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高函〔2022〕34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教务管理

干部业务学习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加强全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管理队伍建设，促进教学管

理规范和创新，提高教学工作质量，全面提升教学管理人员工

作能力和水平，促进山西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决

定组织开展常态化的山西省高校教务管理干部业务素养学习。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学习内容

主要包括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新型学院建设、“四新”建

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含课程思政）、教材建设、本科教学

信息化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教学成果奖、创新创业教育、基

层教学组织建设等。

二、参训人员

全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务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教师发展中心

负责人，二级学院（系）教学管理工作负责人。

三、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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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采取线上点播学习、线上直播学习和线下集中培训结

合的方式。

1. 线上点播学习：登陆“山西省高校教务处长学习平台”

进行学习。网址：https://sxedu.enetedu.com/jwcz ，学习时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 到 2023 年 8 月 30 日。完成 40 个课时自主学

习且考评合格的教务管理干部，可在线打印合格证书。

2. 线上直播学习，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 线下集中培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工作要求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本次活动，认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学习。

请于 9月 30日前将参加学习人员名单发送至山西省高校师资培

训中心邮箱：spzx@sxu.edu.cn。师资培训中心为各高校分配学

习账号和密码。

五、联系方式

山西省教育厅高教处：申海洋 0351-3046828

山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史俊华 0351-7011400

附件：1. 学习流程

2. 线上点播课程

3. 参加学习人员名单

山西省教育厅

2022 年 9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1 ：

学习流程

1、 请 在 电 脑 的 浏 览 器 中 输 入 网 址 ：

https://sxedu.enetedu.com/jwcz，如下图即进入学习主

页。

平台线上课程主要在主页中的“课程资源”栏目中查询。

2、 点选主页右侧“登录”图标 ，用分配的用户名

和密码进行登录，如下图所示：

3、 进入个人主页后，点选如下图所示中的“课程资源”

即可进行相关课程的报名和学习：

https://sxedu.enetedu.com/jwcz


4、 可以直接选择自己所需课程或从页面左侧的课程类别

中进行选择课程，先报名相关课程即可进入学习，如下图

所示：



线上课程学习注意事项：打开课程页面按课程章节顺序进行

听课，请不要快进或拖屏，否则后台视为无效状态。听完后

相应课程后，节数条会变成绿色。

5、 点 选 页 面 左 侧 的 导 航 条 “ 个 人 资 料 修 改 ”

，即可进行个人资料及密码的修改，

如下图所示：

6、 点选页面左侧的导航条“培训课程” ，

即可查看和学习自己所报课程，如下图所示：



7 、 点 选 页 面 左 侧 的 导 航 条 “ 学 分 与 证 书 打 印 ”

，即可查看自己所得学分及打印学业证书，

如下图所示：

选择要打印的学习课程，点选“打印证书”即可打印出相应学

时的证书。



8、 此次山西省高校教务处长学习培训安排有线上直播课

程和面授培训，请按文件通知在指定的时间进行直播和面

授学习，直播课程提供回看。

在学习过程中有出现问题，请直接联系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

训中心王展翔，15803461508。



附件 2：

线上点播课程
序

号

模块

主题
课程名称 专家

1

教师

发展

现代礼仪——言谈礼仪 袁涤非（湖南大学 教授）

2 现代礼仪——礼仪概说 袁涤非（湖南大学 教授）

3
高校青年教师师德修养——信息技术与

教师素养
南国农（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博导）

4 高校教师职业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高晓莹（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5 高校教师的职业文明作为 李柠（北京礼仪专修学院 院长）

