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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推进情况 

 

2016 年底，我校正式开始启动学分制改革。 

成立了学分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以校长为组长，

各副校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及二级学院（部）院长

（主任）为成员。建立了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各职能部

门协同协作，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协调配合，按照“废改立”

原则，制定完善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举措。 

一、各部门已完成的工作： 

1.1.1.1. 教务处教务处教务处教务处：：：：    

（1）作为牵头部门，制定了学分制改革推行计划。 

（2）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泰山学院本科学生学分制改革

实施方案》（泰院政发[2017]6 号）、《泰山学院本科学生学分制

管理规定》（泰院政发[2017]7 号）、《泰山学院本科学生选课管

理办法》（泰院政发[2017]8 号）、《泰山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

法》（泰院政发[2017]20 号）、《泰山学院学生二次选择专业办法》

（泰院政发[2017]16 号）、《泰山学院 2017 年关于修订全日制本

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教处字[2017]14 号）。 

（3）4 月初向教育厅提出试行学分制申请，4 月 12 日正式

批复同意我校试行完全学分制。 

（4）5 月 8 日召开各院部教学负责人期中教学工作会议，

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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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务管理系统升级已完成招标工作，中标厂家于 6 月

5 日开始入驻实施升级。教务系统升级顺利进行中，系统服务器

环境已安装调试完成，多项个性化定制功能模块正在开发调试

中。 

（6）6 月 5日向教育厅汇报目前学分制推进情况。 

（7）在 6 月 19 日召开的期末教学工作会上，对学分制工作

进行了推动。 

2. 财务处财务处财务处财务处：：：：完成《泰山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泰院政

发[2017]9 号）文件的制定，提出了学分制改革后的收费标准。 

3. 学工处学工处学工处学工处：：：：完成《中共泰山学院委员会关于推行大学生导师

制的指导意见》（泰院党发[2017]15 号）文件的制定。 

4.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实验教学管理中心：：：：进一步挖掘校内实验用房资源，满

足学分制开课需求。 

二、各部门下步的打算 

1.1.1.1. 教务处教务处教务处教务处    

（1）完成教务系统初步建设。 

完成个性定制功能模块的调试，完成与财务系统、自助打印

系统、试题库在线管理练习测试系统的对接，系统整体功能测试。 

（2）完成教学秘书培训。 

对教学秘书、各相关部门教学管理系统操作人员进行系统使

用培训。 

（3）编印学分制相关手册，面向各单位进行学分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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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财务处财务处财务处财务处    

（1）按照学分制收费管理的要求，对收费系统升级，完成

与教务管理系统的对接，实现数据共享，满足学校教学改革的需

要。 

（2）做好实行学分制收费的准备工作，向省教育厅、省财

政厅、省物价局提出实行学分制收费的申请。 

3.3.3.3. 学工处学工处学工处学工处    

7 月 31 日前完成相关文件的制定和修订： 

（1）修订《泰山学院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泰山学院

学生奖学金条例》。 

（2）制定《泰山学院大学学生管理预先警示制度实施办法》、

《泰山学院大学生离校请假管理办法》。 

4.4.4.4.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实验教学管理中心    

7 月 10 日前完成《泰山学院实验教学管理规定》等七项管

理文件的审定发文工作。 

 

                               2017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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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政发〔2017〕3号 

泰山学院关于公布 

学分制改革领导小组名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 21 号）、《山东省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的意见》

（鲁教高字[2003]9 号）、《关于印发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

学分制管理规定的通知》（鲁教高字〔2013〕14 号）等文

件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教师教学主动性，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不断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行学分制改革的通

知》（鲁教高处函〔2016〕24 号）要求，我校 2017 年试

行学分制改革，经研究决定成立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领导

小组，现公布如下。 

泰 山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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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领导小组名单 

                 

 

                                        泰山学院 

                                     2017 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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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秦梦华（党委副书记、院长） 

副组长：王雷亭（党委委员、副院长） 

于鸿远（党委委员、副院长） 

殷  敏（党委委员、副院长） 

徐  跃（党委委员、副院长） 

成  员：李向影（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主任） 

王光杰（人事处处长） 

王金剑（发展规划处处长） 

孟  华（教务处处长） 

李丽清（科研处处长） 

张首宏（学生工作处处长、团委书记、武装部部长） 

韩济长（财务处处长） 

宋  涛（招生就业处处长） 

王  宏（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刘睿智（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副主任） 

