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河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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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前

教学准备工作的通知

各本科教学承担单位：

为应对新冠疫情，根据我校 2021 年春季学期开学有关工作安排，

按原定计划正常开学，请各教学单位按照“一院一策、一课一案”原

则，及早做好相关在线教学准备工作，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1.返校时间。学校要求中高风险地区师生暂不返校。疆外学生原

则上 2 月 28 日前返校。疆内学生原则上 3月 8 日-9 日返校。因特殊

原因无法按时返校报到的，可按正常程序请假。低风险地区学生返校

后进行一周校内健康观察，7天进行核酸检测；校内观察期间，可在

校内自由活动，不得离开校园。

2.开课时间及方式。按照校历 3月 1日正常开课，截止 3 月 9日

前全部在线教学，3 月 9日后根据疫情动态另行通知。各教学单位根

据名单按照“一课一案”原则，及时统计高风险地区无法按时返校学

生名单和人数（以下简称名单），依据课程是否具备在线教学条件、

名单人数所占上课班级人数比例情况等灵活确定相关课程开课方式。

针对不具备在线教学条件的实践环节、实验课程等，提前做好时间调

整计划或为名单学生单独组织返校后补课。

3.做好线上线下同时开课教学预案。3月 9 日后根据实际情况转

为课堂教学或课堂教学同时采用在线异地同步教学方式授课。课程授

课教师需提前与学生建立课程 qq 群或微信群便于及时联系发布课程

信息，明确在线教学的教育平台（如：校内网络教学综合平台、校外

智慧树、超星等）或在线教学工具（如雨课堂、腾讯直播等），及时

准备好教学资料及学生自学资料（例如：PPT、讲稿、重难点分析讲

解、作业、视频回放、图片等）。

4.毕业班工作。充分重视名单内毕业班学生的情况，根据实际情

况做出必要的时间安排和教学内容调整。2021 届毕业生毕业论文相

关工作按原定计划执行，教师指导工作做好利用网络、电话、在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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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具（如雨课堂、腾讯直播）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远程指导，保证毕

业论文的质量。

5.补考工作。开学补考考试时间顺延至 3 月 13 日至 21 日，具体

安排以教务处通知为准。

6.教学质量督导与监控。开课前教学资源上传情况自查及抽查。

根据大学要求，2 月 25 日前各位任课教师至少将前四周的教学基本

文件，包括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学方案、课程 PPT、练习题、电

子版教材或讲义、课程作业、教学视频等上传至“石河子大学在线教

育综合平台”等教师所使用的在线课程相关平台。2 月 26 日-28 日学

院完成自查和普查。3月 1 日-2 日学校完成抽查。

督导线上、线下与线上同步开课教学质量。3月 9 日前督导线上

教学运行及教学质量，3月 9日之后根据学校安排组织校院两级督导、

学生信息员督导课堂教学及在线教学质量，及时总结和反馈。

7.线上教学建议。学校已经完成了雨课堂专业版、在线教育综合

平台的部署与数据对接工作，建议授课模式如下：

（1）直播授课、实时互动、签到采用雨课堂专业版为主，为避

免网络拥堵建议老师准备钉钉、腾讯会议、腾讯课堂、QQ、微信等软

件选一个备用。

（2）答疑讨论、作业测试、其它教学资源推介采用在线教育综

合平台。雨课堂专业版初次使用需要绑定身份，绑定方法：师生在手

机端微信关注“雨课堂”公众号，进入公众号后，在底部菜单栏中点

击“更多-身份绑定”，找到“石河子大学”，点击进入绑定。在绑定

页面输入学号（学生）或工号（教师），初始密码为学号（工号）后

6位。绑定成功后，点击“查看我的课程”，任课教师在“我教的课”

页面中可看到本学期开设的课程班级信息，学生在“我听的课”页面

中可看到本学期选修的课程，其中由我校教务系统导入的课程名称后

面带有石河子大学 LOGO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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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

期初本科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教学单位）：

根据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安排，以及《关于做好石河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分批返校教学准备工作的通知》相关要

