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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工作
开展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
学校制定“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学校举行 2018 年度“课堂教学质量卓越奖”评选教学观摩评价活动
启动 2019 年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工作
圆满完成 2019 届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
组织安排 2019 年秋季学期 2016~2018 级学生网上选课工作
2019 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顺利举行
2019 届本科学生毕业资格审查及授位资格审查工作有序开展
顺利完成 2019 年秋季学期教材选用汇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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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工作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和新时

月 24 日印发《关于西南石油大学 2019 年拟

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高

推荐四川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公示》
（教

教四十条、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等系列文

务字〔2019〕59 号）
，对拟推荐申报四川省一

件要求，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 19 个专业予以公示；6

文科建设，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提高高校人

月 2 日，教务处组织各相关学院召开了省级

才培养能力，实现高校教育内涵式发展，根

一流本科专业申报材料评审结果反馈会；6

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

月 5 日，教务处组织相关学院 19 个专业印制

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材料并提交至

18 号）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实施省级一

四川省教育厅。

流 本 科 专 业 建 设 工 作 的 通 知 》（ 川 教 函

2019 年 6 月 24 日，四川省教育厅下发了

〔2019〕238 号）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教务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拟推荐申报 2019 年国

处组织开展了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相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公示》，拟推

关工作。

荐我校石油工程等 18 个专业申报 2019 年国

2019 年 4 月，教务处组织各学院进行拟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6 月 25 日，教务

申报“双万专业”建设情况意向统计； 5 月

处组织相关学院召开会议，要求学院在网上

13 日，教务处组织各学院召开了省级一流本

填报系统中认真填写相关申报材料，并按时

科专业申报工作安排会，要求学院认真准备

提交。6 月 27 日，经教务处审核，将 18 个专

申报材料；5 月 20 日至 23 日，教务处组织专

业填写的申报材料在网上按时提交，并将相

家对学院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并于 5

关纸质材料上报至四川省教育厅。

开展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
2019 年 3 月至 5 月，教务处在充分调研

了会议，会议由赵金洲主持。会上，校长赵

其他高校人才培养方案，认真分析各单位提交

金洲、副校长刘向君以及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的专业调研分析报告，细致梳理 2015 版人才

委员会委员对“指导意见”提出了意见和建

培养方案执行期间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与公

议，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根据本科教学工

共基础课程开课单位开展了详细的交流，听取

作委员会的审定意见和建议，教务处对指导

了各学院的意见和建议，完成了 2019 版人才

意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经学校本科教学工

培养方案指导意见和框架的制定工作。

作委员会讨论通过，学校印发了《关于制定

5 月 9 日，
学校在办公楼 810 会议室召开
2019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审定会，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西南石大教〔2019〕34 号）。

校长赵金洲、副校长刘向君、学校本科教学

5 月 22 日，针对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

工作委员会全体委员、教务处相关人员参加

养方案中文化素质类课程建设召开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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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由副校长刘向君主持，各学院教学

制定工作，绝大部分专业按时提交人才培养

副院长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文化素质类

方案初稿。6 月 15 日至 30 日，教务处对各学

课程建设与管理等相关事宜，确定了文化素

院提交的培养方案初稿进行形式审查，并及

质类课程模块分类以及相关工作安排。

时将审查意见反馈给各学院。教务处形式审

2019 年 6 月，根据“西南石油大学关于

查结束后，组织专家对培养方案进行了审查，

制定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

根据专家审查意见，教务处印发了《关于开

见”
，结合前期人才培养方案相关工作进展，

展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审定的通

学校印发了《关于制定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

知》（教务字〔2019〕79 号），学校将于 7 月

培养方案的通知》（西南石大教〔2019〕36

10 日、11 日组织召开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

号）
，并召开 2019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审定会，对成都校区 85 个方案和南

制定工作培训会。各学院按照通知要求组织

充校区 13 个方案进行审定，部分专业人才培

开展了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

养方案将进行现场汇报。

学校召开 2019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培训会
6 月 4 日，学校在思学楼 A114 召开 2019

养，贯彻国标要求、坚持 OBE 理念，优化课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培训会，

程体系、实施课堂革命，夯实通识教育、突

成都校区各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教学办

出专业特色，加强学科交叉、结合学科前沿，

公室主任、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教务

强化实践育人、完善第二课堂等原则意见。

处科级以上干部和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南

2019 版方案继续坚持“两减一提高”，加强创

充校区相关人员参加了视频会议，会议由教

新创业教育，支持设置综合性强的独立实验

务处副处长王豪主持。

课程，调整单独开设实验课学时学分标准，

首先，教务处处长黄健全对 2019 版本科

调整文化素质选修模块为八大模块，为专业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以下简称
“2019 版方案”
）

