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工程分院 

2020 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安排 

各教研室、各办公室： 

根据《学院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

作安排的通知》（杨职院防控组〔2020〕5 号）精神，为了落实

“延迟开学、按时开课”的教学工作方案，确保 2 月 17 日在网上

按时开课，现就我分院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安排如下： 

一、2018、2019 级学生线上教学安排 

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负责人 协助人 备注 

1 

以教研室为单位，按任课登

记表逐一填报暂不开展线上

教学课程登记表（样表见附

件 1）、在线授课情况登记

表（样表见附件 2） 

2 月 7—8 日 各教研室主任 任课教师 

附件 1、2

报刘芳汇

总 

2 

以教研室为单位，填报新开

设网络平台课程审批表（样

表见附件 3）及课程信息变

更登记表（样表见附件 4） 

2 月 7—8 日 各教研室主任 任课教师 

附件 3、4

报李文凤

汇总 

3 

线上教学准备 

（制定授课计划，借助现有网

络平台准备线上教学所需的教

学资料） 

2 月 8—12 日  任课教师  

4 

线上授课测试，并组织学生

进行听课、互动、测试等环

节，及时反馈问题 

2 月 13—16 日 任课教师 

刘芳 

李娟 

李文凤 

 

5 

编排线下教学和线上教学两

个版本的课表（样表见附件

5），推送各任课教师和各教

学班，并提交教务处报备 

2 月 16 日 办公室主任 刘芳  

6 线上教学开始 2 月 17 日 各教研室主任 任课教师  



6 恢复线下教学 待定 
办公室主任 

各教研室主任 
任课教师 

 

说明： 

1.各专业按课程组建教学团队，统一授课计划，分工配

合，共建共享教学资源，确定课程的教学方式。 

2.优先选用学院优慕课网络平台、各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以及智慧职教、超星尔

雅等公共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教学。 

3.暂停实习、实验、体育等实践（现场）教学环节，根据

疫情发展情况适时另行安排。 

二、2017 级学生顶岗实习安排 

1.目前未在岗学生不安排顶岗实习。对春节前已经在岗实

习的学生，各顶岗实习指导教师要充分利用优职途顶岗实习管

理平台，做好学生顶岗实习组织与管理工作。指导教师要强化

安全教育，严明实习纪律，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

相信党、相信政府，增强信心，保持健康的心态，积极支持疫

情防控，主动做好个人防护。 

2.对因疫情防控导致暂时无法进行实习的学生，由指导教

师组建指导学习群，学生居家完成相关任务。各分院可结合专

业实际情况，布置与专业核心技能相关的实习任务，也可充分

利用各级虚拟仿真教学资源或其它方式妥善解决。具体以专业

为单位提出实施任务书、指导书，提交教务处备案。同时应加

强与签订实习协议单位的联系沟通，严格执行属地政府防控要



求，共同做好学生安全防护和学习管理工作。 

3.其它相关时间节点根据教育厅要求及疫情防控现状及时

调整，另行通知。 

三、疫情防控期间其它教学相关工作安排 

1.学生缓考、补考推迟至学生返校后的第二周进行，各分

院（部）要提前做好学生缓考、补考准备工作，确保学生返校

后缓考、补考如期顺利举行。 

2.所有学生新学期注册采用网上报备方式，通过 QQ 学习

群向班主任报备，待疫情稳定学生返校后统一注册。 

3.纸质教材发放时间顺延至疫情解除学生返校后进行。 

4.毕业生开学补考工作顺延至疫情结束后结合顶岗实习开

展实际情况择机进行。 

四、几点要求 

1.所有课程团队及任课教师必须认真备课，按要求将教学

资料及时上传到相关学习平台，做好课程设计，开展在线教

学、直播教学、以及 PPT 加录音等多种教学活动。按照“谁上

传，谁负责”的原则，确保所有课程资料的政治性、安全性。教

师和学生不得在学习群中讨论与学习无关的内容。 

2.线上授课期间，教研室和分院负责人要加强网上教学督

导，教务处随机抽查，确保授课和学习成效。 

 

 