马学泰（后勤管理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 

孙先锋（保卫处处长） 

刘  虎（南校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高明国（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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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云（大学外语教学部主任） 

刘  欣（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 

刘明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郭  华（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马晓燕（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杨德运（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李  峰（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 

何国芳（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吕明才（外国语学院院长） 

彭淑贞（旅游学院院长） 

徐复智（体育学院院长） 

刘  钢（美术学院院长） 

娄本平（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兼院长） 

李  鹏（商学院院长） 

陈伟军（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刘淑娟（生物与酿酒工程学院院长） 

彭观明（机械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张立柱（管理学院院长） 

张文彬（经济学院副院长）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6日印发 

校对：孙文旗                   此件校内网公开发布     共印 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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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政办发„2017‟1号 

院长办公室关于公布 

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工作推进计划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各二级学院（部）：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为确保我校 2017 年试行学分制，现将

《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工作推进计划表》公布如下，请认真贯彻

执行。 

附件：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工作推进计划表 

                                        

                                   院长办公室 

                            2017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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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工作推进计划表 

时   间 主要内容 牵头部门 

2017年 1月 

成立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领导机构 党办院办 

启动学校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升级 
教务处 

出台 2017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意见  

2017年 1-3月 

出台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泰山学院本科生学分

制管理办法（试行）、泰山学院本科学生选课管理办法等

文件 

教务处 

出台泰山学院学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财务处 

挖掘校内教学及实验用房资源，满足学分制开课需求 
教务处、实验

教学管理中心 

进一步清查全校教学行政用房资源，合理调整使用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17年 1-4月 

（各部门制定适

应学分制改革的

文件草案） 

修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转专业

管理办法、双学位、双专业管理制度、课堂教学管理规定、

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学士学位授予条例（2017 级新生

开始执行）等制度 

教务处 

完善与学分制相关的“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制度”(导师

制管理等)和“激励与约束机制” 
人事处 

修订“学生科技创新管理规定”、“第二课堂管理办法”

等制度 
学工处 

制定“学生管理相关规定（行政班级日常管理等）”，修

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等制度 

完善与学分制改革相关的后勤管理制度 后勤管理处 

修订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含实验室开放等内容）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 

2017年 1-6月 
修订各专业 2017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2017版培养

方案课程教学大纲 
各二级学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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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主要内容 牵头部门 

2017年 3-6月 

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宣传和相关文件的解读 相关部门 

完成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初步建设，完成课程信息库的建

设，和相关部门对接共享 
教务处 

2017年 5月 各部门完善并印发相关的制度 相关部门 

2017年 6月 
在全校范围内宣传学分制改革（各职能部门对相关文件解

读） 
相关部门 

2017年 8月 编印《选课手册》，面向各相关单位进行培训 教务处 

2017年 9月 

自 2017 级本科生开始，正式实施学分制管理（中外合作

办学、校企合作办学学生除外），新生入学第一学期课程、

授课教师等由学校确定；第二学期以后的课程，由学生根

据选课要求进行自主选课 

教务处 

2017年 10月 
发放《选课手册》，面向大一新生进行培训由各二级学院

组织确定学业导师，并指导学生制定学业计划 
各二级学院（部） 

注：各有关部门可根据工作实际对表中列出的工作内容进行适当完善，工作要求应不低于

表中的内容 

 

 

 

 

 

 

 

 

    

 泰山学院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            2017年 1月 11日印发 

   校对：孙文旗          此件校内网公开发布       共印 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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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政发„2017‟6号 

 

 

泰山学院关于印发 

本科学生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泰山学院本科学生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望认真贯彻执行。 

 

 

                                 泰山学院 

                                    2017年 3月 26日 

                               

 

泰 山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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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本科学生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

第 41号）、《山东省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的意见》（鲁教高字„2003‟

9 号）、《关于印发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定的通知》

（鲁教高字„2013‟14号）、《关于进一步推行学分制改革的通知》

（鲁教高处函„2016‟24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教师教学主动性，促进学生

个性化发展，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决定在我校全面

深化学分制改革，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1.建立以学分制为核心的教学管理体系。建立以选课制为基

