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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务 通 知  
 

2020 年第 04 期（总第 254 期）  2020.10.5   德州学院教务处 
 

各教学单位： 

现将 2020—2021 学年第 1学期 7-10 周教务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教务管理工作 

（一）关于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2020 级学生 2020-2021-1 学期选课学

分确认的通知 

为配合学分制收费工作，现需对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2020 级学生

2020-2021-1 学期的选课学分情况进行确认。 

学分确认范围：2017 级、2018 级、2019 级、2020 级所有在校学生； 

请各教学单位通知学生本人于 2020 年 10 月 6 日-10 月 11 日登陆教务系统查看

本学期选课情况并进行确认。请务必保证学生本人登陆教务系统确认，严禁他人登陆

代为确认。 

学生本人查看个人本学期的选课情况操作流程如下： 

登录教务系统信息查询选课名单查询选择学年、学期（2020-2021-1 学期）

点击查询，按学期查询选课信息（选课类型包括主修专业学分、辅修专业学分、重

修学分） 

学生本人确认本人本学期的选课学分操作流程如下： 

登录教务系统选课学生选课情况确认选择学年、学期（2020-2021-1 学期）

点击查询（每页显示 15 条记录，可翻页）无问题请点击确认如有问题请联系

开课学院教学秘书进行调整后确认（注：选课情况确认只能对所有课程进行整体确认，

不能确认部分课程，存在漏选、多选或错选的情况时，先不要点确认，待调整完无

问题以后再点确认） 

各教学单位于 2020 年 10 月 11 日后通过教务系统查看学生的选课确认情况，没

有确认的请核实原因，是否为因故终止学业的不在校学生，如是，请教学单位通过教

务系统删除学生选课信息；如不是，请通知学生本人在 10 月 13 日前按上述流程进行

确认。 

教学单位通过教务系统查看学生的选课确认情况操作流程： 

登录教务系统切换角色为任务落实、院系排课选课管理选课查询查询选

课信息确认情况选择学年学期和学院查询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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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情况调整请各教学单位务必于 10 月 15 日前完成，过期再出现选课不准确的

情况，影响学生选课学分及缴费的，由学生学院说明情况，负责人签字，报教务处，

以此作为教学单位考核的参考之一（请各单位特别注意未排时间地点的课程如实习、

实践类课程是否已配课）。 

教务处于 10 月 15 日后通过教务系统导出学分制学生选课学分数据，由学生本人

签字，无误后转财务处进行收费核算。 

特殊情况说明：小语种学生请查看课表是否已配好课程，如存在大学英语未删除

或小语种课程未配课的情况，请勿确认，请学生本人于 10 月 6 日前联系本学院教学

秘书进行调整。调整完以后再确认选课情况。 

联系人：高勇善 黄帅，联系电话：8985870，办公室：厚德楼 1107 房间。 

（二）关于开展德州学院“办最好的本科教育”大学习、大讨论的通知 

2020 年 9 月 4 日，德州学院党委书记车滨同志在“2020 年暑期领导干部读书班”

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突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努力办最好的本科教育”。为贯彻教育

部“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指导意见，贯彻“四个回归”

根本要求，经学校研究，现围绕“努力办最好的本科教育”开展全校大学习、大讨论，

现将活动方案公布如下（附件 1），请各教学单位按照方案要求积极组织开展相关活

动，并及时报送相关材料。 

附件 1：德州学院开展“办最好的本科教育”大学习、大讨论的方案 

联系人：高勇善 黄帅，联系电话：8985870，办公室：厚德楼 1107 房间。 

（三）关于各教学单位组织学习教室管理有关文件制度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教室管理，方便师生使用，现将《德州学院教室管理办法》（暂行）