必修课留足学分空间。随后，黄健全还对 2019

制定的前期调研及准备工作做了简单介绍，

级方案制定工作做了总体部署和安排。

并从指导思想、修订思路、制定原则、方案

教务处专业建设与教学研究科科长夏晓

结构与基本要求、方案的执行与管理等方面

旭对 2019 级方案制定的通知精神及相关要求

做了详细介绍。黄健全指出，制定 2019 版本

进行了详细介绍，针对 2019 版方案中校设基

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础课程的设置、课程归属单位划分、课程编

“指导意见”）
，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高等教育

码规则、方案文字及表格部分填写要求与规

的新思想及新要求，2019 版方案应体现对

范、实践能力要求的梳理、跨学科修读课程

2015 版方案的继承性，并具有可操作性。指

的设置等内容进行培训，并对“大学英语”

导意见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完善

课程教学改革实施方案做了解读。

“四育计划”、增加劳育实施计划，提出加强

会后，参会人员就“2019 版方案”指导

思政课程、强化课程思政，明确培养目标、

意见的部分内容及 2019 级方案制定环节进行

适应时代要求，创新培养模式、试点大类培

了咨询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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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制定“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大教〔2019〕35 号）
，
“方案”详细阐述了“课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德树

程思政”建设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实施方案、

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

任务分工及实施保障，明确了学校三年内“课

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充分发挥

程思政”建设的主要目标，从深化思想政治理

课堂教学主渠道育人作用，全面加强高校“课

论课教学改革、建设计划、切实加强课堂教学

程思政”建设，全面提高课程育人质量，全面

管理、探索实践专业思政建设、提高教师思政

提升立德树人成效，四川省教育厅下发了《四

教育水平、落实“三全育人”职责等 6 个方面

川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

详细描述了“课程思政”实施方案。学校成立

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施意见》
（川教

了“课程思政”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孙一平、

〔2019〕52 号）
，根据文件精神，2019 年 4 月，

赵金洲任组长，由领导小组全面统筹推进全校

学校制定了“课程思政”建设初步方案，并明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明确了“课

确了“课程思政”建设分工和建设目标，认真

程思政”实施方案中各单位的任务及职责，并

梳理了关于课程思政已经开展的部分工作。

对任务进行了详细的分解和时间安排，加强资

6 月 3 日，学校印发了《关于印发<西南
石油大学课程思政实施方案>的通知》
（西南石

源保障和考核评估，确保“课程思政”教育教
学改革落到实处。

学校举行 2018 年度“课堂教学质量卓越奖”
评选教学观摩评价活动
6 月 26 日，学校在思学楼 C309、C409

教学领域的最高奖项，旨在表彰和奖励具

教室举行 2018 年度“课堂教学质量卓越奖”

有良好师德师风，教学能力强、教学水平

现场教学观摩评价活动，副校长刘向君，教

高、教学效果好，对全校教师的课堂教学

学评估与督导专家、人事处、学工部、教评

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的教师；这也是学校

处负责人，教务处领导及相关人员，各学院

检验各教学单位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结

院长及学生评委一起对 25 名参评教师进行

果的重要途径。对获奖教师，学校分别按

了观摩评价，各学院青年教师到场观摩。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一次性给予 10 万

2019 年 3 月，学校修订并印发了《西

元、6 万元、4 万元奖励。

南石油大学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

2018 年度校级“课堂教学质量卓越奖”

价 与教学 质量奖评 选办法》（西南 石大教

评选包括过程评价和教学观摩评价两个阶

〔2019〕17 号），将课堂教学质量奖设为

段，其中过程评价包括教学文档评价、随堂

“优秀奖”
“单项奖”和“卓越奖”三大类。

听课评价、学生评价、工作量评价、教学改

“课堂教学质量卓越奖”是学校本科课堂

革研究成果评价等环节，历时 3 个月，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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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每一位参评教师都经历 20 名以上专家

行了现场观摩教学。为了充分发挥优秀教师

的评价。为体现以学生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

的引领示范作用，本次观摩教学利用网络直

在过程评价中，学生评教采用网上评教和现

播平台和学校博学楼广场大屏幕现场直播参

场评教结合方式；在教学观摩评价环节，邀

评教师的授课过程，因现场观摩教师太多，

请了各学院学生代表担任评委。
2018 年度
“课

教务处专门将办公楼 609 会议室和思学楼

堂教学质量卓越奖”申报参评教师共计 59

C307 教室设置为视频观摩教室，面向全校师

名。经过资格审查，共有 57 名教师符合参评

生展示优秀教师的教学风采。

条件；经过过程评价，25 名教师进入现场观
摩教学环节，角逐最终奖项。
来自 13 个学院的参评教师以饱满的精

教学观摩评价环节之后，学校将参评教
师现场授课视频交校外专家评审，届时将综
合过程评价与观摩评价结果，确定校级课堂

神状态、娴熟的教学技能、创新的教学方法，

教学质量奖获奖名单。在公示无异议后，经

在规定的半小时内对抽签选定的课程内容进

学校审定后予以公布、表彰。

启动 2019 年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工作
2019 年 3 月，学校修订并印发了《西南