附件 1：暂不开展线上教学课程登记表 

附件 2：在线授课情况登记表 

附件 3：混合教学新开设课程审批表 

附件 4：混合教学课程信息变更登记表 

附件 5：线上教学课程课表（样表） 

 

 

动物工程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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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院（部）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暂不开展线上教学课程登记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所属专业 授课班级 周学时 任课教师 
任课教师 

联系电话 
无法开展线上授课原因 年级 备注 

1          

2          

3          

          

          

          

          

          

          

填表人：                   手机：                          办公室主任：                           分院（部）长： 

说明： 

1.本表主要填写实操性较强等原因无法开展线上授课教学的课程、要利用校内实验实训室教学的内容和集中实践课程。 

2.本表以分院（部）为单位填报，如有多个专业的，请按专业大类顺序填报； 

3.每专业每门课程一行，该课程由多名教师任教的，将所有任课教师姓名均填入“任课教师”栏，授课班级同理。 

附件 1 



              分院（部）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授课情况登记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所属专业 授课班级 周学时 任课教师 
任课教师 

联系电话 

学习 QQ 群
或微信群号 

课程网络资源地
址 

网络平台
名称 

备注 

1           

2           

3           

           

           

           

           

           

           

填表人：                     手机：                           办公室主任：                            分院（部）长： 

说明： 1.本表以分院（部）为单位填报，如有多个专业的，请按年级、专业顺序填报，年级为 2017 级、2018 级； 

2.每专业每门课程一行，该课程由多名教师任教的，将所有任课教师姓名均填入“任课教师”栏，授课班级同理； 

3.表中“课程网络资源地址”是指优慕课、超星尔雅、智慧树、资源库、精品课等网络平台对应的具体课程地址； 

4.网络平台名称主要是指应该用的网络平台名称。例如：优慕课、超星尔雅、智慧树、资源库、精品课等网络平台。

附件 2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混合教学新开设课程审批表 

一、 基本信息 

1.课程基本信息 

所属分院： 所属教研室： 适用专业：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时数： 

开课学期：年级          学期            课程性质：必修□      选修□ 

课程类别：           □通识课       □专业课     □个性发展课    □创新创业课 

2.教师基本信息 

课程负责人  职称  团队成员  

3.课程建设实施计划 

（1）课程现有基础（包括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前需后续课程开设情况，现有

师资情况，实验实训条件，授课学生数等） 

 

 

 

 

 

 

（2）建设目标 

 

 

 

 

 

（3）建设内容（课程建设实施内容、存在的问题和具体解决措施） 

 

 

 

 

 

（4）进度安排（实施周期及学期计划） 

 

 

 

 

 

 



（5）预期成果及应用计划（成果形式、量化结果和预期推广应用范围等） 

 

 

 

 

 

 

二、 审批意见 

教研室研究意见 

教研室研讨结论：（应召开相关专题教研活动研讨决定，写清活动时间、地点、参加人）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分院审批意见 

 

 

 

 

 

 

 

 

                                                  分院负责人（签字）： 

二级院（部）（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2019 年线上线下混合课程教学各类修改汇总表 

序号 分院名称 课程编号 修改后编号 课程名称 修改后课程名称 原主讲教师姓名 
更改后主讲

教师姓名 

原主讲教师

编号 

修改

项目 

操作

日期 

1                     

2                     

3                     

4                     

5                     

                      

                      

                      

                      

 

 

 



              分院（部）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线上教学课程课表（样表） 

序号 

星期 

时间 

 

班级 

教师 

群号 

星期一 星期二 ………… 

8:00-9:50 10:10-12:00 14:00-15:50 16:10-18:00 19:00-21:00 8:00-9:50 10:10-12:00 14:00-15:50 16:10-18:00 19:00-21:00 ………… 

1 

****班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张 XX          ………… 

学习群号 XXXXX          ………… 

2 

****班 课程名称          ………… 

任课教师 王 XX          ………… 

学习群号 XXXXX          ………… 

…… ……  …… …… …… …… …… …… …… …… …… …… 

说明： 1.此表以分院（部）为单位填报，表中授课时间段与正常课表一致； 

2.此表统一采用 EXCEL 表格填报，与正常课表模板相似，模板详见 EXCEL 附件。 

 

附件 3 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