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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动态】 

（1）教风学风督导室：全力保障教学秩序平稳运行 

（2）教风学风督导室：开展线上教学满意度调研活动 

（3）会计学院：讲出一门有温度的专业思政导学课 

（4）金融学院：举行“新开课、开新课”教师试讲活动 

（5）粮食学院：教师集中观看“全国职业院校课程思政集体备

课会”直播 

（6）物流与交通旅游学院：院领导深入在线课堂开展听课活动 

（7）基础教学部：大学英语教研室召开新学期外聘教师会议 

【督导信息公开】 

（1）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教风学风在线督导值日表 

（2）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线上教学督导分组 

（3）在线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结果 

（4）督导听课评议精选 



【督导动态】 

（1）教风学风督导室：全力保障教学秩序平稳运行 

根据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为维护好线上教学秩序，保证线

上线下教学质量同质等效，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教风学风督导室提前谋划、提前部署新学期开学以后线上督导工作，

8 月 27 日印发《关于做好 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线上教学

督导工作的通知》，对督导主要内容、督导工作方式、督导反馈进行

规范化，过在线通知形式要求二级督导机构实施全面的日常教学管理，

促进教学全过程督导真正实现。为促进线上督导全覆盖，教风学风督

导室编制线上巡视表和督导值日表，二级督导机构按照安排开展正常

线上巡视，截至到目前，学校教学秩序平稳运行。 

 

学生信息员队伍是保证

秩序平稳运行的“探测器”，

是线上教学质量评价的“神经

末梢”，教风学风督导室组织

信息员在线申报每日教学运

行情况，学生信息员积极参与

腾讯在线文档申报教学情况，

及时反映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和教风学风督导室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提高了学生信息员参与意识，

丰富了学生信息员参与形式，截至到目前，学生信息员申报 1300 多

条，为学校教学秩序平稳运行贡献了力量。 



为确保线上授课同质等效，教风学风督导室根据线上教学特点，

改进和完善督导评价方式，组织专兼职督导分三组对全校专兼职教师

开展听课活动，截至目前听课节次达到 242 节，听课教师数达到 79

人，21 位老师教学效果良好，保持意识形态安全零事故。 

（2）教风学风督导室：开展线上教学满意度调研活动 

为广泛了解线上授课情况，客

观、公正、科学地评价线上授课

效果，切实提高线上教学质量，

为后期更好地做好相关教学保障

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教风学风督

导室根据线上教学实际情况，在

征求部分教师和学生意见基础上，

根据科学适度原则，编制《江苏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在线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调研内容涉及教师教

学、学生学习、平台选择、教学质量等，调研对象主要面向 20 级在

校学生，在服务学生的“信息员大家庭”QQ 群和学校主要线上授课

平台“超星学习通”中发布问卷二维码，1700 多名同学参与了调研

活动，调研结果基本能够反映学校在线授课的真实状况，具体调研结

果见本期“督导公开信息 3”。 

（3）会计学院：讲出一门有温度的专业思政导学课 

为推动省高水平会计专业群建设，让 2021 级新生尽快适应“大

数据与会计”专业学习，9月 8 日下午，会计学院邀请学校校长程淮



中教授走进会计学院，为全体教师充满深情、娓娓道来“讲出一门有

温度的专业思政导学课”。 

程淮中教授强调，上好新生专业导学，要有温度，春风轻拂面，

润物细无声，注意融入思政元素。首先介绍淮安这座拥有 2500 多年

历史的全国文明城市，运河之都，伟人故里，运河三千里，醉美是淮

安。欢迎新生来到淮安，走进财院，秉承“厚德尚能、经世致用”的

校训，大力弘扬“努力学习、

精益求精”的财院精神，展

现财院发展和学子风采，激

发新生开启大学会计梦，践

行“前行的汗水照亮青春年

华”。 

程淮中教授主要从“创

业正当时”、“大数据时代”、“潇洒走一回”和“举头望明月”四

个方面，就如何“讲出一门有温度的专业思政导学课”作了深入浅出

地阐述。 

创业正当时，程淮中教授解读了为什么要学会计，强调了会计的

历史和重要性、“人人都要有会计思维”以及从各方面列举了会计工

作的优势，让学生对会计行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大数据时代，他分

析了大数据对会计行业产生的影响，会计人员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同时提出需要具备“知业务、懂技术、会操作、能管理、守初心”的

