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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闽北职业技术学院疫情防控期间

线上教学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上级指示和《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预案》（闽北职院〔2020〕3 号）、《关于进一

步加强开学前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闽北职院〔2020〕6 号）和《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一校一策”教学管理工作方

案》（闽北职院教〔2020〕3 号）精神，现将《闽北职业技术

学院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遵照执行。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2 月 9 日

闽北职院教〔202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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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职业技术学院疫情防控期间

线上教学工作方案

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按照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和教

育部、省教育厅的部署，根据《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闽北职院〔2020〕3 号）

和《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一

校一策”教学管理工作方案》，为实现“延期开学、如期上课”

的工作目标，明确线上教学与管理的有关事项，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在线授课，实现疫情期间“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切实落实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计划。

二、实施步骤

（一）时间安排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时间暂定从2020年2月17日—2020年3

月15日，待学院通知正式到校开课（具体时间待定）后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适时调整。

1.公共必修课请思政部组织任课教师于2月16日前完成在

线课程的遴选和线上课程教学准备，线上教学内容、学时与依

托平台必需在课程进度表中呈现，线上课程经思政部审核后向

学生开放学习并将公共必修课线上教学工作方案报教务处备

案。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2019-2020学年第二学

期下学期进行线上教学课程2019级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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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创新创业教育基础》和部分专业

的《大学英语》三门。体育课待学生正式上课后根据具体情况

安排。2020级暂不安排公共必修课线上教学。

2.公共选修课由思政部指导各系部于2月14日前组织好学

生报名，采集学生的相关信息，报名信息按照智慧树平台和超

星平台分别汇总，表格样式见附件3公共选修课报名表。教务

部门于2月16日前将学生选课名单导入智慧树或者超星网络平

台，2月17日后学生登录学习。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公共选修课程清单如下：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校 课程负责人 学时 学分 平台名称

1 创新创业过程与方法 华东交通大学 邓小朱 32 2 智慧树

2 心理健康教育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尹海兰 31 2 智慧树

3 中华传统文化趣味谈 中国海洋大学 李婧 30 2 智慧树

4 丝绸之路文明启示录 中国人民大学 丁方 28 2 智慧树

5 大学美育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沙家强 30 2 智慧树

6 职场高级写作 鲁东大学 王东海 32 2 智慧树

7 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 浙江工业大学 孙建强 29 2 智慧树

8 国学经典导读 山东财经大学 李劲松 34 2 智慧树

9 美学与人生 西南大学 寇鹏程 28 2 智慧树

10 中华民族精神 华中科技大学 杜志章等 29 2 超星

11 美学原理 北京大学 叶朗 24 2 超星

12 数学的奥秘：本质与思维 上海交通大学 王维克 18 1 超星

13 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南京大学 张亮等 10 1 超星

14 情绪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韦庆旺 10 1 超星

15 有效沟通技巧 北京联合大学 赵永忠 10 1 超星

16 大学启示录：如何读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熊丙奇 22 2 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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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课程请系部组织任课教师于2月16日前完成在线课

程的遴选和线上课程教学准备，线上教学内容、学时与依托平

台必需在课程进度表中呈现，线上课程经系部审核后向学生开

放学习并将各专业的专业课线上教学工作方案报教务处备案，

各专业一年级学生至少安排1-2门专业课实施线上教学,二年

级学生至少安排2-3门专业课实施线上教学。各系各专业可以

根据专业实际情况适当调整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教学任

务，如需调整教学任务的必须报教务处审核。

（二）线上课程开设

公共课（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业课各专业根据课程类型

开设线上课程教学。线上教学课时和内容在正式开课后不再重

复授课。

1.理论课程（含公共必修的课程，不包括独立设置的实验

课和体育课）。推迟开学期间，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实

施，其中线上部分学时最多可占到二分之一，教师按此上限合

理做好线上线下教学内容设计。2月 17 日到学生返校前先通

过网络或移动端安排在线学习内容，学生正式上课后根据疫情

防控情况安排线下教学内容。

2.实践课程（指独立设置的实验课和体育课等必修课程）。

推迟开学期间，学生在家完成各类实验实训课程的预习，任课

教师通过各类网络平台进行辅导和答疑。正式上学后，各课程

重新编制课表，适当调整实训、实习时间及进度安排，尽量避

免安排到人员过度集中区域开展实习，并做好相关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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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选修课。本学期继续依托智慧树和超星网络教学平