评价体系，并制定年度实施方案，确保本年

石油大学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与

度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的各项工作

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
（西南石大教〔2019〕

有序、有效进行。同时要求各单位应根据

17 号）
，2019 年 4 月教务处印发《关于开展

2019 年春、秋两学期的《课程总表》，合理

2019 年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的通

安排考核评价进程，及时采集本单位教师的

知》
（教务字〔2019〕34 号）
，正式启动 2019

考核评价数据，避免出现数据采集不完整，

年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工作。

影响考核评价工作。

《通知》明确了考核评价对象，列出了

2019 年 6 月，教务处组织工作人员对各

考核的时间安排，要求各单位在分析、总结

单位报送的方案逐一审核，对存在问题的方

2018 年实施本项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西南石

案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截止 6 月 30 日，各教

大教〔2019〕17 号有关要求，修订和完善本

学单位将通过审核的实施方案交教务处备案

单位的考核办法，建立科学合理的课堂教学

并在单位网站公布。

2019 年春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第二阶段情况通报
2019 年 5 月，教务处下发了《关于开展

前结课的课程，评教时间从 2019 年 6 月 21

2019 年春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的通知》

日到 7 月 8 日，截止 7 月 4 日上午 12 点，各

（教务字〔2019〕53 号）
，本次评教分三个阶

学院学生网上评教情况见表 1。

段进行，第二阶段评价的课程是本学期 1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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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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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第二阶段统计情况
评教人门次数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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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2

18995

96.41%

2528

2406

95.17%

2

地科院

16908

15872

93.87%

1930

1807

93.63%

3

机电院

18955

17578

92.74%

2504

2306

92.09%

4

化工院

18135

16317

89.98%

1898

1699

89.52%

5

材料院

16628

14974

90.05%

1978

1749

88.42%

6

计科院

21620

20151

93.21%

2828

2666

94.27%

7

电信院

20719

18689

90.20%

2433

2183

89.72%

8

土建院

20343

18698

91.91%

2439

2287

93.77%

9

理学院

6204

5642

90.94%

796

726

91.21%

10

经管院

22210

20655

93.00%

2980

2798

93.89%

11

法学院

9419

8309

88.22%

1224

1091

89.13%

12

外语院

5733

5388

93.98%

754

711

94.30%

13

体育院

2088

1482

70.98%

312

206

66.03%

14

艺术院

5627

4897

87.03%

734

624

85.01%

204291

187647

91.85%

25338

23259

总计

2019 年春季学期领导评教情况填报
自实施领导干部网上评教以来，各教

习基地等教学一线听课和检查教学情况。

学单位处级领导干部积极贯彻落实《关于

截止 2019 年 7 月 2 日，2019 年春季学期

改进领导干部和管理队伍工作作风切实把

领导干部（专家）评教系统共采集到 8 名

全面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工作落

处级领导干部听课评价数据 95 条。其中，

到实处的几项规定》
（西南石大委发〔2014〕

处级领导干部平均听课次数约为 12 条，具

6 号）文件精神，深入课堂、实验室、实

体听课情况见表 2。

表2
序

号

教学单位处级领导干部听课情况一览表
听课人数

听课次数

1

单

材料院

1

15

2

理学院

1

15

3

经管院

2

25

4

法学院

2

20

5

外语院

1

8

体育院

1

12

8

95

6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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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2018 年教务处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总结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做好

家标准》查找专业短板，瞄准一流加强专业

2019 年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

建设。5.加强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进

知》和学校《关于开展学校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着力培育双万课程，积

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西南石油大学 2018

极推动课堂革命。6.完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

年整体预算绩效报告任务分解》要求，完成

考核评价与奖励机制，修订《西南石油大学

《2018 年教务处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总结。

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与教学质

2018 年教务处完成的重点工作主要包

量奖评选办法》；制定提高教学水平量化计

括以下 11 个方面：1.贯彻新时代全国高等

分办法，为各项工作的量化考核计算提供了

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开展新时

依据。7.深化教学研究改革，提升人才培养

代教育思想大讨论。2.贯彻新时代全国高等

能力。8.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加强学习过程

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制定《西南石

管理。9.完善学科竞赛激励机制，学生获奖

油大学振兴本科教育实施方案》。3.全力以

数量级别大幅提升。10.规范国际学生教学

赴，圆满完成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4.