（德院校办字[2019]22 号）、《关于发布教室管理使用相关问题的通知》、《关于

发布教室使用相关注意事项的通知》发送给各教学单位，请各教学单位组织师生认真

学习并严格执行落实有关规定。 

附件 2: 《德州学院教室管理办法》（暂行）（德院校办字[2019]22 号） 

附件 3: 《关于发布教室管理使用相关问题的通知》 

附件 4: 《关于发布教室使用相关注意事项的通知》 

联系人：耿强，电话：8985893，办公室：厚德楼 313 房间。 

二、实践教学工作 

（一）关于加强建设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通知 

1.2020 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2020 年我校需增加建设 20 个校级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为加强基地建设，2020 年度每个教学单位至少新建一个校级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已

建立的请填写“20**年校级实习实训基地汇总表”（附件 1），并确保协议书已在教

务处备案。具体申报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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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度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统计 

为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和师范专业认证做准备，现统计 2019 年度各教学

单位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情况，请填写“20**校级实习实训基地汇总表”，于 10 月 16

日前将汇总表电子版发至邮箱：dzxysjjxk@163.com。 

附件 1：20**校级实习实训基地汇总表 

联系人：张曰云 刘鹏，联系电话：8985586，办公室：厚德楼 1109 房间。 

（二）关于第八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相关工作的通知 

1.第八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校级选拔赛获奖情况公布 

9 月 15 日，第八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校级选拔赛圆满结束。

全校 1300 多名师范生经院级初赛和校级决赛两次选拔，共有 25 人获得一等奖、34

人获得二等奖、51 人获得三等奖。现公布获奖名单。请各相关单位通知参赛学生和

指导教师查看《第八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校级选拔赛获奖名单》（附

件 2）。 

附件 2：第八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校级选拔赛获奖名单 

2.第八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推荐名单和预赛名单公布 

第八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校内选拔赛已于9月15日圆满结束。

经过两轮比赛的激烈竞争，20 名同学从来自 13 个师范专业的 59 名同学中脱颖而出。

他们将参加 11 月 6-7 号在青岛大学举行的第八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

赛决赛。10 月 1 日我校从省教育厅抽取的 180 名师范生中遴选了 54 名学生参加 10

月中旬举行的省级预赛，省级预赛以上传讲课视频的形式参加。参见推荐选手和抽取

选手名单（附件 3）。 

附件 3：第八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推荐选手和抽取选手名单。 

联系人：张曰云 刘鹏，联系电话：8985586，办公室：厚德楼 1109 房间。 

（三）关于开展导师制工作的通知 

根据《德州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实施办法》德院校办字〔2019〕21 号（附件 4），

请教学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导师工作，本科生导师指导工作量每学年第 2学期末统

计一次统计在实践教学工作量里。 

各教学单位请将“2020-2021 学年××学院导师和指导学生名单统计表”（附件

教学单位与意向实习实训基地洽谈，拟定德州学院实习实训基地协议书 

教学单位从智慧校园提交申请，教务处负责人审批 

 
学校办公室主任审批 

教学单位对实习实训基地协议书修改完善后盖学校公章，教学单位负责人作为联系人签字 

学校和基地依托单位共同签署协议书，一式三份，教务处、教学单位、依托单位各存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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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签字盖章后于 10 月 16 日前报送至实践教学科，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dzxysjjxk@163.com。并做好《导师指导计划》、《导师工作日志》等日常相关材料的

存档。 

附件 4：《德州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实施办法》德院校办字〔2019〕21 号 

附件 5：2020-2021 学年××学院导师和指导学生名单统计表 

联系人：张曰云 刘鹏，电话：8985586,办公室：厚德楼 1109 房间。 

（四）关于公布“校友邦”实习平台“实践教学月报”的通知 

为推进“校友邦”实习平台的全面使用，提高“校友邦”实习平台使用效率，使

各学院的领导和教师了解本单位实习工作开展情况，现将“校友邦”实习平台 9月份

的“实践教学月报”公布如下，请各学院下载查看。 

附件 6：德州学院“9月份实践教学月报” 

联系人：张曰云 刘鹏，电话：8985586，办公室：厚德楼 1109 房间。 

三、开会通知 

定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下午 14:15 召开教学单位办公室主任、教学秘书会议，请

各教学单位安排有关人员，按时参加。会议地点：厚德楼 714 会议室。 

 

 

 

 

教  务  处 

2020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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