础，以导师制为保证，包括选课制、导师制、弹性修业年限、学

分互认制、重修制、主辅修制、创新实践学分认定等在内的教学

管理体系，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 

2.建立以学分制为核心的教学运行机制。建立按学年注册、

按学分缴费、按学分毕业、按绩点授予学位的学籍与学费管理机

制，赋予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专业、课程、任课教师、学

习进程的权利。 

3.完善以学分制为核心的教学信息化服务体系。提高教学管

理信息化水平，建立以选课中心、教务管理和网络教学平台建设

为载体的教学服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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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以学分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定与学分制管理相适

应的教学管理、收费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学籍管理、选

课管理、实验室管理、成绩管理、教学质量管理等规章制度，营

造学生个性化成长和学校创新创业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环境，提

高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整体水平。 

二、主要内容 

1.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1）优化课程体系。结合专业培养标准，构建课内与课外、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必修和选修课相结合，构建“3平台+3模

块”的课程体系，搭建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综合

素质课平台等 3个平台，保证专业基本知识点的传授和基本技能

的培养。注重结合我校专业自身优势进行课程体系的整合与教学

内容的改革，设置专业核心课模块、专业拓展课模块、实践教学

课模块等，不同专业可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进行选择，突出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 

（2）优化实践教学体系。适当加大实践教学比重，加强产

学研结合，推进实践教学方法改革，强化学生应用能力、实践能

力培养。构建第二课堂素质教育体系，加强创新创业能力、人文

精神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3）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将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认真研究产业、行业对

人才的需求，确定各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和质量标准，增

大创新创业教育学分比例。进一步完善由通识教育、专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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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和创新创业实践组成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2.加强课程建设 

（1）强化课程资源建设。减少修读总学分，加大选修课程

比例，选修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不低于 20%。鼓励教师多开

课、开好课，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鼓励教师将研究成果转化为

专业选修课程或通识选修课程，鼓励开设校地（校企）合作共建

课程、讲座课程等多样化课程。三年内基本实现每门课至少有两

位教师同时开课。 

（2）构建课程共建共享机制。加强校内外优质课程资源培

育和课程资源库建设，建立优质课程资源的校内、校际或区域共

享机制。鼓励学生跨方向、跨专业、跨学校选修课程。 

3.加强教务管理与网络教学平台建设 

在原有教务管理系统基础上，建立与学分制相适应的学分制

综合教务管理平台、网络教学平台及教学资源库、本科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库平台，实现学籍管理、师资管理、教学计划管理、选

课排课管理、考试管理、成绩管理、学业预警管理、检索查询、

毕业审核管理、专业评估等各环节的高效运行。 

4.改革教学管理模式 

（1）推行学生选课制。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间的衔接

关系，结合本人特长、兴趣和学习能力，学生在导师指导下选修

课程。 

（2）改革学籍管理制度。学生注册后方可选修课程、参加

课程考核。实行学业预警制度，对学期累计学分不能达到修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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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学生予以学业警告。完善在校本科生转专业规定，适度放宽

转专业的条件，适度提高转专业的比例。调整学生毕业和学位授

予资格的条件，调整学生学习年限。 

（3）完善主辅修制度。允许学有余力的部分学生结合自己

的特长、兴趣等，申请辅修第二专业。鼓励学生跨学校辅修其他

专业、选修其他专业课程，创造条件开展高校之间学分互认、课

程互选工作。 

（4）实施导师制。导师对学生进行思想上教导、学业上引

导、生活上指导，帮助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

展。导师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指导学生制订学习计划。 

（5）学分绩点制。学分绩点是学生学习质和量双重相关的

量化指标，根据学生所选课程的学分数及学习成绩进行综合计算

得出，可作为学生评优树先、学位授予等事项的重要依据。本科

学生符合毕业条件且学分绩点达到学校规定要求，方可获得学士

学位。 

（6）学分互认制。鼓励学生跨校选修课程，鼓励各学院同

国内外高校建立双向选课关系，经学校审核认定后，承认跨校的

选修课程学分。鼓励学生在线学习优质慕课课程，课程考试合格

后，学校承认所修读课程学分。 

（7）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完善学生评教、教师评学、

用人单位评价等教学质量评价与改进机制，建立与学分制改革相

配套的教师教学激励约束机制。 

（8）构建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评价体系。开展二级学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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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各二级学院建立起与教学质量挂钩的津贴分配制度。 

