型人才”的

大学数学系列课程“3+4”

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践 

钟仪华、谢祥俊、刘建兴、林敏、丁显

峰、李玲娜、陈乾、陈亚丽、黄文、宋

国杰、闵超 

二等奖 理学院 

11 

适应国家油气发展战略需

求的石油工程人才分类培

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唐海、梁光川、杨火海、姚利、石晓兵、

陈小凡、刘永辉、李皋、李昆成、王梓

蔚 

二等奖 石工院 

 

2017 年校级优秀教材奖评选结果公布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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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学校

组织开展了 2013-2017 年校级优秀教材的评奖工作。经学院和同行专家推荐、教务处资格审查、

教材评审专家评审、教材建设委员会评审、公示和主管校长认定等程序，评选出 2017 年校级优

秀教材 14 本，其中一等奖 3 本、二等奖 5 本、三等奖 6 本。获奖名单及获奖等级如下： 

序号 单位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获奖等级 

1 地科院 构造地质学 胡明、周小军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2 化工院 油气田应用化学（第二版） 陈大钧、陈馥 等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3 石工院 工程流体力学 
陈小榆、杜社教、俞接
成、朱忠喜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4 计科院 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 王杨、张平、刘忠慧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等奖 

5 地科院 地质学基础（第二版） 陆廷清 石油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6 机电院 家具制造工艺及应用 李陵、陈波 化学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7 理学院 高等数学学习指南 钟仪华、谢祥俊 石油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8 化工院 大学化学 柯强、朱元强、段文猛 科学出版社 二等奖 

9 石工院 海洋钻井工程 石晓兵、张杰、王国华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10 地科院 地震勘探概论 刘文革、赵虎、聂荔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11 机电院 产品设计与手绘表达 兰图、彭艳芳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12 经管院 国际石油贸易 胡国松、刘仕华、胡晨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13 材料院 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 
谢娟、林元华、周莹、
胡文成 等 

科学出版社 三等奖 

14 电信院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 

席建中、陈松柏、何勇、
刘建生、罗小华、彭名
华、刘西成、张雪平、
李兴红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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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运行 

2018 年春季学期教学任务落实及课程总表编排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总体安排，2018 年春季学期教学任务安排与落实工作于 10 月底开始。

为确保教学任务各项数据的正确，教务处对本次教学任务各项工作的落实做了周密安排。第一，

根据教务系统中全校各专业年级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2018 年春季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第

二，导出 2018 年春季学期教学任务，经对教学任务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核实后，将教学任务

发至各学院进行校对；第三，各学院根据各专业培养方案及前期开课情况，校对 2018 年春季

学期的教学任务，同时，明确各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具体要求以及课程的先修后续关系；第四，

根据各学院反馈情况，对 2018 年春季学期教学任务进一步补充完善后，按照行课周次的安排

原则，逐一落实每门课程的行课周次，并将 2018 年春季学期教学任务发至学院，由学院安排

任课教师。 

在各学院通力配合下，经与学院进行反复磋商后，确定了每门课每个教学班的任课教师，

并对有特殊上课要求的课程进行了收集、整理，以便在排课过程中尽量满足任课教师的需求。

为确保能尽快编制出符合教学规律的课程总表，排课人员加班加点、全身心投入 2018 年春季

学期课程表的编排工作。为满足学生个性化修课的要求，教务处优化了课表的编排方式，实行

两阶段排课，第一阶段确定各教学班必修课的行课安排，并预留限选课行课时间；第二阶段，

根据学生选修限选课情况，确定限选课的行课安排并对教学班课表进行整体优化。12 月 21 日，

在完成课程总表的编排和初步校对的基础上，生成校对课表并发至各教学单位进行全面校核。

根据各教学单位的反馈情况，排课工作人员对课表进行了再次调整和优化，经最终校对后于交

印刷厂印制。2018 年 1 月 19 日，教务处正式发布“2018 年春季学期课程总表”，并分发至全

校各单位。 

完成 2017 年秋季学期教学工作量核算 

教学工作基础数据准确与否关系到学院、任课教师的切身利益。为确保 2017 年秋季学期

教学工作基础数据准确无误，教务处认真对各学院的教学任务进行了整理，明确任课教师所属

单位、职称、任课学时等关键数据，然后将工作量基础数据发至各教学单位校核。针对教学工

作量基础数据中发现的问题，与相关教学单位进行了逐一核实。根据学校要求，于 12 月份完

成了 2017 年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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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2018 年春季学期必修课程选课工作 

2018 年春季学期课程选课于 1 月 4 日开

始。为确保本次选课工作顺利进行，教务处

对选课前期工作进行了充分准备。为指导学

生正确选课，专门制作了《2018 年春季学期

选课表》，同时下发了《关于 2018 年春季学

期必修课学生网上选课的通知》、《2018 年

春季学期全校公共基础课程选教说明》及

《学生网上选课操作步骤及说明》等文件。

在通知中，详细说明了选课应注意的事项。

选课时，教务处随时监控学生选课情况，及

时处理选课中发现的问题。目前，选课已顺

利结束。 

组织完成《大学物理(Ⅰ-2)》等 8 门公共基础课结业统考 

组织了 2017 年秋季学期《大学物理(Ⅰ

-2)》、《高级英语听说》、《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美国文化

概要》、《实用英语写作》、《线性代数

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8 门公共基

础课程的结业统考，共计 335 个考场，共

计 13157 人次参考。 

因公共基础课程的选课人数和教学班较

多，且开课专业比较分散，所以由教务处统

一组织结业考试。教务处在确定考试时间后，

根据选课的实际情况安排考场，和学院协调

安排监考教师、巡考和考务等工作人员。为

保证阅卷的公平公正、节省阅卷教师的时间，

提高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公共基础课程全

部实行网上阅卷。教务处协调学院设计印制

了答题纸，完成答题纸扫描和切割识别，指

导教师完成了阅卷和成绩汇总工作。在教务

处和学院的共同努力下，本学期公共基础课

程的结业统考已圆满完成。 

完成 2017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2017 年下半年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试的考试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6 日。本次考

试，四川省首次启用全国网报系统，变革了

报名、缴费和准考证打印等工作流程。教务

处工作人员扎实学习系统操作手册，熟悉网

报流程，在网报开始前设置好在校本硕博学

生共计 30692 人的学籍信息和照片信息，报

名开始后受理复学、研究生专业归属学院错

误等信息 83 条，组织考生报考培训会，实现

报名工作顺利进行。本次四六级考试报名总

人数为 19384 人，共设 647 个考场。其中，

上午 9:00-11:20 进行的英语四级考试，共有

10018 人报名，设 334 个考场；下午

15:00-17:25 进行的英语六级考试，共有 9366

人报名，设 313 个考场。 

为保证本次四六级考试的顺利进行，考

前教务处对学院的巡考领导、流动监考以及

监考培训员进行了考务培训，并采用统一测

试检验了培训人员学习效果。之后，协调后

总、保卫、校医院等单位，落实考试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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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等工作，将考试责任落实到位。在各学