求，现对期初本科教学检查工作安排如下：

（一）开课前教学资源上传情况自查及抽查

1.2 月 25 日前，各位任课教师至少将前四周的教学基本文件，

包括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学方案、课程 PPT、练习题、电子版教

材或讲义、课程作业、教学视频等上传至“石河子大学在线教育综合

平台”，如使用其他在线课程相关平台的需单独说明。

2.2 月 26 日-27 日，各学院基层教学组织（系、教研室等）开展

教学资源上传情况自查工作，要求覆盖本学期 1-8 周开设的所有课程。

2 月 28 日，各学院（教学单位）对本单位所承担课程教学资源上传

情况进行普查，并填写“石河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学院（教

学单位）教学资源上传情况普查表”（附件 1，学院自查也可参考此

表），并于 3 月 1 日下午 18:00 前将普查表（电子版）提交教务处教

学质量办公室。建议学院可组织学院督导、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专

业负责人等开展普查工作。

3.3 月 1 日-2 日，大学对学院（教学单位）教学资源上传情况进

行抽查，抽查比例不少于 15%，抽查人员需填写“石河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学院（教学单位）教学资源上传情况学校抽

查表”（附件 2），并于 3月 3日下午 18:00 前将抽查表（电子版）提

交教务处教学质量办公室。

教务处工作人员将汇总教学资源上传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解决

情况进行汇总并反馈，教务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石河子大学在线

教育平台教学资源上传技术指导及后台数据统计工作。

（二）在线教学过程督导

1.督导的主要内容包括教师开展线上教学组织情况，以及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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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学习情况。

2.3 月 1 日授课第一天，学院（教学单位）组织院级督导、院领

导、系领导等实时关注任课教师是否正常开课，及时了解、解决存在

的问题，教务处工作人员配合给予协调、解决。3 月 1日下午 18：00

前学院上报“石河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学院（教学单位）

3月 1 日在线教学情况自查表”纸质版（附件 3），提交教务处质量办

公室，主要自查本单位所承担课程是否正常开课，存在哪些问题。教

务处工作人员完成汇总工作，撰写情况总结。

3.3 月 10 日下午 19：00 前，各学院（教学单位）上报 “石河

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 3 月 1 日-9 日学院（教学单位）期

初教学检查情况总结”纸质版（附件 4），提交教务处质量办公室。

教务处工作人员完成汇总，并撰写汇总情况总结

4.教务处质量办公室负责校级督导和学生信息员在线教学过程

督导工作，并总结 3 月 1日-9 日在线教学情况。

相关事宜可咨询教务处教学质量办公室：李玲 魏雪娇

2057965

教学资源上传如有问题可咨询：教务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田亮

2055053

附件：

1.石河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学院（教学单位）教学资

源上传情况普查表

2.石河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学院（教学单位）教学资

源上传情况抽查表

3.石河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学院（教学单位）3 月 1

日在线教学情况自查表

4. 石河子大学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 3 月 1 日-9 日学院（教

学单位）期初教学检查情况总结

5.在线教学资源上传督导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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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

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

第 41号）、《石河子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石大校发[2017]159 号）及

《石河子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石大校发[2018]75号）

有关规定，为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经研究，拟开展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学生转专

业工作。现将转专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转专业的范围

石河子大学普通本科在校学生。石河子大学本科各专业拟接收转

入专业学生人数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1。

二、转专业原则、条件和实施细则

1.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

按特殊方式招收培养的学生原则上不能转专业（高水平运动员、国防

生、定向生等）、单列招收专业的学生只能转单列招收专业；艺术类

专业与非艺术类专业不能互转。具体请参照《石河子大学普通本科学

生转专业实施办法》（教务处主页/文件汇编）。

2.转入学院根据“各专业拟接收学生转入人数”和“转专业实施

细则”（简称：实施细则见附件 2），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择优录取,严格考察环节和拟录取名单公示制度。

3.考察考核环节优先关注学生的兴趣、专长、学习能力和学业基

础（可以是高考成绩，含选考科目，也可以参照当前学业状态）。

三、转专业程序及时间安排

1.学生登录教务管理系统网页提交转专业申请表（2021 年 2 月

23 日 0 点—2021 年 3 月 5 日 13 点）。学生学籍——学籍异动——申

请异动（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移动类别选择“转专业”。

2.学生提交转专业申请材料(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第一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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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上午截止)。