（9）改进教学方法和模式。大力开展课堂教学方法改革，

创新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鼓励探索慕课、微

课等新的课程形式，探索在线学习新模式，为学生在线自主学习

创造良好条件。 

（10）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方法。采用闭卷笔试、开卷笔试、

论文、作业等多种形式的综合课程考核方式；增加平时成绩比重，

将平时作业、课内实验、考勤等学习过程评价纳入考核结果。 

（11）教材订购和信息发布制度。逐步推行任课教师推荐教

材、学院审核、教务处备案、图书供应商服务、学生自主组织购

买的教材订购发行制度。建立教材订购发行服务信息系统，跨专

业、跨学院、跨校选修课程的学生可通过教材服务信息系统了解

教材信息并自主购买。 

5.实行教学工作分级管理 

赋予学院更多的管理职能和权限，实现管理重心下移，建立

学院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人才培养工作机制。支持学院自主开

展教育教学改革和专业特色建设，办出水平、办出活力，不断扩

大社会影响力。学校各职能部门为学院教学工作提供指导、服务、

协调和监督。 

6.按学分计收学费 

实行学分制收费改革，学生学费由专业注册学费和课程学分

学费构成。专业注册学费由学校根据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制

定并报省物价、财政部门核准,不同专业的专业注册学费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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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课程学分学费按学生实际修读课程的学分数收取，每学分学

费标准按照山东省物价部门的统一标准执行。每学年学生按规定

交纳学费取得学籍注册资格后，方可以通过教务平台选课。具体

收费按照《泰山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执行。 

7.改进人事管理 

人事部门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建立健全与学分制相适应的人

事管理制度。 

三、组织与保障 

1.成立学分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各副校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及二级学院（部）院长（主任）为成员的泰山学院学分制

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全面领导、协调学校学分制改革工作，制定

学校学分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及时研究解决学分制改

革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检查、指导学校学分制改革的工作

进程。 

2.建立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学分制改革将推进变专业管理为课程管理，变班级管理为学

生个人管理，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必须加强职能部门的协同协

作，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协调配合，按照“废改立”原则，制

定完善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举措，为全面推

进学分制改革提供坚实保障。各牵头职能部门具体任务分工如下： 

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成立泰山学院学分制改革领导机

构，完善校园网络信息平台，为师生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教学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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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服务。 

教务处：负责学生选课、课程资源等平台的建设，负责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等，制定和完善教学管理、学

籍管理、教学质量管理等规章制度。修订和完善学分制下的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完善教务管理系统建设，履行学籍管理、排课管

理、选课管理、考试管理、成绩管理、毕业审核管理等职能。 

人事处：加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学分制模

式下的人事管理和绩效分配制度，加强对学分制条件下教学管理

队伍人员配置和考核管理。 

学生工作处（团委、武装部）：完善学生管理相关制度，探

索与教学管理模式改革相适应的学生工作管理新模式，逐步建立

健全与学分制管理相适应的学生资助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

法。明确导师的权利、义务及待遇。完善学分制下学生公寓的物

业管理。 

财务处：制定及报批学分制模式下的学生收费标准，负责收

费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制定学校学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完善学分制下的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含

实验室开放等内容），加大实验室的开放力度，增设综合性、设计

性、创新性实验，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后勤管理处：完善学分制下的教室物业管理、饮食服务、班

车运营等管理制度。 

二级学院（部）：成立以院（部）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学分

制改革实施工作组，做好学分制改革的宣传、动员、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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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手段、教

学内容，强化教学资源建设。负责学生导师制的实施，负责学生

学习过程的监控和学业预警实施，负责各类课程或项目获得学分

的初级审核与认定。 

四、时间安排 

学校将从 2017 级新生开始实施学分制。具体时间及安排如

下： 

1.2017年 1月，任务分解，明确相关部门职责； 

2.2017年 1月-6月，完成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3.2017年 3月，向山东省教育厅递交试行学分制的申请； 

4.2017年 5月，各部门完善并印发相关制度； 

5.2017年 6月，各职能部门在全校范围内对相关管理制度解

读宣传，教学管理信息系统试运行； 

6.2017年 8月，面向相关单位进行培训； 

7.2017年 9月，自 2017级新生开始，试行学分制管理； 

8.2017年 10月，对 2017级新生进行培训，确定导师。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2017年 3月 26日印发 