管理，保障国际学生培养质量。11.加强学

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习与交流，扩大学校影响力。

教务处组织开展“课堂教学质量卓越奖”
参评教师网络宣传与投票活动
为了更好地宣传“课堂教学质量卓越奖”

踊跃留言，感恩各位老师对他们的无私付出。

参评教师及扩大此次活动的影响范围，教务

推文发布前 3 天，阅读量破五万，截止 6 月

处特别制作了一期微信推送“快来 Pick 你最

20 日，在每个微信 ID 限投一次的情况下，

喜欢的老师吧”
，以头条形式发布在西柚教务

共获得 44261 票，很好的展示了西南石油大

公众号。此条推送经过教务处老师和西柚教

学 25 名参评教师的风采，扩大了“课堂教学

务团队人员的精心设计，一经推出迅速燃爆

质量卓越奖”的影响力。

了朋友圈。推文主要介绍 2018 年度“课堂教

在 2018 年度“课堂教学质量卓越奖”的

学质量卓越奖”入围现场观摩评价环节参赛

评选活动中，教学管理学生信息员积极参与

教师的基本情况及教学感悟与心得，在全校

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协会会长及理事在学生

师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校学生甚至已毕

现场评教、教学观摩评价环节中，认真协助

业学生积极给喜爱的老师投票并在微信平台

老师开展工作，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

—第 6 版—

2019 年 7 月

《教学工作简报》

第 4 期（总第 113 期）

圆满完成 2019 届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
2019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

巡视，学校督导委专家、教务处领导及相关

于 6 月 5 日～6 日进行，
全校 52 个专业、6000

人员深入学生答辩现场，检查了解答辩情况。

余名学生参加了答辩，共设 216 个答辩小组，

本次答辩组织规范有序，答辩会场均按要求

分布在思学楼、博学楼、明理楼、明志楼、

悬挂有“××学院 2019 届本科毕业答辩”横

明辨楼及明德楼。为确保本次毕业答辩工作

幅，会场布置整洁庄严，各级领导重视答辩

的顺利进行，学校制定了“关于做好 2019 届

工作，绝大多数答辩组教师认真履行职责，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及后期工作的通

大部分学生仪表整洁，准备充分，会场秩序

知”
，对答辩会场布置、答辩组教师人数、答

良好。

辩方式、答辩纪律及学生仪表等做了具体要

从少数学生汇报和答辩看出，部分学生毕

求。相关单位提前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教

业设计（论文）投入时间与精力不够，反映出

务处根据学院要求安排落实了答辩教室；各

指导教师指导过程及审阅把关不到位。因此，

学院按照通知要求，在完成审阅、评阅工作

在下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学院应加强

的基础上，认真组建答辩小组，布置答辩会

指导教师责任心，严把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场；网络与信息化及后勤服务总公司，对多

审题关，强化过程管理，进一步规范答辩组织，

媒体教室设备及清洁卫生做好了保障工作。

加大对学生汇报及 PPT 制作能力的指导力度，

答辩期间，校领导刘向君亲临答辩现场

切实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顺利完成 2019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检测工作
为贯彻“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

测工作进行了部署，包括检测方式及要求，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
，

检测结果认定及处理等，提前完成了检测系

规范学位论文管理，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道

统设置，导入了毕业生和指导教师信息，分

德，严格实行论文查重制度，根据《西南石

配了学院管理子账号、学生及指导教师账号，

油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抄袭检测实

针对部分学院新从事检测工作负责人进行了

施办法》
（西南石大教〔2018〕41 号）
，学校

单独指导，检测过程中实施宏观监控与管理，

决定对 2019 届全体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及时处理各类问题，圆满完成了 2019 届本科

进行抄袭检测。为确保该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抄袭检测工作。2019

专门制定了“关于做好 2019 届本科生毕业设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共 6954 人，检测通

计（论文）抄袭检测工作的通知”
，对论文检

过率为 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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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评选 2019 届毕业设计（论文）
优秀指导教师、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创新奖、优秀奖
根据“西南石油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

究”（学生：许富强，指导教师：马天寿）

（论文）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办法”及“西南

等 21 篇论文被评为 2019 届本科毕业设计

石油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创新奖及

（论文）创新奖（略），
“高温循环作用后花

优秀奖评选办法”，经各学院综合考核、评

岗岩物理力学特征研究”（学生：高雷雨，

选、推荐，教务处对照评选标准和要求严格

指导教师：石祥超）等 180 篇论文被评为

审定，马天寿等 55 人被评为 2019 届本科毕

2019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优秀奖（略），

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名单见表 3），

发文（西南石大教〔2019〕53 号）公布并

“多裂隙增强型地热系统热采效率评价研

颁发证书。

表3
学

2019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院

优秀指导教师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9 人）

马天寿、徐涛龙、孔令圳、高云、罗志锋、李相臣、刘恩斌、陈
小凡、肖文联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6 人）