学生根据转专业通知内各专业拟接收转入人数及实施细则要求准备

转专业申请材料。

（1）学生转专业申请材料清单如下：

①转专业审批表（登录教务管理系统网页提交申请后，到所在学

院负责转专业工作的教办或学办打印，或自行打印附件 4转专业审批

表，学院签署意见），填写申请理由并留下联系电话。

②入学以来有效成绩单（由所在学院教办打印、盖章）。

③本年级所在专业学年（入学以来）成绩排名表。

④个人申请书（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申请转入的专业名称、个

人转专业原因与优势等）。

⑤其它支撑材料（能体现本人在拟转入专业方面的兴趣、专长和

学业基础，如获得的奖励、专业论文及专利等复印件）。

(2)部分申请材料准备及操作讲解（见附件 3）。

(3)申请材料报转出学院审核、学院领导签字同意并盖章。由学

生交拟转入学院完成转专业申请。

3.转入学院考核、公示，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开学第一周。

具体请以拟转入学院通知为准。

(1)转入学院在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制定的转专业实施细则要求，

对申请转入学生的思想素质、学习成绩、专业特长与潜力、兴趣爱好

等进行全面考核，并根据公布的拟接收转入人数择优录取，拟录取结

果予以公示。

(2)由转入学院院领导在学生转专业审批表意见栏内签“同意平

级转入”、“同意降级转入”或“不同意”意见并盖章。

(3)开学第二周周三前转入学院将同意转入的学生材料报教务处

学籍管理办公室（行政楼 108B）进行学校审核。

4.学校审核并完成异动，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开学第二周)。

(1) 教务处召开转专业审核会议，对最终审核结果在行政楼大厅

及教务处网站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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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教务处学籍管理办公室对通过转专业审核的学生进行学籍

异动并下发学籍异动通知单。

(3)学生持学籍异动通知单到转入学院报到，并在转入学院新专

业培养方案要求填写当学期《学期学生课程补（退）选申请表》进行

课程调整后正式在转入专业学习。

四、其它说明：

请拟申请转专业的同学，提前了解拟转入专业转专业实施细则和

拟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毕业要求，也可以向老师、同学咨询，

并充分利用寒假时间与家人做好沟通。转专业目的是给学生提供更多

更适合的选择发展空间，但同学们也应理性做好自我分析、评估、定

位和规划，慎重选报。

五、附件：

1. 附件 1-石河子大学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学院专业转入

人数表. pdf

2. 附件 3-教务系统转专业操作流程.pdf

3. 附件 4-石河子大学转专业申请表.doc

4.石河子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见教务处主页/文

件汇编/学籍管理）

http://jwc.shz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41/5f/57b677ee4d2294038da5aa5bcf6c/b5573bd5-4514-4cfd-b5b2-b6c8df7c797b.pdf
http://jwc.shz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41/5f/57b677ee4d2294038da5aa5bcf6c/b5573bd5-4514-4cfd-b5b2-b6c8df7c797b.pdf
http://jwc.shz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41/5f/57b677ee4d2294038da5aa5bcf6c/f30df31e-d10e-4969-acab-9c256eba340e.pdf
http://jwc.shz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41/5f/57b677ee4d2294038da5aa5bcf6c/479fa975-ef3a-4f17-b451-5ce03b16894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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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春季教材发放安排通知

本学期因疫情、春运影响物流，致使目前教材到库率约 92%，为

了减少对教学的影响，经领导研究决定：本周末开始教材集中发放，

2 月 25 日前做好准备工作，2 月 26 日发放教本，2 月 27-28 日学生

领取教材，如周末没有完成，3月 1 日上班时间继续，晚到教材由供

书商随到随通知学生领取。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顺利有序分

发教材，具体安排如下：

1.2 月 26 日发放教本。按照系统中教材征订的教本数量，教本

将以学院为单位打包，由学院领回统一发放，并做好签名登记，一本

书一个授课老师名字，如非本人签名，请在授课老师名字后注明（某

某代签）发完后将签字表送回教材供应中心赵晓东老师处，做为计财

处结帐凭据，请保持签字表整洁。

2.以学院为单位，专人负责。请按附表一、各学院教材分发时间

安排表（教材征订负责人，如有变动请及时报送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

组织学生有序地到指定地点统一领回教材，教材领取等待时，不扎堆、

不聚集，人与人保持一米以上距离，教材的装卸自行解决。

3、为教材分发顺利进行，各学院将附表二、秋季教材班级收订

明细发到学生班级，要求学生班级负责人提前预收书费，落实好需领

教材人数（尤其是个性选修课人数，原则上按上学期系统中确定人数），

各年级每个专业选一个专业负责学生，班级负责人提前将书费、班级

收订明细汇总到专业负责学生，负责学生按照规定的时间段排队开票，

班级负责人也到开票处等待，交款后到指定地点，听从现场工作人员

的管理、指挥、引导，有序领取。

4.交款方式：支付宝、微信支付，提醒负责开票学生保留好票据，

以便学生班级结算书款。

5.学院根据本院学生人数组织领教材，搬书学生人数自定，建议

一个班不少于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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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各学院教材分发时间安排表

学院 学生教材分发时间段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师范学院 2月 27 日 10:00-14:00 廖勤 17709931802