综合职业能力。潇洒走一回，他介绍了学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的培养



目标、课程体系、产业学院、素质教育、教学体系和毕业要求，让学

生对整个大学学习生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举头望明月，他思考了如

何学好会计，从学会思考、热爱读书、认真听课、顶岗实习、证书学

历、技能大赛 6个方面提出如何学好会计，充实地度过大学时光。他

还强调，要顺势向 2021 级新生介绍学校学历提升指南，使大家有努

力的方向。在讲解中，程淮中教授热情洋溢，广征博引，中外古今，

娓娓道来，立场鲜明，寓意深刻，让人回味无穷。 

最后，程淮中教授动情地引用前总理朱镕基题词说：“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作为一名会计人，守诚信，不做

假账是必须要遵守的职业道德。“课程思政”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培养新时代接班人。在会计专业导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在强调深

度和高度的同时，突出温度，是大数据时代培养高端会计人才的重要

举措，是教育者的应尽职责，希望大家爱岗敬业，做好大数据时代会

计专业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为新时期学校高质量发展努力奋斗。 

（4）金融学院：举行“新开课、开新课”教师试讲活动 

为进一步规范课程教学管理，

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服务专业内涵

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新

开课和开新课教师履行教师岗位

职责的能力，保证课堂教学效果，

9 月 16 日，金融学院举行“新开



课、开新课”教师试讲活动。活动由田青院长主持，学院二级督导组

9 名督导组成评审小组对 9 名老师的试讲进行了点评。 

参加试讲的教师准备充分，每位教师进行了所承担课程的说课或

试讲部分的展示。说课部分教师围绕本学期所授课程从课程教学目标、

教材分析、课程内容、思政元素、重难点分析、课程考核方式、教学

反馈、持续改进等方面进行详细阐释。试讲部分，教师都能够做到表

达流畅、逻辑清晰、重点难点突出、教学内容充实、教学方法灵活，

展示出了良好的教学风采。结束后，评审教师也积极为每位教师指出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并从重视学情分析、改进教学方法、PPT

制作、板书设计、思政元素如何融入等方面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试讲教师均表示受益匪浅，评审教师的精彩点评

对自身提高教学能力具有很大帮助。 

本次活动是金融学院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举措之

一，目的是帮助新教师以及新开课、开新课教师尽快熟悉课程、站稳

讲台。试讲活动也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学习交流的平台，有

利于金融学院师资队伍的建设及培养。 

（5）粮食学院教师集中观看“全国职业院校课程思政集体

备课会”直播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

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我院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和理解。

9 月 26 日上午，粮食学院教师党支部组织全体教师集中观看全国职

业院校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课程思政集体备课会的直播。 



会议的主题为“坚守立德树人

初心，德技并修协同育人”，围绕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课程思政示

范课建设开展集体备课与交流研

讨。会议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专题

报告、线上集体备课和线下备课。 

报告中，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的逯家富讲解课程思政的深刻内涵，

他认为开展课程思政的目标分为两部分：第一，为国育才，通过教书，

传授知识技能，使学生成才，学生“会做事”。第二，为党育人，通

过育人，树立立德树人理念，使学生成人，学生“走正道”。逯家富

教授认为这两部分的结合点是情景教学，通过真实情景或虚拟情景的

演习，给知识和思想导正，实现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的这一课程思政

目标。同时观看其他教师们的线上集体备课，有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课程思政经验交流、食品营养与健康课程思政经验交流等。 