戴家才、渠芳、宋超、谭秀成、唐洪明、朱大鹏

机电工程学院（6 人）

吕志忠、邓丽、万敏、杨晓惠、黄志强、肖仕红

化学化工学院（5 人）

戴姗姗、王治红、牟川淋、陈永东、解正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3 人）

向东、王斌、王小红

计算机科学学院（4 人）

杨明根、孙瑜、张晓均、张剑

电气信息学院（3 人）

王宇、李亚鑫、邓魁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5 人）

马红艳、吴梦雪、冯辉红、杨静、西南石油大学明理楼工程联合
毕业设计指导小组（邵永波、熊俊楠、刘红勇、韩滔、于冰、邓
夕胜、孙鸿玲、蒋杰、黄莉、卢虹林、周晓军、何雨洋、吴放）

理学院（2 人）

张晴霞、郑素珍

经济管理学院（5 人）

刘险峰、毛洁、陈雨柯、李廷、张吉军

法学院（2 人）

章晓、宋玉霞

外国语学院（3 人）

兰昌勤、刘佯、宋志芹

体育学院（1 人）

刘小平

艺术学院（1 人）

李醒岚

修订本科生学科竞赛和第二课堂管理办法
根据
《关于制定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学本科生第二课堂管理及实施办法》和《西南

方案的指导意见（西南石大教〔2019〕34 号）
》
，

石油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2019 级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本科生第二课堂教学组织

起第二课堂增加了劳动教育实践，完善了劳动

与管理，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促进学生个

教育实践、职业能力实践的记分标准，对学科

性发展，保证教学效果，特修订《西南石油大

竞赛的分级分类及奖励标准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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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实验安全考试系统，实验教学管理更加规范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提高学生实验

表。本学期因增加了实验安全考试准入制，

室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救援能力，保障实验

少数学生因未通过安全考试不能选修实验项

室工作安全有序的开展，学校严格执行实验

目，且实验中心也无法为学生代选，导致部

室安全准入制度，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实验室

分老师因教务系统选课名单与实验系统选项

安全知识学习，在通过“实验室安全考试系

目名单不一致而无法登录成绩，针对这一问

统”相关科目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后，方可

题，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并及时解决老师在

进入实验室，本学期起学生如果没有通过安

成绩录入中出现的成绩读取失败等各种问

全考试不能选修实验项目。

题，针对个别老师出现的成绩录入错误，经

为规范实验成绩及调停课管理，要求统
一使用实验项目成绩更正表和调停课申请

审核后及时在系统中更正，实验教学管理更
加规范。

圆满完成 2019 届毕业生第二课堂教学任务
为强化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学校

2019 届学生是第二课堂设置以来的首届

在 2015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了第

毕业生，招生就业处、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二课堂，包括社会实践、职业能力、创新创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教务处、科研处、工程

业、专业品牌。其中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是

训练中心及各学院非常重视第二课堂的组织

跨学期进行，采用项目积分制应用第二课堂

与实施情况，对于少数缺乏自我学习规划的学

管理平台进行管理，项目组织单位在第二课

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并督促学生完成修

堂管理平台发布课程预告，学生报名参与，

读。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19 届毕业

项目组织单位进行课程认定，评定项目成绩，

生圆满完成了第二课堂修读计划，其中职业能

学生毕业前累积项目总成绩。

力通过率为 99.6%，
创新创业通过率为 99.2%。

组织安排 2019 年秋季学期 2016~2018 级学生网上选课工作
2019 年秋季学期 2016~2018 级学生网上

教学计划，各专业选修课程按照先选课再排

选课工作分为专业选修课和必修课两个选课

课的方式进行，即由学生根据个人实际情况

阶段。专业选修课选课工作于 2019 年 5 月 23

自愿选择修读，选课人数达到开班条件的课

日~31 日进行，必修课选课工作于 2019 年 6

程进入排课环节，未达到开班条件的课程当

月 27 日~7 月 8 日进行。

学期不开设。5 月 21 日，教务处发布了《关

专业选修课工作方面。按照本科专业人

于 2019 年秋季学期专业选修课网上选课的

才培养方案要求，根据 2019 年秋季学期执行

通知》（教务字〔2019〕57 号），《通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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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秋季学期专业选修课的各项工作进