6 教师之家与高校教师的组织文化建设 张骏玲（北京联合大学）

7 有效教师发展活动面面观 张胜全（武汉轻工大学 研究员）

8 教学与生活的平衡艺术
国智丹（中山大学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

9
大学智库：高校青年教师成长的第三条

道路
甘德安（北京德成经济研究院 教授）

10 高校教师教育教学技能 唐松林（湖南大学 教授）

11 教与学的理解及应用

李芒（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孙建荣（澳

门科技大学 教授）、别敦荣（厦门大学

教授）

12

教学

改革

考试•评分•创新 卢晓东（北京大学 研究员）

13 高校课程建设与质量提升纵深谈 甘德安（北京德成经济研究院 教授）

14 中美大学的通识教育之比较 李晖（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15 双一流院校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蒋国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6
未来大学的创新——生本教育与组合学

分制
丁晓良（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17
英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对国内高校教育的

借鉴
王璐（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18 教育科学与实证研究
杨开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

术学院 教授）

19
世界大学三大原型及中国大学双一流建

设
王晓阳（清华大学 教授）

20 创新型人才特征与培养 谷贤林（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21 以 MOOC 促进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 李芳（对外经贸大学 研究员）

22 技术如何革新教育
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教

授）



23

教学

管理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的管理与评价 杨挺（西南大学 教授）

24
识变 应变 求变——高校基层教学组

织面临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赵雅琴（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25 创新思维与领导艺术 刘志伟（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员）

26 互联网时代的领导力提升 褚松燕（国家行政学院）

27
沟通，从“心”开始——人际沟通的层

次与策略
曾荣（北京行政学院）

28 高校实验室安全培训 刘铁忠（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29
高等院校教师的专业能力——教学能力

发展的再思考
孙建荣（澳门科技大学 教授）

30 教学管理人员能力提升
张树永（山东大学 教授/博导）、刘建

清（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 研究员）

31 高校教学管理人员管理能力提升

张德江（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刘振天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教授）、

甘德安（北京德成经济研究院 教授）等

32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管理能力提升

沈亚平（南开大学教务处 教授）、卢晓

东（北京大学 研究员）、曾天山（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工作站导师）等

33 教学

评价

和质

量监

控

中层管理干部提升——高校内部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
谢作栩（厦门大学 教授）

34
教学院长岗位胜任力提升：基于职责案

例的团队建设与组织管理

郭建校（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教

授）

35 教研室的职能定位与建设思路 张树永（山东大学 教授/博导）

36

教学

成果

奖

#教学成果奖的培育与申报 张红伟（四川大学 教授）

37 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学成果凝练 孙康宁（山东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38 #新时期高校教学成果奖培育与申报 傅钢善（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39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的体会和建议 张伟刚（南开大学 教授）

40
面向重大需求的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经

验分享（
刘铁忠（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41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大讲堂——探

索理论、更新理念、厘革路径，贯穿 PACE

要素的三元课堂模式创新与实践

李贵安（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42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大讲堂----数学文化

类课程的创建及在全国的推广
顾沛（南开大学 教授）



43

课程

思政

大学物理中的课程思政 王青（清华大学 教授）

44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路径——《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解读
张智强（上海中医药大学 教授）

45 在课程思政中落实立德树人 孙华（北京大学 教授）

46 德法兼修的课程思政理念与实践 翟远见（中国政法大学 副教授）

47
混合式课程建设、申报及课程思政改革

——基于《金融工程概论》课程的思考
王辉（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

48 谈谈课程思政的三个理论问题
高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

49 “盐水论”——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冯务中（清华大学 副教授）

50
一线教师如何在专业教育课程中融入思

政元素
张黎声（上海中医药大学 教授）

51 课程思政的认识、实践及思考

52 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经验分享 魏琳（西安交通大学 副教授）

53
结合专业开展课程思政，实现教育与育

人相统一
张有光

54 课程思政与专业培养目标的融合（1） 韩宪洲（北京联合大学 教授）

55 课程思政与专业培养目标的融合（2） 张树永（山东大学 教授/博导）

56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全面

推进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
吴岩

57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中央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组织与实施（1）
彭刚（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58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中央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组织与实施（2）
樊丽明（山东大学 教授）