此次培训会，有助于任课教师进一步理解实施课程思政的内涵和

目的，了解到粮食与食品药品大类专科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途径和方

法，为我院任课教师逐步实现专业课程课程思政的全覆盖打下了基础。 

（6）物流与交通旅游学院：院领导深入在线课堂开展听课

活动 

为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质量的监控与督导,保障在线教学

的质量与效果，9月 8 日上午，我院领导班子成员在会议室进行“云

端”听课，全面了解和掌握我院在线教学整体运行情况。 



首先，院领导通过钉钉通讯平台听

取了新教师于潜文的《英语口语》

课程。于老师发音标准，教学过程

自然流畅，得到院领导的一致好评。

随后，院领导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听

取了外聘教师江宓琪的《高铁客运

服务英语》课程。江老师备课认真，师生互动积极良好，学生们的积

极性都很高。最后，我院又听取了新老师庄中南的《民航安全检查技

术》课程。庄老师上课慷慨激昂，案例教学法、现场答题法、问题讨

论法等多种教学手段牢牢抓住学生的专注度，教学效果得到院领导的

充分肯定。 

通过此次在线课堂听课活动，让院领导全面了解在线教学的实施

情况，结合学校的督导听课报告和学生评价，形成了在线教学的全方

位全过程监控，有效保障了在线教学质量。 

（7）基础教学部：大学英语教研室召开新学期外聘教师会

议 

9 月 29 日上午，基础教

学 部 大 学 英 语 教 研 室 在

S1-211 召开新学期外聘教师

会议。会上首先由大学英语

教研室主任张孟琳介绍了我

校大学英语教学的分层情况，



并就各层次的教材、教学计划及考核评价体系作了详细的解读，并向

各位老师展示了如何进行线上教学。接着由大学英语教研室新进老师

蒋雨阳就新学期的线上教学开展了面对面的技术指导（蓝墨云、超星

学习通、QQ群课堂），最后由基础教学部副主任朱桂平强调外聘教师

在我校上课的一些规范和要求。本次外聘教师会议提高外聘教师的授

课技能，明确了授课要求，为全校的新生大学英语线上教学做好充分

地准备。 

【督导信息公开】 

（1）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教风学风在线督导值日表（线上

教学期间使用） 

 星期 

线上巡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金融学院、智

能工程技术学

院、经济管理

学院、会计学

院 

督导室 

刘玲（负责

人） 

13861551861 

王行靳 

13915104736 

金融学院 

朱江（负责

人） 

18662982300 

 

智能工程技

术学院 

干建松（负责

人） 

13861588398 

经济管理学

院 

周永刚（负责

人） 

15061222626 

会计学院 

李坤（负责

人） 

15950372532 

粮食与食品药

品学院、法律

与人文艺术学

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物流

与交通旅游学

院、基础教学

部 

粮食与食品

药品学院 

窦勇（负责

人） 

13852347396 

法律与人文

艺术学院 

浦海涛（负责

人） 

13770381396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程向阳（负责

人） 

13861571075 

物流与交通

旅游学院 

刘亚（负责

人） 

13952389166 

基础教学部 

朱桂平（负责

人） 

15996196949 

备注 
各院部分管教风学风副院长（主任）为小组负责人，负



责组织线上巡视。 

（2）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线上教学督导分组 

组别 院部 

罗静、高海侠、葛竹春、徐建高 粮食与食品药品学院、智能工

程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洪绍清、杨怀林、唐义锋、郭德怀 基础教学部、金融学院、法律

与人文艺术学院、物流与交通

旅游学院 

丁佟倩、顾鹏程、杨步刚、朱莉云 马克思主义学院、会计学院 

备注：线上授课期间听课对象为全校所有参加在线授课教师 

（3）在线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结果 

第 1题   截止目前所上课程（实践实训选修课除外），教师是否按照授课计划按时完成授课

任务?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746 98.7% 

否 23 1.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2题   在线教学过程中，我能够较好完成在线学习任务？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695 95.82% 

否 74 4.1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3 题   在线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否结合岗位要求有意识向同学传递岗位规范、职业精神

或法律法规等相关内容？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736 98.13% 



否 33 1.8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4题   教学平台你认为满意的是？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钉钉 1155 65.29% 

学习通 1312 74.17% 

云班课 529 29.9% 

云课堂智慧职教 360 20.35% 

腾讯课堂 1080 61.05% 

QQ群课堂 553 31.26% 

考试酷 77 4.35% 

其他 156 8.8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5题   对教师教学提供的网络课程资源数量和质量？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657 37.14% 

满意 907 51.27% 

一般 197 11.14% 

不满意 3 0.17% 

非常不满意 5 0.2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6 题   授课教师是否会通过学习任务、作业、测验了解学生对网络课程的掌握情况？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都会 904 51.1% 