院和其他职能部门的相互配合和考务人员、

监考教师的努力之下，本次四六级考试已顺

利圆满完成，未出现任何教学事故。 

组织 2017 年英语俄语专项考试报名 
2017 年英语俄语专项考试主要包括英语专业四级、英语专业八级、俄语专业四级和俄语

专业八级考试。 

参加该专项考试的只能是英语专业或俄语专业学生，所以具有参加人数较少、设置考场少

等特点，但是由于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所以要求比较严格。 

经教务处与外语学院共同努力，2017 年该专项考试的报名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共报名 401

人。其中，英语专业四级报名 131 人，英语专业八级报名 137 人，俄语专业四级报名 60 人，

俄语专业八级报名 73 人。 

各学院调停课及更换主讲教师情况（11 月-12 月） 

调停课及更换主讲教师统计表 

序

号 
单位 

11 月调课

次数 

11 月更换

主讲次数 

12 月调课

次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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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石工院 12  1  9  2  21  3  152 

2 地科院 9  4  2  1  11  5  123 

3 机电院 19  4  12  0  31  4  239 

4 化工院 14  0  9  1  23  1  139 

5 材料院 4  0  5  1  9  1  108 

6 计科院 9  0  2  2  11  2  239 

7 电信院 5  0  4  0  9  0  119 

8 土建院 13  0  11  0  24  0  151 

9 理学院 16  5  2  2  18  7  251 

10 经管院 12  1  6  0  18  1  171 

11 法学院 20  0  9  0  29  0  88 

12 马克思院 5  5  4  2  9  7  424 

13 外语院 8  5  10  9  18  14  272 

14 体育院 0  0  0  0  0  0  211 

15 艺术院 11  0  9  1  20  1  113 

  合计 157 25 94 21 251  46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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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监控 

2017 年秋季学期期中教学秩序检查情况通报 

11 月 15 日（第 11 周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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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个教学班，抽查清点其

中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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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迟到、缺课情况增多。 

2、部分学生上课时玩手机、睡觉、聊天等。 

3、个别教学班学生上课时挤在教室后排

而前排座位无学生。 

4、本次抽查的教学班总体到课率为

88.9%，比开学初有明显下降，缺课较多的主

要集中在 2014 级、2015 级学生。各学院抽查

到课率见下表（未包含重修学生），各教学

班抽查到课率统计表（已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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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院 170 170 100.0% 

外语院 549 516 94.0% 

公选 425 396 93.2% 

法学院 233 216 92.7% 

机电院 635 588 92.6% 

材料院 758 700 92.3% 

地科院 265 239 90.2% 

计科院 561 500 89.1% 

艺术院 352 311 88.4% 

电信院 605 533 88.1% 

经管院 634 555 87.5% 

土建院 942 814 86.4% 

石工院 961 827 86.1% 

体育院 134 114 85.1% 

化工院 793 645 81.3% 

总计 8017 7124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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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期中教学秩序的抽查，反映出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开学初有所

下降。各学院要加强学生学风教育，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同时要求教师加强课堂教学的组织与管

理，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改革，积极调动学生

主动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 

2017 年秋季学期期中考务通报 

截止 11 月 19 日，本学期已有 131 门课程

完成了结业考试。其中，教务处安排了 3 门公

共课的结业考试，共计 120 个考场；各学院安

排了 128 门课程的结业考试，共计 437 个考场。

从教务处工作人员对各类考试进行巡查的情

况来看，考试总体情况良好，绝大多数监考教

师能够按时到岗，并认真履行监考职责；绝大

多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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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具体情况如下。 

 1、极个别监考教师未准时到岗。在 11

月 9 日 19:50-21:30 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课程结业考试中，思学楼 A506 考场

的监考甲（体育院）于 19:38 到达考场，思学

楼 C202 考场的监考甲（经管院）于 19:32 到达

考场；在 11 月 16 日 19:50-21:30 进行的《线性

代数Ⅰ》课程结业考试中，思学楼 A418 考场

的监考乙（机电院）19:43 到达考场；在 11 月

16 日 19:50-21:30 进行的《矿床学》课程结业

考试中，思学楼 C506 考场的监考甲（地科院）

19:43 到达考场；在 11 月 19 日 19:50-21:30 进

行的《电工电子技术Ⅲ》课程结业考试中，思

学楼 A316 考场的监考甲（石工院）19:56 到达

考场。构成教学事故的，已责成相关单位进行

处理。  

2、部分学院安排研究生监考，不能妥善地

完成监考任务。在 11 月 9 日 19:50-21:30 进行

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结业考试

中，思学楼 A415 考场的监考乙（理学院）粘

贴座签不规范。按照规定，原则上不允许研究

生参与监考工作，若学院确因教职工数量少，

无法完成本学院的监考任务，需要研究生参与

监考工作，则务必遴选认真负责的研究生，并

对其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能参加监考工

作。研究生在监考中出现事故的，由选派的学

院负责。  

3、个别监考教师不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在

11 月 12 日 19:50-21:30 进行的《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课程结业考试中，思学楼 C204 考场的

监考乙（机电院）将座签粘贴至思学楼 C304；

个别监考教师还在考场内玩手机、戴耳塞听

歌、看书等。 

4、个别监考教师不注意考场卫生，在考试

结束后，将草稿纸和座签随意丢弃在教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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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考务简报 

一、期末考试整体情况 

本次期末考试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8 日

-1 月 17 日，考试课程 668门次，设考场 1410

个，参考学生 55162 人次，其中“高等数学

(Ⅰ-1)”、“大学英语(Ⅱ-1)”等 10 门大面

积公共基础课实施网上阅卷，共计 28753

份试卷。 

为确保本次考试的顺利进行，教务处

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7 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教

务字〔2017〕127 号），对期末考试工作

进行了详细安排，进一步强调考试工作的

重要性，落实考试管理责任，要求各学院

在考前召开监考人员培训会和学生动员

会，组织监考人员和学生认真学习《西南

石油大学考场规则》、《西南石油大学学

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办法》、《西南石

油大学监考人员守则》、《西南石油大学

本科学生考试管理办法》、《西南石油大

学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办法》等管理文件，

严肃考风考纪，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让

每一位监考人员明确并认真履行监考职

责，让每一名参考学生诚信应考。 

本次考试继续使用金属探测仪对学生进

行考前检查，有效控制了通讯工具违纪、作

弊问题。 

考试期间，部分学校领导、教学评估

与督导专家及各学院相关领导到考场巡

视。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看，本次考试总

体情况良好，绝大多数监考人员能够按时

到岗，并认真履行监考职责；绝大多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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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别课程试题命题、试做、审核等环