校对：孙文旗             此件校内网公开发布       共印 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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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政发„2017‟7号 

 

 

泰山学院关于印发 

本科学生学分制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泰山学院本科学生学分制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望

认真贯彻执行。 

 

 

                                 泰山学院 

                                    2017年 3月 26日 

                               

 

泰 山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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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本科学生学分制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调动教师教学和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教育教学资源

利用率，适应学生多样化发展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教育部令第 41号）和《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

定》（鲁教高字[2013]14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学分，是学生学习量的计算单位，学生

学完某一课程后通过考核，成绩合格，即可取得相应学分。本规

定所称学分制，是指普通高等学校以学生取得的学分数作为衡量

和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基本单位，以达到基本毕业学分作为学生毕

业主要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 

第三条 学校实行导师制管理。导师根据所指导学生的具体

情况，指导学生以主修专业为主确定修业计划、修读课程、学习

进程、发展方向等。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泰山学院全日制本科生（中外合作办

学、校企合作办学专业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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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入学与注册 

 

第五条 按国家规定录取的新生，必须持泰山学院的录取通

知书，按学校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报

到者，必须事先向学校招生办公室请假，请假不得超过两周。未

请假或请假逾期不来校报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参军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服役期满后，可在退役当年或第二

年新生入学期间，持《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和我校录取通知书

办理入学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第六条 新生报到时，学校对其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

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册学籍。如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

通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

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新生入校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政策对其进行复

查。复查中发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取得学籍者，一经查实，即

取消学籍，情节恶劣的，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第七条  新生入学后必须按规定进行身体健康复查，在健康

复查中发现患有疾病的，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不

宜在校学习的，由本人申请、学校批准，允许保留入学资格一年，

回家治疗，期间不享受在校生的待遇，不具有学籍。保留入学资

格的学生必须在下学年开学前一周内凭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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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向学校教务处提出入学申请，并经校医院复查合格，方可

重新办理入学手续，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或逾期不办理入学手

续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八条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

不能如期注册的，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

费或者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未注册者不得参与

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或其他

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未按学校要求按期注册超过两

周的，视为自动放弃学籍。 

 

第三章 课程与学分 

 

第九条 学生必须参加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考核，

考核成绩记入本人学籍档案。 

第十条 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 

（一）必修课：是指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要求学

生必须修读的课程和实践性教育教学环节，包括全校学生必须修

读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含实践环节）等。

学生必须取得必修课的全部学分。 

（二）选修课：是指为反映专业培养方向，扩大学生知识面，

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根据学生本人意愿选修的课程，通常

包括综合素质课、专业拓展课。学生必须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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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分数，按选课要求取得规定的学分。 

第十一条 每门课程学分一般按每 16学时折合 1学分计算，

学分的最小计算量为 0.5。 

（一）课堂教学：理论教学 16 学时为 1 学分；单独设臵的

实验课 32学时为 1学分；公共体育课 32学时为 1学分。 

（二）实践教学环节：集中进行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如生产

实习（实习支教）、课程设计、社会实践、毕业论文（设计）等，

每周计 1学分；分散进行的，累计满一周计 1学分，一学期最多

18学分。 

（三）创新创业学分：学生应必修创新创业学分 2学分。鼓

励学生通过参加创新实践、创业实践、参加科技、竞赛活动等环

节获得创新创业学分奖励，可折算为专业拓展课学分，折算为专

业拓展课的学分不得超过 10 学分，按实际获得学分缴纳学分学

费。 

第十二条 最低毕业学分：四年制本科专业的最低毕业学分

一般为 160学分。学生须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类课程和学

分方能毕业。     

第四章 收费管理 

 

第十三条 学分制收费由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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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注册学费由学校根据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制定，不

同专业的专业注册费有所不同。课程学分学费标准为 100 元/学

分。 

第十四条 学生须在每学年开学前缴清专业注册学费，完成

缴费注册后方可选课。选课后需缴清学分学费后方可获得修课和

考核资格。 

第十五条 提前毕业或延长修业年限的学生，按照实际修业

年限缴纳专业注册学费。 

第十六条 休学当年已经缴纳过专业注册学费的学生，复学

当年无需重新缴纳。 

第十七条 因退学、转学等原因终止在本校学习时，所缴纳

的专业注册费，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学校相关文件处理。 

第十八条 毕业（结业）学生须结清在校期间全部专业注册

学费和学分学费，方可取得毕业（结业）资格并办理离校手续。 

 

