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开学教学检查

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为加强研究生教学过程管理，提高培养质量，按照本学期的

研究生开学工作安排，兹定于 9 月 5 日-9 月 14 日进行开学教学

检查,促进研究生教学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一、时间安排 

1.8 月 19 日前，各学院教研科将核对的《××学院 2016

级研究生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表及教学进程》纸质稿由

院长签字盖章报研究生处，并同时完成网上排课。 

2.8 月 22日-8月 26 日，各学院自查。 

3.8 月 29 日-8 月 31 日，研究生处检查各学院教学准备情

况（教学设施、教学文件等）。 

4.9 月 5 日-9 月 9 日, 各学院组织听课，校领导及研究生

处抽查。 

 5. 9 月 14日前，各研究生培养学院教研科完成开学教学检

查各种表格的填写（见附件），并将开学工作自查总结纸质稿由

院长签字盖章和相关表格的复印件报研究生处。 

三、检查内容 

1.教学文件（教案、授课计划、教学大纲等）的准备情况. 

2.教师课堂教学（听课记录表）. 

3.研究生公共课程《英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研究》



 2 

由会计学院检查；《高等工程数学 1（ 矩阵论）》由控制工程学院

检查；《高等工程数学 2（数理统计）》、《信息检索》由机械工程

学院检查；《高等工程数学 3（数值计算方法）》由土木工程学院

检查；《自然辩证法概论》由设计艺术学院检查。 

四、要求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要高度重视，认真准备本次研究生开学教

学检查工作，重点要检查本学期授课教师的教案及授课计划、教

学大纲，使开学教学检查能真正起到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风、

学风和校风建设的作用。 

联系人：杨磊 

联系电话：84190900  内线 6875 

邮箱：yanglei@xijing.edu.cn 

 

附件：1．西京学院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开学研究生课

程检查表 

2．西京学院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教学设

施检查表 

3．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首

次授课工作检查表 

                                      研究生处 

                                  2016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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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课程名称  

授课人姓名  课程编号  

课程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类别 

学位课□ 非学位课□ 公共课□ 专业课□ 必修课□ 选修课□ 

授
课
大
纲 

检查指标项目 准备情况 检查情况 

课程基本信息是否正确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教学目标是否符合培养方案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是否正确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课时分配是否合理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有推荐教材作为参考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授
课
计
划 

基本信息填写（课程性质、类别、

属性是否正确、课程的总时数与

实际是否一致、实验课时与理论

课时是否规范）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周次、学时填写与教学进程表一

致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授课内容与大纲一致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注明章、节扼要内容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教
案 

教案内容符合 1/3 学时工作量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按章节编写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教案内容是否符合教学规范，体

现教学工程的痕迹（注明作业、

问题等）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教案中是否表明授课方式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备
注 

 

学院

检查 

人员 

 

学院 

院长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盖章）： 

 

说明：在指标相应等级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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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学地点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教室桌椅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差□ 

教室卫生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差□ 

多
媒
体
设
备 

检查指标项目 检查情况 

投影幕布（或液晶电视）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电源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VGA 连接线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投影仪（或液晶电视）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多媒体控制柜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教
学
设
施 

黑板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讲台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粉笔、板擦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研究生课表张贴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校历、作息时间表张贴 有□  无□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学院

检查 

人员 

 

学院 

院长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盖章）： 

 

说明：在指标相应等级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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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时间（星期及节次） 课程名称 
授课 

教室 
检查指标 教师签名 

   

授课教师考勤：准时□，迟到□（划“√”） 

教案：有□，无□（划“√”） 

授课计划：有□，无□（划“√”） 

课堂秩序：良□，一般□，差□（划“√”） 

 

   

授课教师考勤：准时□，迟到□（划“√”） 

教案：有□，无□（划“√”） 

授课计划：有□，无□（划“√”） 

课堂秩序：良□，一般□，差□（划“√”）” 

 

   

授课教师考勤：准时□，迟到□（划“√”） 

教案：有□，无□（划“√”） 

授课计划：有□，无□（划“√”） 

课堂秩序：良□，一般□，差□（划“√”）” 

 

   

授课教师考勤：准时□，迟到□（划“√”） 

教案：有□，无□（划“√”） 

授课计划：有□，无□（划“√”） 

课堂秩序：良□，一般□，差□（划“√”） 

 

   

授课教师考勤：准时□，迟到□（划“√”） 

教案：有□，无□（划“√”） 

授课计划：有□，无□（划“√”） 

课堂秩序：良□，一般□，差□（划“√”）” 

 

   

授课教师考勤：准时□，迟到□（划“√”） 

教案：有□，无□（划“√”） 

授课计划：有□，无□（划“√”） 

课堂秩序：良□，一般□，差□（划“√”） 

 

   

授课教师考勤：准时□，迟到□（划“√”） 

教案：有□，无□（划“√”） 

授课计划：有□，无□（划“√”） 

课堂秩序：良□，一般□，差□（划“√”） 

 

学院检查人：                                     学院院长（签名）：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