节不严谨，考试中才发现试题存在错误而需

临场更正。如 1 月 12 日 19:50-21:30 举行的

“工程制图基础（Ⅱ）”（开课学院为机电

院）课程考试中，任课教师更改了第 7 题的

主视图。 

2、个别课程试题难度不合理或题量太

小，出现学生大面积提前交卷的情况。如 1

月 10 日 19:50-21:30 举行的“经济法学”、

1 月 15 日 19:50-21:30 举行的“民法学”（开

课学院均为法学院）课程考试中，大部分考

生于 21:00 前交卷；1 月 15 日 19:50-21:30

举行的“Linux 操作系统应用”（开课学院

为计科院）课程考试中，考生于 20:56 交卷

完毕。 

3、个别监考人员责任意识不强，不按

时到岗，未按要求及时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如 1 月 10 日 09:00-10:40 举行的“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试中，明志楼 A307

教室的监考Ⅱ（艺术院）于 08:48 才开始贴

座签。 

4、个别监考人员未认真履行监考职责，

操作流程不规范，出现考前整顿考场秩序不

及时、不宣讲考场规则、在座位上对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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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检，考试期间在考场内玩手机、在考场

内外聊天等现象。 

5、部分学生对考试不重视，考前准备不

充分。如部分学生未提前掌握考试时间、熟

悉考试地点；部分学生迟到、未带考试证件；

部分学生考前复习不充分，考前仍在考场外

突击查看资料，迟迟不进入考场，影响考场

秩序。 

6、部分学生提前交卷后在考场外逗留、

抽烟、大声喧哗等，影响考场秩序。 

7、极个别学生不遵守考场纪律。本次考

试发现 1 名学生（石工院）违纪、1 名学生

（土建院）作弊，均已按《西南石油大学学

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办法》处理。 

（其它问题已在期末考试期间发布的考

试情况通报中进行通报，在此不再详述） 

三、整改要求 

针对本次出现的问题，对今后的考试工

作提出以下几点整改要求： 

1、开课单位应进一步要求命题教师或命

题小组以课程大纲为依据，命制逻辑严谨、

理论正确、要求明确、难易适中、份量适当

的试题，并做好试题试做、审批等环节，达

到切实考出学生真实水平的目的。对于本次

考试中反映的试题份量、难易方面存在的问

题，特别是考试情况通报和本简报中提到的

课程，相关学院应对试题的命题质量进行分

析，查明原因并于 1 月 24 日前将有关情况报

教务处。 

2、各学院应强化考试管理，构建监考人

员的选拔、培训和考核机制，建立一支责任

意识强、履职能力高的监考队伍。在今后的

考试工作中，合理安排监考任务，强化考前

培训，增强监考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

并将监考人员的履职情况纳入考核。 

3、各学院应进一步加强学风考风建设，

引导学生重视课程平时学习和考前复习，强

化考前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诚

信应考的品格。 

组织召开 2017 年秋季学期本科教研室主任座谈会 

为进一步了解各学院教研室主任对本科

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教务处于 12 月 4 日

下午组织召开了本学期教研室主任代表座谈

会。会议由副校长郭建春主持，全校 21 个教

学单位的 35 名本科教研室主任（教授 2 人、

副教授 17 人、讲师及其他 16 人）、评估处、

人事处负责人及教务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

议。参会的教研室主任主要围绕人才培养、

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一流本科建设目

标，新工科建设以及审核评估要求，就如何

深入推进教研室制度机制建设、打造更合理

的师资队伍、做好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推

动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

见和建议。教务处、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对教

研室主任提出的部分问题进行了解释和回

应，并表示下一步将慎重研究大家提出的一

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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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主任作为教学一线的组织者和

管理者，承担着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

师梯队建设的基础工作，工作繁杂且责任

重大。当前学校正在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

其根本就是一流人才培养，教研室作为人

才培养最重要的基层教学组织，要肩负使

命、勇于担当；教研室的改革和发展是一

个系统工程，学校将认真研究，结合大家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制度机制建设、人

才引进、教师评聘考核、实验室投入等多

个方面着手，深入推进本科教学工作，全

面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为学校的快速

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组织召开 2017 年秋季学期本科学生代表座谈会 

根据《关于 2017 年秋季学期期中教学检

查工作安排的通知》（教务字〔2017〕106

号）安排，为进一步了解本科学生对本科教

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教务处于 12 月 5 日下

午组织召开了本学期学生代表座谈会。会议

由副校长郭建春主持，各学院推荐的本科学

生代表、学工部、现教中心、后勤服务总公

司负责人及教务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次参会的 28 名学生代表分别来自四个

年级的 27 个不同专业，针对二课实践和成绩

认定、400 公里跑打卡、课程安排、教材选用、

选课修课、校园网使用、学风建设、后勤服务

及宿舍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本科学生代表座谈会是学校与学生之间

沟通交流的桥梁，对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

环境，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起着重要作用。

学校各相关部门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在会后

及时展开了调查，提出了解决办法并逐一落

到实处。

 

2017 年秋季学期领导评教情况 
各教学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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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1 月 15 日，2017 年秋

季学期学校综合教务系统共采集到 31 名

领导干部听课评价数据 436 条。各学院具

体听课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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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位处级领导干部听课情况一览表 

单位 听课次数 单位 听课次数 

石工院 16 土建院 40 

地科院 23 理学院 18 

机电院 25 经管院 40 

化工院 23 马学院 7 

材料院 28 外语院 31 

计科院 64 体育学院 33 

电信院 47 艺术学院 41 

2017 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第二阶段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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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16 日，2017 年秋季学期

应参加评教 244609 人次，已完成评教 225378 人次，总参评率 92.14%，学生评教统计情况见

下表： 

2017 年秋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第二阶段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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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81 27403 95.54% 2740 2629 95.95% 

2 地科院 19403 17995 92.74% 2055 1906 92.75% 

3 机电院 25756 23793 92.38% 2833 2605 91.95% 

4 化工院 23218 20954 90.25% 2155 1957 90.81% 

5 材料院 20164 18797 93.22% 2110 1960 92.89% 

6 计科院 22638 21041 92.95% 2584 2389 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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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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电信院 21418 20252 94.56% 2251 2137 94.94% 

8 土建院 26825 25208 93.97% 2713 2568 94.66% 

9 理学院 6856 6178 90.11% 723 655 90.59% 

10 经管院 26167 24424 93.34% 3136 2926 93.30% 

11 法学院 8559 6923 80.89% 1219 1026 84.17% 

12 外语院 6039 5764 95.45% 698 677 96.99% 

13 体育学院 2649 2437 92.00% 304 278 91.45% 

14 艺术学院 6236 4138 66.36% 720 501 69.58% 

总计 244609 225378 92.14% 26241 24214 92.28% 

2017 年秋季学期“学生教学信息员协会”工作情况 

在各学院的积极配合下，2017 年秋季学期

“学生教学信息员协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划准备，“学生教学

信息员协会会徽征集设计大赛”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面向全校同学征集到原创作品 35