生科学院 2月 27 日 10:00-14:00 葛娟 18999737879

信息学院 2月 27 日 10:00-14:00 孙琳琳 13309934997

化工学院 2月 27 日 10:00-14:00 王强 13579751218

政法学院 2月 27 日 10:00-14:00 马玲玲 13779738856

医学院 2月 27 日 15:00-20:00 李志红 13909931444

农学院 2月 27 日 15:00-20:00 桂萍 18999730151

药学院 2月 27 日 15:00-20:00 刘青广 13999330569

机电学院 2月 28 日 10:00-14:00 米娜 17709931094

食品学院 2月 28 日 10:00-14:00 朱丽莉 13319937756

外语学院 2月 28 日 10:00-14:00 杜家凤 13279930266

理学院 2月 28 日 10:00-14:00 陈非比 17709931094

文艺学院 2月 28 日 10:00-14:00 张俊 13899515957

体育学院 2月 28 日 10:00-14:00 张瑞 15001631977

动科学院 2月 28 日 15:00-20:00 刘景 1899953787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月 28 日 15:00-20:00 李晓霞 18209056339

经管学院 2月 28 日 15:00-20:00 黄燕 15886939485

水建学院 2月 28 日 15:00-20:00 马鸿雁 1899933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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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校院两级本科教学

督导组课堂教学督导工作的说明

根据《石河子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条例》（石大校办发【2019】

26号《石河子大学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石大校发【2018】

170 号）文件精神，为充分发挥校院两级本科教学督导组在维护教学

纪律、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的作用。近期校院两级本科教学督导组将

进入线上、线下课堂督导督查教师教学情况及学生学习情况，具体督

导工作安排说明如下：

一、学院本科教学督导组线上、线下教学督导工作安排

1.各学院要根据学校统一部署要求，自行拟定学院详细的本科教

学督导组工作计划，组织开展院级本科教学督导组线上、线下本科教

学督导工作。

2.期初提交督导计划（含督导队伍人员构成）（教学周第一周），

学期末提交督导工作总结。

二、校级本科教学督导组工作安排

（一）3月 1-9 日线上听课督导

1.督导督查授课教师线上课前、课中、课后教学环节的教学情

况，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

（1）教学秩序

督导督查任课教师是否在规定的时间，按时进入相应教学平台进

行在线授课或辅导；是否存在线上授课迟到、早退和调课代课等问题。

（2）授课准备

督导督查任课教师授课前软硬件设备准备情况。

（3）教学过程

督导督查任课教师课堂授课情况，包括老师是否围绕教学目标精

心设计在线课程教学活动；对本课程的学习目标和要求阐述情况；教

学过程完整度；讲课的条理性及重点难点是否突出；是否合理利用教

学资源，教学方法手段得当与否；教师与学生互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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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老师线上教学过程中是否落实“课堂讲授有纪律，公开

言论守规矩”，是否有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政治纪律、意识形态等教

学内容和言行发生。

（4）课程管理

督导督查老师是否是课前、课中、课后辅导环节并重，注重提升

在线课程教学质量；教师是否开展在线辅导、答疑，根据学生线上表

现和反馈；是否及时调整、改进教学；是否有网上作业批改及反馈。

2.线上听课要求及说明

（1）3月 1-9 日督导专家至少听课 2 节次，其中 1 节次为非本单

位承担的课程。

（2）要求开课第一天（3月 1 日）进入线上督导听课 1 节次，并

及时反馈听课信息。

（3）督导组专家在进行听课督导时，需提前 5分钟进入线上课堂，

至少听完 1节课后离开，不可中途退堂。

（4）各学院（教学单位）需向学校本科教学督导组提供线上课程

开课平台、授课形式和基本要求。学校教学督导组也可在课前和教务

处、各学院（教学单位）或授课教师取得联系，获得进入平台听课的

权限。

（二）线下听课督导

1. 督导内容

包括课堂教学秩序、教师授课过程、学生表现等。

2.要求及说明

（1）在职督导专家原则上每周课堂听课不少于 2节次，其中，1

节次为非本单位承担的课程；退休督导专家每周课堂听课 4-6 节次。

（2）课表查询登陆教务处主页。督导组专家在进行课堂听课时，

需提前 10分钟进入课堂，至少听完一节课后离开，不可中途退堂，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建议督导专家能及时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与任课

老师沟通交流，在反馈时，督导专家尽量既充分肯定成绩和优点，又

不回避老师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向老师指明教学改进方向与提高教学

具体措施，真正起到帮扶老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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