第五章 学习年限 

 

第十九条 我校本科各专业的标准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修

业年限，允许学生提前或者延期毕业。学生提前修满培养计划规

定的学分，可以提前一年毕业。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未能修满

培养计划规定学分的，可以延长修业时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六年。参军保留学籍和申请休学创业的学生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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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含应征入伍保留学籍时间、休学时间）。超过此年限者，不

予注册学籍。修业年限自取得学籍计起。 

第二十条 对有特殊原因、特殊困难的学生，经学校批准可

以适当减免学费、勤工助学。学生因生病或者创业等原因不能连

续完成学业，可以实行间修制，允许其中断学习，保留学籍。每

次中断学习时间，一般以一年为限，累计中断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年限不得超过第十九条规定的时间。 

 

第六章 选课、重修、免修、免听 

 

第二十一条 选课：实行缴费注册选课制度，学生在交纳学

费办理注册手续后，才能取得选课资格。学生应按照所学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要求，根据学校开课计划和本人情况进行选课。学生

一般应在导师指导下按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顺序修读，有严

格修读顺序的课程，须先修读先修课，再修读后续课。选课数量

应与学生本人学习能力相符，学生平均每学期一般修读 20-27学

分，最低不得少于 14学分。 

第二十二条 各学期开设的课程，学校提前安排并公布。为

了保证教学效果，各学院（部）可根据教师的工作承受能力、教

学场地和教学设施条件，对教师所开课程数量及允许选修的学生

人数进行调控。 

第二十三条 学生可以根据校际间协议跨校修读课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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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校修读的课程学分（成绩），以及在线学习有关慕课课程，通

过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后，根据学校学分互认的相关规定予以认

定。 

第二十四条 重修：实行重修制度，学生课程考核不合格，

或考核合格但对成绩不满意，可以申请重修并按学校规定缴纳学

分学费。 

第二十五条 免修：实行免修制度，学生对人才培养方案规

定的课程已经修读过或通过自学等途径确已掌握，可以申请免修。 

（一）学生在获得修课和考核资格后填写《泰山学院本科学

生免修免听申请表》，向课程所在学院（部）提出课程免修申请，

由开课学院（部）组织免修考核，考核成绩不低于 85分者，按实

际成绩录入教务系统，取得相应学分。 

（二）经学校批准参加校际交流学习、转专业和转入我校的

学生，可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对其已修课程进行学分互认。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选修课以及包含实验环节

的课程，实验课、军训、实习（实训）、课程设计（论文）和毕业

设计（论文）等不得申请免修。  

第二十六条 免听：学生可以根据本人实际情况确定听课或

自学。学习成绩优秀、自学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免听某些课程全部

或部分内容。  

（一）免听要在选课期间提出申请，并填写《泰山学院本科

学生免修免听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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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所在学院对课程免听申请进行审核，经审核同意

后可免听课程。 

（三）获批免听的学生必须完成课程的平时作业、平时测验、

实践教学环节并参加正常考核，考核成绩合格者获得该课程学分。

不得免修的课程不得免听。 

（四）免听条件与限制 

1．已修必修课程学习成绩达优秀（或平均学分绩点 4.0 以

上）或准备申请提前毕业的学生可申请免听。 

2．所修必修课和限定选修课有过重修记录或因考试作弊受

过纪律处分的学生不得申请免听。 

3．学生每学期免听课程不得超过两门。    

第二十七条 学生因身体疾病或某种生理缺陷，经二级甲等

医院证明不宜上体育课者，可跟班上课见习或参加学校和体育教

师指定的其它体育项目的学习和锻炼，经考核合格给予相应的成

绩和学分。 

第二十八条 学生每学期免修免听课程合计不超过 6学分。 

 

第七章 课程考核、学分绩点、成绩记载 

 

第二十九条 考核：学生所修读的课程均应参加考核，考核

成绩合格可获得该课程学分。课程考核可以采用笔试、口试、实

际操作、提交论文（报告）等考试或考查方式进行。考核一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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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百分制，也可采用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级记分