幅，参赛作品立意鲜明、风格独特，充分体

现了协会的特点。经协会初评，12 幅作品进

入复评阶段，同时，协会利用宣传展板和“西

柚教务”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线下投票，共

收到同学们投票 2000 余人次。 

为更好地做好教务的服务与宣传工作，

教务处成立了 “西柚教务”公众号运营团队。

根据工作情况和团队成员的擅长领域，分成

了设计组、开发组、运营组、编辑组四个小

组，每个小组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小组长。

同时，团队负责人从微信文案写作、微信图

文设计、微信应用开发等方面对全体成员进

行了系统培训，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掌握微信

公众平台运营能力，学会解决处理运营中出

现的一些基本问题。 

根据教学管理学生信息员反馈的信息数

量及质量，并结合平时工作开展情况，顺利

完成了“学生教学信息员协会”207 名成员

的学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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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动态 

组织 2017 年秋季学期实验教学检查 

为了解本学期实验教学运行情况，按照

学校“关于开展 2017 年秋季学期教学检查的

通知”要求，在学院自查的基础上，教务处、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相关人员于 10 周至 12

周，对实验教学情况进行了检查，现将检查

情况通报如下。 

一、实验教学运行检查 

教务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领导及相

关人员按照实验教学课表随机抽查了 9 个学

院、24 门次实验（上机）课程的教学运行情

况，涉及上课学生 900 人次。检查中发现大

多数实验室按照实验（上机）课表行课，实

验室管理较为规范，实验教学准备充分，实

验签到记录完整；实验教师认真讲解，悉心

指导，及时解决学生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大

部分学生能准时到达实验室，积极主动完成

实验操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个别实验课行课与课表安排不符。如

11 月 1 日 1-2 节，机电院的微机原理及单片

机应用技术课程的“WINXP 下 D/A 转换实

验”，行课时间更改；11 月 22 日 6-9 节，

计科院的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的“函数编程练

习”实验，上课教师、地点更改；11 月 22

日 8-9 节，地科院的测井方法与原理的“感

应测井仪线圈系特性测量实验”，课表安排

上课教师 3 人，实际上课教师为 1 人，行课

地点更改。 

2、个别实验项目执行时缩减实验学时。

如 11 月 22 日 6-7 节，逸夫楼 C103，石工院

的油气储运设备课程的“重力式分离器分离

效率测试实验”，课表安排的是 2 学时的综

合实验，实际执行时改为演示实验且不足 1 

学时。 

3、同一教师同一时间在两个实验室指导

实验。11 月 22 日 6-7 节，电信院同一教师

同时指导明理楼 C212、明理楼 C 区 3 楼两个

实验室的不同实验项目；11 月 22 日 6-9 节，

计科院同一教师负责明理楼 B409、明理楼

B413 两个机房的上机实验。 

4、个别实验有学生迟到和学生代签到的

现象。 

二、实验教学管理系统检查 

1、排课检查 

本次期中实验系统排课检查采用抽查的

方式，针对 1-10 周开设的 140 门课程，根

据各学院上一学期系统排课完成情况，确定

抽查比例，最低抽查 20%。共计抽查 91 门

含实验(上机)课程，包括含实验项目的 63

门，含上机项目的 28 门。检查结果为 73.6%

的课程已按要求录入实验教学管理系统；

4.4%的个别实验因调课、搬实验室等原因

延迟了实验（上机）上课时间，22%的课程

未能及时录入实验教学管理系统。具体统计

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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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学院抽查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院 
含实验、上机

学时课程门数 
抽查门数 未完成课程门数 未完成比例 

1 石工院 14 11 0 / 

2 地科院 17 14 4 29% 

3 机电院 19 16 3 19% 

4 化工院 4 1 0 / 

5 材料院 6 2 0 / 

6 计科院 27 16 4 25% 

7 电信院 15 5 2 40% 

8 土建院 14 8 2 25% 

9 理学院 4 4 2 50% 

10 经管院 18 14 7 50% 

11 法学院 1 1 0 / 

12 体育院 1 1 0 / 

 合计 140 91 24 26% 

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部分在外单位完成的实验（上机）

项目未及时录入系统。如机电院的计算机控

制技术、机械工程材料及强化课程相关实验

项目因跨学院安排实验而未录入开课学院

系统。 

（2）部分学院未能将已开展的实验项目

及时录入实验系统。如地科院的全球定位系统

原理及应用、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普通岩石

学(含晶体光学)课程相关实验；机电院的机电

系统 EDA 软件应用技术；计科院的计算机体

系结构、计算机图形学、3D 仿真与游戏开发、

信息系统开发课程相关实验项目；经管院的创

业管理、电子商务概论（7208001020）、电子

商务概论（7208010030）、电子商务法规、国

际投资学、进出口贸易实务、成本会计学课程

相关实验项目；理学院的数学建模 1 课程相关

实验（上机）项目。 

（3）部分实验项目由于课程调整、实验

室搬迁、设备维护等原因推迟了实验项目上

课时间，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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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延期实验课程汇总表 

序
号 

专业（方向
班级） 

年级 人数 课程号 课程名 
实验/
上机 
学时 

已开
学时 

开课 
学院 

备注 

1 

电子信息
工程（应用
电子技术
方向） 

2014 70 5104054025 
电气控制
及 PLC 

8 0 电信院 

因生产实习调
整至本学期

-1～3 周，该
课程调整至
10～17 周。 

2 土木工程 2015 221 4015005035 
土力学与
基础工程 

6 0 土建院 
实验室装修，
实验延期。 

3 
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
用工程 

2015 133 4115011020 制冷技术 4 0 土建院 
设备安装，实
验延期。 

截止 11 月 28 日，地科院、计科院未按

要求返回实验（上机）项目未录入系统情况

说明。 

2、成绩录入检查 

实验成绩录入检查结果为化工院、理学

院物理实验中心能及时按要求将实验（上机）

成绩录入系统，地科院部分课程实验成绩已

录入系统，材料院、土建院、经管院个别课

程录入系统，其余学院未录入系统。 

三、今后工作要求 

针对实验教学中期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提出以下要求： 

1、规范实验排课管理。开课单位应提前

一周在实验教学管理系统中完成教学安排，

凡课程总表中有实验（上机）学时的课程都

应在实验教学管理系统中排课，任课教师应

根据教学总体安排，提前与实验中心协调落

实实验（上机）具体时间及分组情况，由实

验中心负责在系统中排课，如需调整，必须

提前告知实验中心，并在系统中更新，保证

执行情况与课表安排一致。 

2、加强实验教学系统成绩录入管理工

作。学院应进一步推进实验（上机）项目成

绩录入工作，实验教师应按要求及时将实验

（上机）成绩录入系统。 

3、规范实验（上机）教学管理。严格执

行实验项目教学大纲要求，不得随意更改实

验类型，不得随意缩减实验学时。 

4、严格按实验课表安排的教师、时间、

地点行课，保证正常教学秩序。同一时间同

一指导教师不得指导多个实验室。 

5、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保证实验教学的

到课率。各学院及实验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

管理，严格课堂考勤，杜绝代签到，制定学

生平时成绩考核办法，对于无故迟到、缺席

的学生，应给予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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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第二课堂专项调研 