59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地方

课程思政建设统筹与实施
王平

60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地方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组织与实施
韩宪洲（北京联合大学 教授）

61
教育

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引领

教育强国理论与实践
杨志成（首都师范大学 研究员）

62

师德

师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十

四五”规划《建议》的重点和亮点

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总经

济师）

6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吴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教授）

64 做幸福而自信的“四有”教师 寇彧（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65 高校教师社会责任与担当 姚小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66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师德

师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曲洪波）
曲洪波（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67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刘书林（清华大学 教授）

68 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陈来（清华大学 教授）

69 爱是教育的灵魂
曲建武（大连海事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

师）

70 怎样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 马知恩（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71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余小波（湖南大学 教授）

72 如何成为一名好老师 吴文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73 教师的素质与修养 颜静兰（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 教授）

74 师德的修炼与实践 辛自强（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

75 以站讲台为天职 冯博琴（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 教授）

76

信息

技术

混合

式教

学

基于在线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建设 徐杨（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

77
翻转课堂的探索与实践——MOOC 开发

设计与案例
蔡宝来（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78 信息化教学设计策略与方法 李海霞（清华大学电教中心 博士）

79 从信息化走向智慧教育 陈琳（江苏师范大学 教授）

80 微课的设计与创意 夏纪梅（中山大学 教授）

81 我思我行我 MOOC 李尚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82 课件及其制作技巧
裴纯礼（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教

授）

83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力提升
李克东（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等

84

一 流

课 程

和 一

流 专

业 建

设

#工程模拟信息化下化工专业一流课程

建设
田文德（青岛科技大学 教授）

85 一流课程的建设实践与规划 汪波（中山大学 副教授）

86
“互联网+”背景下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
王莉（吉林大学 副教授）

87 深化教学改革 打造一流课程 肖建英（锦州医科大学）

88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一流课程的建设与实

践
胡涛（大连理工大学 副教授）



89
国际视野中“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与

实践
郑宏（厦门大学 副教授）

90 高校一流人才培养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91 双一流院校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蒋国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9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高等教育发展

现状与趋势
王晓阳（清华大学 教授）

93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改革与

实践
黄兆信（温州大学创业学院院长教授）

94
美国一流大学建设与高等教育改革——

分析与借鉴

周满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

员）

95
新工科理念下的专业建设与课程教学专

题研修
张炜（浙江大学 教授）等

96

应用

型本

科高

校建

设

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人才培养案例分享 温和瑞（江西理工大学 教授）

97
“大平台+”战略视阈下产教融合驱动专

业集群建设
李克军（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教授）

98 高素质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
吴全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

所 研究员）

99 应用型院校发展模式探索 孙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00
应用型本科院校新教师教学能力内涵及

其培养路径
周华丽（北京联合大学 研究员）

101
工匠精神视野下的应用型院校实训室建

设
刘永福（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102 应用型院校公共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郑刚强（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

授）等

103
地方医学院校一流专业建设与创新人才

培养
曹建明（温州医科大学）

104
专业
建设
和专
业论
证方
面

创建信息安全专业培养体系，引领专业

建设
杜瑞颖（武汉大学 教授）

105
高校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融合的课程建

设

汪军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董

永辉（湖北理工学院 副教授）

106
教学

方法

与教

学能

力提

升

怎样因学施教 张玉杰

107 坚持教学创新 建好一流金课 黄国华

108 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关键机制设计 曹庆华



109 一流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与迭代建设 冯菲（冯菲 北京大学）

110 高校一流课程建设专题 纪阳

111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学设计、

课堂教学法与教学媒体应用
袁健华

112 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与教学能力提升 张伟刚（南开大学 教授）

113 基于 OBE 理念的有效教学设计 薛庆

114 如何进行课程学业过程考核与评价 鲍崇高（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115
大学教师走向卓越的“气”“道”“术”

“势”
温恒福



附件 3

参加学习人员名单

学校：（盖章）

学校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手机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