台，思政部指导各系部先组织报名，待名单导入平台后学生可

以自主登录学习。

4.顶岗实习。学校三年级学生均已开始进行顶岗实习，各系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职业院校和本科高校延期

（暂停）实习的通知》（闽教明电〔2020〕9 号）和《闽北职业技

术学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延期（暂停）实习的通知》精神，根据

学院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要求，依托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平台认真做

好 2020 届毕业生顶岗实习管理，制定各系疫情防控时期的顶岗实

习工作方案并上报教务处备案。原则上疫情防控期间学生暂停顶

岗实习，不论顶岗实习在顶岗实习单位还是在家每日均需在顶岗

实习管理平台上签到并自拍上传照片，顶岗实习指导教师应通过

平台密切关注学生动态，出现特殊情况及时上报相关系部。顶岗

实习期间除按照学校顶岗实习要求外学生还需按照属地和企业的

疫情防控要求接受管理，疫情防控需要进行隔离的学生按照公假

处理。因疫情防控需要确实无法完成顶岗实习的学生，各专业应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顶岗实习计划和要求，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学生

顶岗实习工作，调整要求必须纳入各系疫情防控时期的顶岗实习

工作方案。

5.毕业工作。2020 届毕业生毕业工作在教务处统一协调的基

础上各系制定具体的毕业工作计划，提前做好 2020 届学生毕业设

计（论文）指导、毕业审核等有关工作，确保学生顺利毕业。

6.其他相应工作。原定于 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开学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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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补考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时间和补考事宜待

学校正式通知学生返校上课后统一安排；学生转专业情况根据学

院转专业要求按照流程顺延进行；学生参加各类技能鉴定根据疫

情防控情况具体安排，具体工作另行通知；各系将二元制、退役

军人专业纳入学校疫情防控体系，各系各专业要将学校的疫情防

控政策与要求通知宣传到位，做到全面覆盖，二元制、退役军人

专业的学生近期原则上不安排入校集中学习，尽量安排线上课程

教学。

（三）线上教学培训

各系部根据教务处下发的各类平台操作手册对教师进行

线上教学的培训。开课教师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教学资

源的准备与上线，指导学生做好在线学习平台的注册或移动端

APP 安装等工作。

（四）线上课程教学组织

线上课程教学组织公共课由思政部组织开课，专业课由各

专业组织开课，开课单位根据不同课程类别做好主讲教师课程

教学调整落实、监督和情况反馈工作。

三、教学平台

（一）超星网络教学平台

网址：mbu.fanya.chaoxing.com，详细情况可以参见附件 1

超星网络教学平台。这里先向全体教师推送教师端的操作指

南，先由教师根据本学期的教学任务，按照操作指南作好相关

课程维护，然后组织学生开展线上教学。

（二）智慧树网络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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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s://www.zhihuishu.com,请任课教师可以通过附

件2智慧树网络教学平台中的建课操作手册及翻转教操作手

册，自主学习完成课程线上线下内容设计。

（三）其他教学平台

任课教师也可以根据自身课程教学实际，自主选择一个平

台如“蓝墨云”、超星“学习通”、“微信群”或“QQ群”等

进行课程的线上线下设计，并按规定时间向学生推送学习内

容，所选择的学习平台需向系部进行报备。

四、课时认定

各类在线课程教学课时认定原则上根据学院标准课程计

算办法分类执行，其中：

（一）如果全部是自己的慕课，线下没有学时，按人才培

养方案中课程总学时计算；

（二）如果是自己建课，即使引用他人视频，也按人才培

养方案中课程总学时计算。

（三）如果直接采用智慧树或超星平台课程替代课程的，

线下没有学时，按照学校标准课时计算办法中课程管理的课时

计算办法计算标准课时。

五、其他说明

任课教师在进行线上课程教学时，也可参照附件 3福建省

高校精品在线课程（第一批）学习指南进行课程资源整合。

教学平台课程设计包含：制定教学计划、确定课程信息、

完成线上备课、教学开展与组织和设计考核权重等。

https://www.zhihui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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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超星网络平台

2.智慧树网络平台

3.公共选修课报名表

4.福建省高校精品在线课程（第一批）学习指南

教务处

2020 年 2 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