大部分会 790 44.66% 

个别会 73 4.13% 

都不会 2 0.1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7题   在线学习过程中，教学内容能够满足我的学习需求？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符合 899 50.82% 

基本符合 808 45.68% 

不太符合 54 3.05% 

不符合 8 0.4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8题   你认为目前在线学习的强度如何？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强度大，比传统课堂布置的任务多 232 13.11% 

较大，有些吃力但勉强能接受 619 34.99% 

一般，在能力范围内 872 49.29% 

很小，学习很轻松 46 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9题   授课过程中，你经常参加在线学习讨论吗？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积极参加 1289 72.87% 

较少参与 462 26.12% 

几乎不参与 18 1.0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0题   师生互动中，哪种你觉得效果最好？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讨论 1386 78.35% 

弹幕 861 48.67% 

测验 518 29.28% 

提问 624 35.27% 

互评 325 18.37% 



其他 227 12.8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1题   在线教学中，你觉得体验最好的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直播 856 48.39% 

讲解 578 32.67% 

互动 315 17.81% 

反馈 20 1.1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2题   教师与同学在互动沟通的主要方式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教学平台 1171 66.2% 

QQ群 526 29.73% 

微信群 44 2.49% 

邮件 4 0.23% 

很少沟通 24 1.3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3题   线上教学直播式（以教师在线讲授为主）、录播式（以观看教学视频为主）、辅导

式（以自学配合答疑为主）、混合式（含直播式/录播式/辅导式 2 种以上方式）你认为哪种

教学效果最好？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直播式 1180 66.7% 

录播式 153 8.65% 

辅导式 62 3.5% 

混合式 374 21.1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4题   在线教学中，你觉得需要改进的是？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签到 709 40.08% 



作业 582 32.9% 

视频 703 39.74% 

自主学习 804 45.4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5题   关于未来学习方式，你觉得哪种学习效果更好？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完全线上 148 8.37% 

线上学习为主 383 21.65% 

完全线下 146 8.25% 

线下学习为主 1092 61.7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6 题   在线教学效果与传统课堂教学效果相比，你觉得效果比较好的是？      [单选

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在线教学 463 26.17% 

传统课堂教学 942 53.25% 

差别不大 364 20.5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7题   你认为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是？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网络环境 1244 70.32% 

教学平台稳定性 890 50.31% 

教师专业水平和授课技巧 587 33.18% 

学生认真程度 1142 64.5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8题   在线学习你认为应该完善的教学资源是？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学习视频 1083 61.22% 

学习课件 944 53.36% 



学习参考材料 1159 65.52% 

课后作业 517 29.2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19题   你认为自己最适合的学习方式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线下授课+线上自学 785 44.38% 

线上授课+线下自学 417 23.57% 

线上授课+线上自学 96 5.43% 

线下授课+线下自学 471 26.6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第 20题   你对在线教学的整体满意程度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539 30.47% 