为了解第二课堂的进行情况，根据“关

于2017年秋季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安排的

通知”，学校组织开展了第二课堂专项调研。

在各学院认真梳理本学院第二课堂情况的基

础上，学校召开了专项调研会，教务处、招

生就业处、双创中心、实验设备处、科研处、

工训中心等 6 个职能部门分别就各自负责的

第二课堂活动的组织开展情况、存在的主要

问题等做了交流汇报；马克思主义学院、石

工院、地科院、机电院、化工院、电信院、

材料院、经管院等 8 个学院分别就各自组织

的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

题、2018 年工作计划及在第二课堂管理中的

经验做法做了交流汇报。郭建春副校长在听

取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对第二课堂的汇报

后，针对第二课堂目前运行及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就如何推进第二课堂工作提出了下一

步的工作思路及要求。 

一、第二课堂基本情况及运行现状 

为贯彻落实《西南石油大学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决定》，学校在

“2015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

见” 中明确指出，自 2015 级起，第二课堂

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方案设置，我

校第二课堂包括“社会实践、职业能力、创

新创业、专业品牌”四大类，其中理、工类

专业设置 8 学分，经、管、文、法、教、艺

类专业设置 6 学分。 

第二课堂方案实施以来，为规范第二课

堂教学组织与管理，保证教学效果，相关部

门及各学院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包括： 

1、完成了第二课堂的顶层设计，包括课

程体系设置、计分与考核办法等，制定了“西

南石油大学第二课堂管理及实施办法”，明

确了组织机构及各单位的职责。 

2、相关课程负责单位（马克思主义主义

学院、招就处、双创中心及各学院）在广泛

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课程的主要内容，并制

定了社会实践、职业能力、创新创业及专业

品牌的课程教学大纲。 

3、建设了第二课堂管理系统。由于目前

市场上没有满足我校现行管理模式的第二课

堂管理系统，因此，教务处根据学校的现行

管理模式与开发公司多次商讨，确定系统需

求，经反复测试、调整，建成了第二课堂管

理系统（试用版）。2016 年底组织了第二课

堂管理系统操作培训会，2017 年春季学期正

式投入运行。第二课堂管理系统已实现课程

申报、审批及发布、学生申请及审批、课程

成绩录入等功能。 

4、2016 年 12 月学校召开了第二课堂

实施推进会，进一步明确了各单位的分工、

职责及实施办法，并提出了第二课堂的工作

要求。 

5、2017 年 10 月教务处组织了第二课堂

学业咨询会，解答学生关于第二课堂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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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明确学生在第二课堂的学习任务，帮

助学生养成自我规划、主动学习的习惯，进

一步引起了学生对第二课堂的重视。 

6、为推动第二课堂教学的开展，各单位

及学院克服种种困难，根据各自实际情况，

尝试并形成了一些各有特色的做法，如化学

化工学院的《化学实验基本操作技能训练》

是覆盖全院 5 个专业的一门专业品牌课，通

过单独设置供学生完成二课任务的专用开放

实验室、选拔研究生助教团成员、学生自主

训练，严格考核，在 2015 级中执行良好，基

本形成了成熟的课程开设方案及学分评定方

案；电气信息学院组建了二课教学团队、配

备了实践教学设备和教学场地，运行管理规

范；招生就业处要求学生在大三结束时必须

完成规定的职业能力网络课程的学习，保证

每个学生都能获得 60 分基础分等。 

7、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的主动性有所提高 

第二课堂实施以来，学生从被动参加逐

渐变为主动参与，以教务处负责的学科竞赛

情况为例，2011 年～2015 年学生参与人数变

化不大，2016 年参与学生人数较 2015 年有较

大幅度增加，这也是第二课堂进入培养方案

后更多学生主动参与的具体体现。 

年度 
国家级奖

（项） 

省级奖

（项） 

获奖合计

（项） 

立项项目

（项） 

参与学生 

（人次） 

2011 22 84 106 35 13599 

2012 74 101 175 50 14759 

2013 62 135 197 48 16000 

2014 86 184 270 61 16227 

2015 130 197 327 90 13327 

2016 135 298 433 84 28534 

8、2015 级学生第二课堂修读情况 

（1）社会实践 

培养方案规定在第 4 学期完成，目前

2015 级绝大部分学生已按计划全部完成。 

（2）专业品牌 

大部分学院的专业品牌是指定在某一学

期（较多在第 5、6、7 学期）开设的一门或

多门课程，有明确的大纲、内容及考核方式，

目前已有部分专业陆续实施，从课程设置来

看，2015 级的专业品牌能够按计划完成。 

（3）职业能力 

包括网络课程、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系

列活动、职业技能证书等项目，是学生在 1-7

学期自主选修相应项目，应用管理系统累积

计分，第八学期登录成绩。截止 15 周周三，

2015 级学生 2130 人取得学分，具体统计见下

表。因网络课程的成绩目前没有计入第二课

堂管理系统，因此，如果将网络课程的成绩

（60 分）并入统计，2015 级的职业能力也能

按计划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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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学分修读情况（人数） 

学     院 0 分 <60 分 ≥60 分 总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28 327 1 556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227 327 10 564 

电气信息学院 174 454 1 629 

法学院 29 1 330 360 

化学化工学院 105 469 3 577 

机电工程学院 219 585 1 805 

计算机科学学院 33 17 726 776 

经济管理学院 112 9 800 921 

理学院 6 165 0 171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 544 248 18 810 

体育学院 2 2 94 98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12 519 3 634 

外国语学院 4 13 143 160 

艺术学院 154 11 0 165 

总计 1949 3147 2130 7226 

（4）创新创业 

创新创业是第二课堂中最能体现满足学

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需求、提高学生实践

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的模块，由创新创业培

训、创新创业类竞赛、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创新创业项目培育、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开

放实验、学科竞赛、专利、论文、苗子工程、

科研训练、工程体验等 13 个项目组成。项目

设置注重多样化、层次性，既注重优秀学生

脱颖而出，又充分考虑了能让所有学生都有

机会参与并获得学分。基础差，能力一般的

学生可选择选修创新创业系列课程（含网络

课程）、参加校级学科竞赛（数学、英语等

基础类竞赛）或参加工程体验项目等获得学

分；基础好、能力强的学生可选择参加省级

以上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培育、孵化、参与教师科研等获得学分。创

新创业学分需要学生在 1-7 学期根据兴趣爱

好自主选修相应项目，应用管理系统累积计

分，第八学期登录成绩。管理方式为课程申

请单位通过第二课堂管理平台发布第二课堂

活动通知，学生通过系统平台申请活动并获

得相应的活动项目分值。截止15周周三，2015

级学生创新创业修读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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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学分修读情况（人数） 