必修课选课工作方面。教务处根据全校

行详细安排部署，明确了选课的要求及选课

2019 年秋季学期必修课教学任务情况，抓紧

时段安排，并要求学院组织学生按时间和要

时间、加班加点完成了其行课安排，经与相

求认真选课。经教务处精心组织，学院积极

关开课单位校对无误后，组织开展了 2019 年

配合，2019 年秋季学期专业限选课的选课工

秋季学期必修课选课工作。本次选课对象为

作如期完成，为 2019 年秋季学期的课程总

2019 年春季学期期末无校外实习的本科学

表的编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统计，2019

生，个性化课程、文化素质类课程、2018 级

年秋季学期全校拟开设专业限选课 581 门，

大学英语课程、跟班重修、补修、双学位、

实际开课 491 门，选课人数 41031 人次。本

2019 级新生等学生选课时间安排在下学期开

次选课结束后，仍然有个别学生未按照学校

学初进行。为确保本次选课工作顺利进行，

安排完成专业限选课的选修，希望各学院在

教务处对选课前期工作进行了精心准备，制

今后组织开展此项工作时，要加强对学生的

作 了 《 2019 年 秋 季 学 期 必 修 课 选 课 表

教育和引导，督促学生按时按要求参加课程

（2016~2018 级）》
，同时发布了《关于 2019

的选修，既保证学生能按照学校教学计划要

年秋季学期必修课学生网上选课的通知》
（教

求完成相关课程的修读，又为学期课表的编

务字〔2019〕76 号），包括《学生网上选课操

制、教材的征订等后续工作提供准确有效的

作步骤及说明》
，并要求学院组织学生按时间

数据。

和要求认真选课。

2019 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顺利举行
2019 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并合格后方能开展学院培训工作。

考试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举行，成都校区报

6 月 11 日下午，学校在思学楼 A107 教

名学生 16048 人，其中上午四级 5015 人，

室召开了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考务工

设考场 170 个，下午六级 11033 人，设考场

作培训会，副校长刘向君，各学院巡考领导、

369 个。

培训员、流动监考员、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教务处于 5 月完成了本次英语四、六级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处长黄健全主

考试的学生报名、考场编排以及监考教师安

持。会上，黄健全重申了四、六级考试的重

排工作。6 月初，教务处及时开展考务材料

要性，强调要增强责任意识，熟悉操作流程，

准备、后勤保障等各项前期工作的处理和协

扎实做好考前、考中各项工作；教务处副处

调，确保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按时完成。同时，

长周东华通报了教育部考试中心和四川省考

教务处在“学习通”开设“大学英语四六级

试院相关考试要求，对考试常见问题作了梳

考试考务工作”课程，要求各学院培训员参

理，对考试各个具体环节进行详细部署；教

与学习，并将此项工作的关键环节和要求提

务处工作人员结合各学院培训员在课程中心

炼成 50 道题目，要求学院培训员在参加网络

的考试情况，就考试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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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学院的共同努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四、六级考试，系统梳理

力，本次考试顺利进行，监考教师按时到岗，

考试各环节的重点工作，要求考试工作人员

并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学生遵守考场纪律，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履职，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考场秩序良好，未出现教学事故和学生违纪

要讲究处理策略，保证考试顺利进行。

作弊情况。

完成 2019 届毕业生学分券清理及结算工作
按照《西南石油大学学分制学费结算管

出毕业生所有学期学分券的使用情况，对

理办法（试行）
》
，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9 届毕

6800 余名毕业生的学分券进行整理、分析和

业生学分券学费统一结算工作。教务处根据

统计，尤其是对学生重修、补修等学分券的

教务系统中学生学分券的实际使用情况，对

使用进行了反复校核，形成了 2019 届毕业生

学分券有剩余的，进行统一退费；学分券为

学分券结算情况统计数据；将统计数据逐一

负数的，进行统一补缴。

分发至各学生学院，由学生学院组织相关学

结合本学期本科教学工作总体安排，教

生进行核对签字。经教务处与学院共同努力，

务处于 5 月 22 日停止了本学期课程的选课，

共有 3200 余名学生的学分券核算出存在剩余

确保教务系统中学分券不再发生变化的情况

或负数，教务处将确认无误后的学分券结算

下，开展 2019 届毕业生的学分券清理工作。

结果提交至财务处，由财务处对相关学生进

教务处教学运行科工作人员从教务系统中导

行补交或退还学分。

全面推行“网上借教室”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教学运行管理信息化，提

班团活动，教室由各学院自行分配；校级教

高教室借用工作效率，优化教室借用工作流

室借用一般适用于学校范围内的本科教学活

程，经教务处与网信中心、学校信息管理科

动、校级学生活动、校级党校活动及其他单

等多部门共同协调研究，
于 6 月 11 日发布
《关

位组织的活动，教室由教务处统一分配。

于推行网上借教室的通知》
（教务字〔2019〕

教师或学生登录学校门户网站，网上填

69 号）
，在成都校区全面推行“网上借教室”
，

写教室借用申请表，审批人网上审批后直接

即教师或学生可以通过学校门户网站办理教

将审批结果提交网信中心教学运行保障部多

室借用手续。

媒体值班室，全程网络化，既明确教室借用

学校将教室借用网上申请分为“院级教

过程中相关单位的职责，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室借用”
“校级教室借用”两种。院级教室借

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获得了广大教师和

用一般适用于学院范围内的本科教学或学生

学生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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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共基础课结业考试及考试巡查
教务处统一组织了 2019 年春季学期后半