满意 965 54.55% 

一般 242 13.68% 

不满意 18 1.02% 

非常不满意 5 0.2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769  

（4）督导听课评议精选 

    笪林梅 

备课充分，教学内容熟悉；教学

步骤设计合理，复习与授新课环节过

渡自然，便于理解新知识；教学语言

流畅，表达严谨，知识点解析中，关注所有学生的理解程度，边讲解

边答疑，做到清晰有条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举例讲解，让学

生更好把握所学知识；始终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教学，教学重点突出；



教学中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学生积极在留言板留言，教师及时总结

学生的反馈信息，不断鼓励学生，学生积极呼应，充分发挥学生主体

作用；教师基本功扎实，始终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效果好。 

   胡佳佳 

课前准备充分，教学步骤设计合理，深入浅

出，循序渐进，教师知识讲解准确；教学平台运

用熟练，能联系书本以外的知识，扩大学生听闻；

课程知识点讲解中，针对留学生的学习特点，关

注中国文化的传播，密切结合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城市，介绍淮安的历

史文化，渗透中国文化的介绍，传播中国文化；教师教学思路清晰，

教学语言表达生动形象，举例得当，始终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教学，教

学重点突出；教学中各个环节有效衔接，课堂内容容量充足，教学效

果比较好。 

张海军 

授课老师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教学环

节安排合理；备课充分，讲解精辟，开始上

课前把教学重点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准确

把握学习重点；复习环节通过练习题形式完

成，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便于新老知识点

的衔接；教学过程始终围绕教学目标，通过案例展示与讲解有效讲解

教学内容，引导学生观看相关视频并同步引导学生进行相关文字总结，

体现对学生思维能力、反思能力和总结能力的培养；能够从学生实际



出发，穿插随堂游戏活动与小练习，充分调动学生课堂活动积极性；

关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充分相信学生自己会学，要求学生在课堂

上积极参与互动，做好听课笔记，课堂内容容量充足，教学效果比较

好。 

翁业林 

教学环节设计完整，特别是复习环节的

教师的问题设置，可以很好引导学生进入

新课；教师通过自己在机房工作中的实践

经历，讲解创建主机及安装系统的具体操

作步骤，讲解细致，便于学生理解与操作；

教师同步布置随堂操作任务，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学生积极反馈互动，便于学生掌握操作

要领；教师另设置课后安装练习任务，便于学生复习巩固实际操

作技巧，教学效果较好。 

左传桂 

教学内容是播放统一的视频，但能看出

老师对所授内容非常熟悉，在播放的同时，

针对视频中重点与难点，及时在扣扣群留言，

并设计问题，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观看的视

频内容，学生积极呼应，课堂气氛活跃；针对学生回答，教师及时反

馈与总结，便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注重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好。 

姚年春 



教学设计思路清晰，教学语言表达

简洁规范，富有感染力，课堂教学实施

较好，充分体现教学目标；开始授课前，

细心指导学生如何安装 FX 系列仿真软

件，逐步演示指导，方便学生掌握软件操作基本流程，充分体现远程

教学的特点；教师在电路分析中，特别是在讲解欠压保护时，同步使

用电子笔进行板书，突出重点难点，让抽象的教学更直观，能够为学

生提供有效的远程教学协助，是实现网络课堂教学的一个有效方式；

课堂安排整体结构紧凑，充分体现教师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和教学基本

功，教学效果好。 

鲁靖文 

教师利用腾讯课堂进行直播

授课，教学环节完整，教学设计能

体现线上教学的特点，教学方法有

效，教学内容突出重点难点。老师

上课很有亲合力，教学内容符合课

程标准要求，符合“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特点，向学生明晰

学习目标和学习要求。教师熟悉平台功能及熟练操作，利用随堂

练习有效实施教学互动；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效果比

较好。平台运行顺畅；学生出勤率高。 

杨浩鹏 

教师利用腾讯课堂平台进行直播，



教师熟悉平台功能及熟练操作，利用各种手段有效实施教学互动；

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效果比较好。教师讲授的知识容

量比较大，内容全面，能理论联系实际，大量通过案例教学，热

点事件思政教学，引用吴亦凡、赵薇等热点事件开展思政教学，

引导学生职业道德建设。讲练结合。逐一对照知识点进行详细讲

解分析，并结合题目对知识点进行加深学习。课堂组织有序。教

学内容和考核内容与课程内容直接相关。学生签到率比较高。 

许吉 

按时上课，课堂组织有序，学生

出勤率高，师生互动良好。向学生明

确学习目标和学习要求，教学内容符

合课程标准要求。备课充分，讲解熟

练，内容语音表达流畅规范，亲切自

然，明白易懂。熟悉平台功能及操作，教学设计能体现线上教学

的特点，能够为学生提供较好远程协助。教学环节完整，教学内

容突出重点难点，及时练习巩固，便于学生掌握知识。联系实际

紧密，注重学生能力培养。符合“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理念，

学生能够能有效利用教师推送的学习资源自主学习，较好完成学

习任务。 

吴军 



按时上课，学生出勤率高，课堂组织

有序。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向

学生明晰学习目标和学习要求。教学环

节完整，教学过程条理清晰，素材丰富，

形象直观，表达准确规范，启发性强，

联系实际紧密，突出重点难点，便于学生学习掌握。平台运行顺畅，

操作熟练，能够为学生提供较好远程协助。师生互动良好，学生参与

度高；符合“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理念。鼓励学生上网搜集素材，

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