学院 0 分 ＜60 分 ≥60 分 总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67 244 45 556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299 229 36 564 

电气信息学院 422 189 18 629 

法学院 238 91 31 360 

化学化工学院 405 145 27 577 

机电工程学院 309 364 132 805 

计算机科学学院 95 630 51 776 

经济管理学院 177 359 385 921 

理学院 143 23 5 171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 544 236 30 810 

体育学院 18 77 3 98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29 375 130 634 

外国语学院 19 136 5 160 

艺术学院 118 39 8 165 

总计 3183 3137 906 7226 

可以看出，目前仅 906 人取得学分。但

从掌握的情况看有部分项目已组织学生参

与，但未在管理系统中录入成绩，还有些项

目正在进行，也没有录入成绩，因此，真实

情况要高于统计结果。 

综上所述，按照目前各部门及学院第二

课堂的组织管理及系统统计情况，预计 2015

级学生的社会实践、职业能力、专业品牌的

完成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创新创业对于少数

前期没有任何自我学习规划的学生来说，需

要学院有针对性的引导，使其明确修读路径，

并督促其加紧修读才能完成。 

二、第二课堂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各职能部门及学院的汇报反映出第二

课堂目前存在以下共性问题： 

1、个别学院或部门认识不到位，重视程

度不够，没有认真研读培养方案及有关文件，

不了解第二课堂的设置、内容、修读方式等，

不能对学生进行有效指导，学生修读情况的

过程监控和结果反馈还不够及时，导致学生

忽视了第二课堂修读要求和自己修读现状。 

2、对学生的宣传指导不到位，大部分学

生对第二课堂重视不够，仍习惯于指令性学

习，按照安排好的课表被动上课，还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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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安排学习、自主规划学业，没有形成自

主参与第二课堂的习惯，不清楚如何修读及

获得学分第二课堂学分，还有部分学生不知

二课为何物。 

3、部分负责教师不适应新的管理模式，

个别职能部门疏于督促，导致不能及时将学

生成绩录入管理系统，学生无法查询项目得

分情况。 

4、第二课堂的项目设置和内容还需进一

步充实，一些二课项目（特别是创新创业类

项目）需要扩大学生受益面。 

5、专业品牌活动多个年级同时开课时，

教师、学生上课时间紧张，空闲时间较少，

实验场地有限，师资队伍紧缺，执行压力大。

需要进一步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保证实验

室全天候开放。 

6、第二课堂经费不足，目前除学科竞赛、

开放实验等少数项目有有限的专项经费外，

其余项目没有划拨经费，由于经费有限，学

生受益面有限，另外，对教师承担第二课堂

指导的工作量认定政策不明确。 

7 教学档案归档难度大，创新创业包括

多个项目，学生修读时不分专业年级，自主

选修，因此只能按照项目进行归档，不能按

课程提供归档材料。 

三、下一步的推进措施 

1、加大宣传力度，多形式、多渠道加强

第二课堂的宣传 

让学生明确哪些课程属于第二课堂，如

何选修，每学期公布学生已获得第二课堂成

绩，提醒学生自主选修；让教师充分认识到

第二课堂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精心设计二

课项目、用心指导，明确哪些课程必须应用

第二课堂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2、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类的项目设置，

扩大学生受益面 

各部门及学院应群策群力，开展丰富、

多样化、面向不同层次、不同能力学生的创

新创业活动，扩大受益面，保障所有学生有

机会和能力参加。 

3、推进第二课堂管理规范化 

各部门及学院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第二课

堂实施办法，细化标准，不断规范组织管理、

成绩考核、资料归档等环节，提高质与量。

同时，加强第二课堂管理系统的建设和维护，

完善相应功能，使系统真正为第二课堂管理

服务。 

4、合理计算教师第二课堂工作量 

第二课堂相对于传统课堂，其组织与指

导工作更加繁杂，需要教师投入的精力更多，

涉及的教师人数更多，一方面学院应从教师

岗位职责等方面激发教师指导学生第二课堂

活动的积极性，另外教师参与第二课堂工作

量参照教师指导实习、实践或毕业设计（论

文）的工作量算法，并且在绩效考核、职称

评定等方面给予认定（教务处正在考虑相关

计算办法）。 

5、加大第二课堂经费投入，确保教学效果 

针对各部门提出的经费不足问题，建议

学校根据各单位2018年第二课堂的工作计划

及经费预算，划拨专项经费至相关单位，为

第二课堂的组织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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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2018 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2018 届有 52 个本科专业、10 个双学位专

业共 6000 余人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下

学期 2014 级的行课周数只有 14 周，因此大部

分专业都应于本学期末提前进入毕业设计（论

文）阶段，做好选题、任务书下达等工作。为

更好地落实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制定了“关

于做好 2018 届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

知”，同时召开教务联席会，部署了 2018 届毕

业设计（论文）工作，要求各学院要按照“西

南石油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

规定”的有关要求，加强毕业设计（论文）各

环节的管理，特别注意指导教师资格及指导人

数、题目类型及相关文档的填写规范，确保

2018 届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 

为确保 2018 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

顺利进行，教务处提前印制并分发毕业设计

相关资料，维护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

督促学院按照文件要求落实相关工作。部分

学院在本学期末完成了选题、任务书下达等

工作，安排学生利用寒假进行文献查阅、调

研、外文资料翻译等工作。 

完成学科竞赛经费审核及获奖情况统计 

对2017年批准立项的学科竞赛项目进行

经费审核及总结统计工作，推进学科竞赛的

规范管理。截止 12 月底，共获得省级以上奖

励 392 项，其中国家级奖励 132 项，包括获

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2 项、全

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一等奖 2

项，全国大学生化工安全设计大赛特等奖 1

项。  

按时提交承办省级竞赛总结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要求，督促学院完成

我校承办的 2017 年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四川省大学生化学部实验竞赛的总结报

告，并按时向教育厅报送竞赛总结、获奖名

单及相关信息统计表。 

组织申报 2018 年省级大学生竞赛申报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8 年省级大学生竞赛项目申报工作的通

知”要求，组织相关学院申报承办 2018 年省

级学科竞赛项目，在学院申报的基础上，根

据学校已有条件、项目意义和受益面等进行

审核，按时提交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的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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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 2018 年春季学期实践教学任务 