试题命制关，严格考试管理各环节。同时与

期结束的全校公共基础课“概率统计(Ⅱ)”
“马

后勤服务总公司协调沟通，要求其做好试卷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

印制、考场卫生维护等后勤保障工作。

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物理

此外，教务处组织工作人员对学院负责

(Ⅰ-1)”等 10 门课程结业考试，共有 611 个

安排的课程结业考试进行了巡查，督促监考

考场，累计 22384 人次参考。

教师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协助学院处理考试

为保证良好的考试秩序，教务处针对考
试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发布了《关于加强本
科课程结业考试管理的通知》
，要求学院严把

期间发生的各种突发情况。
在教务处、各学院和各职能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各类课程考试顺利进行，考场秩序良好。

2019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学校本学期本科教学工作安排，教

〔2019〕74 号），公布了期末考试安排表，对

务处于 6 月 3 日启动了期末考试工作，安排

期末考试期间的各项具体工作进行了详细部

部署 2019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的各项前期

署，进一步强调期末考试工作的重要性，落

工作。在各相关单位的密切配合下，期末考

实考试管理责任，要求各学院在考前召开学

试的考试课程申报、考试命题、考试安排、

生动员会和监考人员培训会，组织师生认真

试题印制等前期工作均按要求完成，为期末

学习考试管理相关文件，严抓考风考纪，积

考试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次期

极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督促每一位考生诚

末考试时间为 7 月 1 日-7 月 8 日，考试课程

信应考、每一位监考教师认真履行职责。同

154 门次，设考场 734 个，参考学生 26802

时，对实行网上阅卷的 151 门课程的 26487

人次。

份答题纸扫描进行了合理安排，保证了答题

6 月 24 日，
教务处发布了
《关于做好 2019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教务字

纸在考后能及时进行扫描切割，为任课教师
及时完成阅卷任务奠定了基础。

2019 届本科学生毕业资格审查及授位资格审查工作有序开展
根据我校 2019 届本科学生工作安排，教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业情况清理阶

务处于 5 月 28 日印发了《关于 2019 届本科

段，主要工作是按照综合教务系统中 2015 级

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及授位资格审查工作安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 2017 级双学士学位

排的通知》
（教务字〔2019〕62 号）
，对 2019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清理学生主

届本科学生学业情况清理、毕业资格审查及

修专业及修读双学士学位专业的未修、未过

授位资格审查工作进行了安排和要求。工作

课程和未修、未过课组；第二阶段为毕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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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审查及授位资格审查阶段，主要是按照综

程有较大变化，本届学生为 2015 版人才培养

合教务系统中 2015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方案实施以来的第一届学生，为顺利开展

的课程设置，审查学生毕业资格，以及审查

2019 届本科学生学业清查、毕业审查及授位

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资格学生的主修专业授位

审查工作，保证清查、审查结果的准确性和

资格和所修读双学士学位专业授位资格。为

填报的时效性，5 月 28 日上午 9:00 在思学楼

进一步推进校院两级管理，本年度毕业资格

A112 召开了毕业审查专题培训会，各学院分

审查及授位资格审查工作由各相关学院负

管教学副院长、教学办公室主任及负责 2019

责。教务处根据各学院填报的审查结论数据

届学生审查工作的教学干事参加了会议。

进行复核，实行“结果报送一次，证书发放

按照日程安排，通过教务处与各学院的

一次”的原则，制定了详细的审查、结果报

通力协作，6800 余名 2019 届本科学生的学业

送及证书发放日程安排，共 6 批次。

清理工作和毕业资格审查、授位资格审查工

为保证综合教务系统审查的准确性，学

作顺利有序开展。截止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籍管理科历经近半年时间，根据各专业人才

学籍管理科集中组织进行审查、发放证书 3

培养方案架构，精心设计审查系统，经过反

批次，共计发放证书 12709 份，零差错，圆

复测试后正式上线；逐一校对、审查教务系

满完成了前三阶段 2019 届本科学生毕业、授

统中各专业培养方案的每一个课组修读要

位审查及证书发放工作。在审查工作中，个

求，针对出现的具体问题及时与相关学院、

别学院填报的结论数据存在少量误报、漏报

科室进行沟通、处理。另外，因 2019 届本科

情况，相关学院应高度重视，加强对审查结

学生学业清查、毕业审查及授位审查工作流

果的审查和复核，确保填报数据的准确性。

2019 年获准修读双学士学位学生名单公布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业情况及个性发展需求，按照相关要求自愿申

相关规定，结合我校本科生双学士学位（以下

请修读“双学位”
。经过学生申请、学生所在

简称“双学位”
）教育工作有关安排，教务处

学院初审、
“双学位”专业所在学院选拔及教

于 4 月 25 日印发《关于开展 2019 年本科生双

务处复审等环节，经学校批准，最终确定 68

学士学位教育工作的通知》
（教务字〔2019〕

名学生获准修读“双学位”
。5 月 22 日，学校

48 号）
，开展 2019 年“双学位”教育相关工

公布了学生名单，建立了“双学位”学籍，各

作。2016、2017 级本科学生均可根据自身学

相关专业获准修读学生人数见表 4。

表4

2019 年各“双学位”专业获准修读资格学生人数统计表

双学位专业所属学院

双学位专业名称

学科类别

获准修读学生人数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

石油工程

工学

1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7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工学