为做好 2018 年春季学期学生实习、第二课

堂及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的教学与管理工作，

对 2018 年春季学期课程总表中学生实习、第二

课堂及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任务进行分类，落

实实习地点及实习起止时间，并发文至学院及

相关部门，要求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我校实践

教学管理的规定，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加强教

学过程管理，切实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统计申报教职工实践教学奖励 

根据《西南石油大学教职工奖励办法（暂

行）》，统计、审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教职工在实践教学方面获得的奖励，

包括优秀实习队、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指

导教师及学科竞赛指导奖，按照学校奖励标

准计算奖励金额并申报至人事处。 

组织实践教学管理系统升级培训 

针对现有实验教学管理系统存在的各种

问题，学校决定升级实验教学管理系统，为

保证下学期实验教学的正常运行，本学期末

组织各学院（中心）教学办主任、实验中心

主任及实验室相关人员进行实验教学管理系

统培训，并对相关人员进行系统授权，与公

司技术人员共同做好系统安装、调试等相关

准备工作。 

 

◆学籍管理工作 

顺利完成 2017～2018 学年秋季学期学业清理后续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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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精

神，9 月 28 日，教务处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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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部署 2017～

2018 学年秋季学期学生学业清理工作。在各

学院的积极配合下，全校于 10 月中旬前完成

了本学期学业清理的统计工作。 

10 月 20 日，教务处发布了《关于 2017～

2018 学年秋季学期学业清理结果及处理办法

的通知》（教务字〔2017〕96 号），要求各

相关学院根据学业清理结果对相关学生进行

处理。凡给予警示、降级和退学处理结论的

学生，学院应在通知下发之日起一周内将《西

南石油大学学生学业清理处理通知书》发给

学生本人（对于未成年的学生，同时将通知

副本送达其监护人）。对于达到降级标准的

学生，其学籍直接由原年级降至对应专业的

下一年级（无需再提交降级申请）；对于达

到退学标准的学生，学业成绩未达到在校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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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学习的基本要求，根据学籍管理规定应予

退学，但学校本着教育学生、挽救学生的指

导思想，给予达到退学标准的学生，在不超

过学校规定最长在校累计修业年限的前提

下，给予不超过一次的试读机会。截止目前

为止，全校各学院已按要求完成了学业清理

的后续处理工作，其中有 76 名学生提交了降

级试读申请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对 36 名达到

退学但不愿申请试读或已有试读经历的学生

进行了退学处理。 

2017 级新生网上学籍电子注册信息核查工作基本完成 

根据教育部相关要求和四川省教育厅安

排，在完成了 2017 级新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学

生信息网（学信网）学籍注册的前提下，为

保证学籍学历信息准确性，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7 级本科学生网上学籍电子注册信息的核

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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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督促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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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si.com.cn，简称“学信

网”）进行注册学信档案，并查询、核对学

籍电子注册信息的工作。为保证学生能及时

有效的按照要求进行注册和核对个人信息，

通知中详细说明在“学信网”的操作流程和

规范要求。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我校新生

网上学籍电子注册信息核查工作完成度达

到 97.05%，位居全省省属高校前列。 

2017 级本科新生转专业工作有序开展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

性，更好地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尊重学生

个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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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南石油大学本

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西南石大教〔2017〕

56 号）有关精神，11 月 20 日，教务处发布

了《关于填报 2017 级各本科专业拟接收转专

业转入人数计划的通知》（教务字〔2017〕

105 号），由各学院根据今年的招生情况及

教学实际，提出各专业拟接收转入人数计划

及转入条件（参考各专业的高考招生要求），

原则上接收人数不超过该专业年级转专业前

在校生人数的 30%，各专业拟接收转入人数

计划由学校和学院协商确定，11 月 27 日各学

院已按通知要求将计划填报完毕。 

12 月 5 日，学校发布了《关于 2017 级本

科新生转专业工作安排的通知》（西南石大

教〔2017〕112 号），对 2017 年本科新生（成

都校区）转专业的报名条件、报名方式、录

取办法及日程安排进行了安排。本次转专业

报名仍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申请转专

业学生可按高考平行志愿模式选择填报不超

过两个拟转入专业。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14

日 18:00，有 678 名 2017 级本科新生提交了

转专业申请。经学院审查及学生确认，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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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名 2017 级本科新生符合转专业选拔条

件。待期末考试课程成绩提交完毕后，学校

将根据《西南石油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

办法》确定拟同意转专业学生名单，并将 2018

年春季学期转专业学生报到、注册相关事宜

通知各相关学院。   
完成 2018 届本科毕业生个人图像采集工作 

根据新华通讯社四川分社的统筹安排，教务处于 10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图像采集工作的通知》（教务字〔2017〕94 号），对我校 2018 届本科毕业

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进行了安排。采集对象为我校 2018 届全体本科拟毕业学生（即 2014

级全体在校本科学生）。图像采集于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进行，共计 6055 名学生参加

了图像采集。 

2017 级部分本科专业本硕连培生选拔工作完成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激励在校本

科学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根据《西南石油大学本硕连培管理办法（暂

行）》（西南石大教〔2016〕151 号）文件精

神，经学校研究决定，在我校 2017 级部分本科

专业学生中选拔本硕连培生进行培养。 

11 月 10 日，教务处发布了《关于在 2017

级部分本科专业学生中开展本硕连培生选拔

和培养工作的通知》（教务字〔2017〕102

号），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安排部署，启动了

2017 级本硕连培生选拔和培养的相关工作。

经各相关学院学生自愿申请，学院资格审查、

面试、学院遴选工作小组审定通过等环节，

共有 35 名同学确定为 2017 级本硕连培生，

具体人数见下表。 

各学院本硕连培生招收专业、计划人数及其选拔人数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计划培养人数 选拔人数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 

石油工程 10 9 

油气储运工程 5 5 

海洋油气工程 1 1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5 3 

勘查技术与工程 3 3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5 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 2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4 3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4 3 

应用化学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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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管理 

教材建设与管理 

一、校级规划教材选题 

根据学校教材建设工作安排，于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 月，组织开展了 2018 年校级

规划教材选题立项工作。本次规划立项教材共

10 本，培育教材 4 本。本次立项申报的基本

原则、申报范围和有关要求如下： 

基本原则：1、适应性原则。正确把握

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充分反映教学改革的

成果，适应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的要求，适应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的需要。2、重要性原则。重点支持具有我

校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的系列丛书、套书；

重点扶持新办专业急需的专业基础课、专业

课教材；巩固和加强我校石油类教材的行业

地位和影响力。3、立体化原则。适应新时

代教育改革与发展需求，重点支持立体化和

富媒体教材，实现教材建设的立体化和多样

化。4、国际化原则。支持开展国际化人才

培养所需的教材建设项目，鼓励双语教材的

选题。 

申报范围：申报教材须为我校本科生、

研究生现行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对应课程的教

材，可以是修订教材，也可以是新编教材。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能反映学科专业

前沿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内容创新、

富有特色的教材。2、教学急需、填补学科专

业空白的教材。3、适应新工科建设和改革需

要的教材。4、结合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需要，

进行课程整合、优化的教材。5、属于重点教

学改革项目，反映教学改革最新成果的教材。

6、专业核心课程、文化素质课程、创新创业

教育与实践教学所需的教材。7、国际化人才

培养所需的双语教材。 

申报要求：1、修订教材：修订教材应为已

公开出版、使用效果好、作者有修订计划且修

改内容达到 1/3 及以上的教材；如更换主编，

需提供原作者的授权证明。2、新编教材：新编

教材应是经学校同意，在校内以自编自印的方

式经过不少于两届教学实践使用，且效果良好

的。3、教材主编：必须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有三年及以上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学实践经历，

有该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及科学研究经历；同

一主编限申报教材选题 1 项。 

二、石油基金教材申报 

根据《关于 2018 年度“石油教材出版基

金”资助项目申报的通知》精神，组织开展

2018 年度资助出版教材的申报工作。“石油

教材出版基金”是 2006 年由石油高等院校教

材建设委员会发起，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出资设立的，由石油工业出版社负责管

理运作，用于专项资助出版石油石化特色显

著的专业教材。自 2007 年以来，我校已有 18

本教材获得该基金资助。 

三、教材选用计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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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完成 2018 年春季学期教材选用计划

的编制工作。教材选用的基本原则是：1、

所有课程原则上均应选用教材（含公开出版

和自编自印教材），并尽量选用公开出版的

教材。选用教材的内容必须符合课程教学大

纲要求。2、坚持同类教材优先选用国家级、

省部级规划教材和获奖教材等优质教材。3、

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相应课程统一使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4、选用境外原版教材应严格把关，必

须经学院教材建设小组讨论通过后单独向

学校申报，并经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审查通

过后方可选用。5、大面积公共基础和技术

基础课程（用量在 1000 册以上），原则上

应选用国家级、省级、校级规划教材和获奖

教材等优质教材。若选用其它教材，须另行

提交该教材的选用理由，由学校教材建设委

员会决定是否同意选用。6、同一种教材，

建议选用最新版本，出版时间超过 15 年的，

原则上不得再选用。7、相同课程号的课程，

必须使用同一种教材。8、对于在使用过程

中，学生、教师反映问题较多的教材，原则

上不得再选用。若要继续使用，须对师生反

映的问题有合理的解释及问题的整改方案，

并经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讨论通过。 

四、优秀教材评奖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 月，组织开展

2017 年优秀教材评奖工作。本次评奖的申报

条件和范围如下： 

申报条件：1、教材内容符合党和国家的

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目标。2、教材内容体

现先进性和科学性，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

性。正确阐述本学科、本专业理论和概念，

体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3、符合本门课程在

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编写学时恰当，

符合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取材合适。体例

结构完整，论证、习题、思考题合理恰当，

公式、运算正确，内容阐述循序渐进，富有

启发性，便于自学。4、文字准确、流畅、精

练，符合规范化要求；插图正确，文图配合

恰当；符号、计量单位符合国家标准；印刷

清晰，装帧精美。 

申报范围：2013 年 1 月及以后公开出

版的我校教师为第一主编的教材（不包括

学术专著），经过本校学生 2 届及以上试

用（试用届数含正式出版前，经学校同意

以自编自印方式印刷试用的），教学实践

效果好。其中：1、已获教育部、其他部委

或学校奖励的教材，一般不再受理申报。

获得过奖励教材的修订版，内容更新须达

到二分之一以上，且质量有明显提高，并

有新书号的，方可参加申报评审，但须同

时提交前一版次教材样书。2、分册出版的

丛书、套书，合用一个书号的，只能以整

套参评；分别使用书号的，既可以整套参

评，也可以其中一册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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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秋季学期教材选用情况统计 

2017 年秋季学期各单位使用优质教材、新版教材情况统计如下： 

单位 
名称 

选用教材数 

优质教材 
(国、省部、校级获奖教材，
国、省级规划教材，教育部
推荐教材，精品课教材) 

新版教材 
(近3年出版的新教

材) 

总数 公开出版 自编自印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石工院 42 34 8 16 38.10% 14 33.33% 

地科院 54 51 3 24 44.44% 11 20.37% 

机电院 71 63 8 20 28.17% 26 36.62% 

化工院 51 47 4 22 43.14% 16 31.37% 

材料院 33 30 3 12 36.36% 7 21.21% 

计科院 51 48 3 11 21.57% 22 43.14% 

电信院 46 42 4 23 50.00% 19 41.30% 

土建院 64 63 1 18 28.13% 23 35.94% 

理学院 36 34 2 21 58.33% 9 25.00% 

经管院 72 72 0 25 34.72% 32 44.44% 

法学院 28 28 0 18 64.29% 10 35.71% 

外语院 56 54 2 13 23.21% 16 28.57% 

体育院 18 18 0 11 61.11% 11 61.11% 

艺术院 26 26 0 3 11.54% 4 15.38% 

马院 8 8 0 5 62.50% 6 75.00% 

工训中
心 

3 2 1 0 0.00% 0 0.00% 

图书馆 1 1 0 0 0.00% 0 0.00% 

学工部 2 2 0 0 0.00% 1 50.00% 

保卫处 1 0 1 0 0.00% 0 0.00% 

合计 663 623 40 242 36.50% 227 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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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校级规划教材评审结果公布 

根据《关于开展 2018 年校级规划教材选题立项的通知》（教务字[2017]101 号）精神，学

校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校级规划教材立项的推荐评审工作。通过学院申报、同行专家推荐、

教材评审专家审稿、教材建设委员会评审、公示、主管校长认定等程序，确定《油气开发井下

工艺与工具》等 10 本教材列为 2018 年度校级规划教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等 4 本教材

列为 2018 年度校级规划培育教材。具体教材书目如下： 

1、2018 年度校级规划教材书目 

序号 单位 教材名称 主编 

1 机电院 油气开发井下工艺与工具 叶哲伟 

2 化工院 物理化学 朱元强、余宗学、柯强 

3 化工院 高分子实验教程 卿大咏、戴姗姗 

4 计科院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版） 廖浩德 

5 经管院 ERP 原理及应用实验教程 唐中林 

6 材料院 油气工程用管材 王斌 

7 体育院 大学生体育健康促进理论方法与运动实践 石金亮 

8 工训中心 机械制造综合实训教程 程亮、尹文峰 

9 土建院 燃气站场工艺与设备 吴晓南 

10 艺术院 艺术嗓音塑造基础教程 陈焕玲 

2、2018 年度校级规划培育教材书目 

序号 单位 教材名称 主编 

1 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宋旭平 

2 石工院 石油工程 HSE 袁骐骥 

3 化工院 环境影响评价 杜国勇 

4 材料院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黄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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