1

工商管理

管理学

22

市场营销

管理学

3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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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位专业所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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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位专业名称

学科类别

获准修读学生人数

法学院

法学

法学

12

社会工作

法学

2

英语

文学

20

外国语学院

“双学位”教育是学校为鼓励学生个性发

加强“双学位”教育的宣传和引导，鼓励学有

展，增强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就业竞争力和社

余力的学生选择自己兴趣浓厚的专业修读，持

会适应能力的一项重要制度，双学士学位专业

续拓展自身的知识面，拓宽自身未来就业领

所属学院应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做好双学士学

域；
“双学位”专业所属学院应进一步完善“双

位教育及管理工作。针对我校参与“双学位”

学位”培养方案，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满足学

教育的学生规模较小的情况，各学院应进一步

生的修读需求，吸引学生申请修读“双学位”
。

顺利完成 2019 年秋季学期教材选用汇总工作
根据《关于编制 2019 年秋季学期教材选

报，但仍有个别单位的任课教师直接复制粘贴

用计划的通知》
（教务字〔2019〕70 号）要求，

多年前的教材选用数据，仍然存在和以前相同

各教学单位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按照

的错误（如出版时间、版次、书号错误等）
。

选用原则，结合 2019 年秋季学期教学计划和

对于单位填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原因是

课程开设情况，组织填报了 2019 年秋季学期

任课教师和学院对待教学工作的责任心和重

教材选用计划。

视程度不够。各单位教材选用填报情况将列入

教材科收集、整理，并汇总、统计填报数

年终教学工作考核。汇总后的教材选用计划已

据，对于学院填报数据中错误的地方逐一联系

分标段报书商，后续工作将针对订购中发现的

进行落实。大部分单位能按通知要求准确填

问题，及时联系相关单位或任课教师。

2019 年规划教材资助出版工作进展情况
一、校级规划教材资助出版工作

助清单见表 5。4 部教材目前均已校稿完成，

截止 6 月 30 日，我校共完成 4 部校级规

并在出版社下厂制单印刷，确保下学期开学

划教材资助工作，划转资助经费 6 万元，资
表5
序号

正常用书。

2019 年春季学期校级规划教材资助情况

教材名称

主编

单位

出版社

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廖浩德

计科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2

油气管道运行与管理

彭星煜

石工院

石油工业出版社

3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杨先凤

计科院

科学出版社

4

石油高校军事基础教程（富媒体）

唐礼寿

保卫处

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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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编教师的积极响应下，我校教师积极踊跃
申报。经过出版社筛选和评审，我校共有 11

根据石油工业出版社《关于 2019 年度“石

部教材列入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9 年度
“石油教

油教材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报的通知》精神，

材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名单见表 6。列

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石油教材出版基

入本次资助项目的教材，出版社将及时与作者

金”资助项目的申报工作。在各单位认真组织

联系，反馈专家评审意见，签订出版合同。

表6

2019 年度“石油教材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清单

序号

教材名称

主 编

单位

1

石油工程 HSE

袁骐骥

石工院

2

流体与热工实验

肖

东

石工院

3

油气开采装备与技术（采油机械）

钟功祥

机电院

4

过程系统安全管理

马廷霞

机电院

5

结晶学与矿物学（含晶体光学）实验指导书

陈

曦

地科院

6

石油工业环境保护

任宏洋

化工院

7

无损检测

陈孝文

材料院

8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黄本生

材料院

9

国际油气贸易

胡国松

经管院

10

国际政治经济与石油安全战略

何

沙

经管院

11

石油高校军事基础教程

唐礼寿

保卫处

完成 2019 年马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培训推荐工作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9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师参加培训工作，参加本次培训工作的教师
名单已于 6 月 28 日报省教育厅。

教材任课教师全员培训工作的通知》
（川教厅

马工程教材使用和任课教师培训工作

办函〔2019〕40 号）精神，教务处于 2019

已列为省教厅考核高校工作的内容之一，我

年 6 月组织开展了参加培训教师的推荐工

校一贯重视马工程重点教材的使用与培训

作。根据我校已开设课程情况，教务处印发

工作。参加现场培训的任课教师在培训结束

了《关于开展 2019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后，将会收到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

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全员培训工作的

中心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师培训证书》。而

通知》
（教务字〔2019〕75 号）
，组织相关学

参加本次网络培训的任课教师，也将在顺利

院推荐老师参加现场培训和网络培训。相关

完成网络培训各项要求后，收到相关课程的

学院在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推荐相关任课教

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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