制或其他记分方式。课程考核方式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为准。应

将平时作业、测验、实验、考勤等过程评价纳入考核结果，具体

比重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为准。学生缺课学时达三分之一者（不

含获批免听学生），取消其该课程考核资格。 

第三十条 补考：考核不及格的课程（不含公共选修课、专

业拓展课），考生只有一次免费补考机会。补考在每学期第二、三

周内进行，补考不合格的课程、考核不合格的实践环节（含单独

开设的实验课程、实习实训、课程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

等）须参加重修考试（包括考查，下同）取得相应学分。重修课

程、实践环节与正常修读课程、实践环节的考核方式一致。 

第三十一条 缓考：学生因公、因病、因同时修读的不同课

程考核时间冲突或因其它不可抗拒的因素，不能参加课程正常考

核，必须于考试前一天到所在学院办公室办理手续，并填写《泰

山学院学生缓考申请表》，经教学院长审核，报教务处批准后，方

可进行缓考。考试进行之中或之后申请补办缓考手续的一律无效，

且按旷考处理。缓考安排在该课程的补考时间进行，缓考成绩按

试卷得分记载。缓考形式及难度与正常考核一致。缓考不及格者，

不再安排补考，必修课程应重修，选修课程应重选。 

第三十二条 旷考：学生无故不参加课程正常考核视为旷考，

旷考学生不得参加相关课程的补考或缓考，必须进行重修。旷考

两门以上（含两门）的，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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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学分绩点：学生学习的质和量用绩点制来综合

评价。平均学分绩点（Grade Point Average，GPA）可用作对学

生进行排名、奖励、评价和推荐选拔的依据。学分绩点的计算方

法如下： 

（一）课程绩点（以课程成绩百分制计算）：课程绩点=(课

程成绩÷10)-5。 

课程成绩不足 60分的，课程绩点为 0；采用优秀、良好、中

等、及格、不及格五级记分制的，课程绩点分别为：4.5、3.5、

2.5、1.5、0。 

（二）课程学分绩点：课程学分绩点=课程绩点×课程学分

数 

（三）平均学分绩点：平均学分绩点=符合条件的课程学分

绩点之和÷相同条件的课程学分之和。计算平均学分绩点时，根

据四舍五入规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平均学分绩点计算的课程范围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核心课（含实践环节）。 

第三十四条 成绩记载：旷考和补考不合格的课程，课程绩

点为 0；补考合格的课程，无论成绩高低，课程绩点为 1；缓考、

免修和重修的课程，按照第三十三条的方法如实计算课程绩点。

多次重修的课程按最好成绩记载，课程学分数不变。补考或重修

后的成绩在记分栏中注明“补考”或“重修”字样。 

严格执行学校关于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的相关规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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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或作弊的学生，该课程成绩记零分，不能参加补考，计入平

均学分绩点统计。处分情况如实记入个人学籍档案。 

学生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其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及已

获得学分，学校予以记录。学生重新参加入学考试、符合录取条

件，再次入学的，其已获得学分，经学校认定，可以予以承认。 

第三十五条 成绩复核：对成绩有质疑者，可于下学期开学

后一周内向开课学院（部）提出成绩复核申请，由开课学院（部）

分管教学副院长（副主任）、任课教师和教学秘书进行复核。若成

绩有误，由开课学院（部）更正成绩。新学期开学一周后，不再

受理成绩复核申请。 

 

第八章 双学位与辅修第二专业 

 

第三十六条 学习成绩良好（第一学年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

点>3.0）且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修读双学位或辅修第二专业（统称

辅修专业，下同），具体要求见《泰山学院双学位、辅修第二专业

教育实施办法》。辅修专业的选课、重修、免修、免听等按照第六

章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学生修读辅修专业课程，课程成绩不纳入平均

学分绩点的计算。辅修专业课程考核不合格，不影响主修专业的

学分及毕业。 

第三十八条 修读双学位、辅修第二专业的学生，不再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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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学习时间，其学习年限按照第十九条的规定办理。 

 

第九章 转专业与转学 

 

第三十九条 学生转学、转专业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省内转学：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学校审核，经拟转入

学校同意，报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认转学理由正当，可以办理

转学手续； 

（二）跨省转学：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校及拟转入学校

同意后，报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认转学理由正当，发函至转入

学校所属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同意转学后再办理转出手续； 

（三）转专业：按照《泰山学院学生二次选择专业管理规定》

执行。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

学校优先考虑； 

（四）申请转专业、转学的学生，在未办理完有关手续前，

必须在原专业学习，否则视为违反学习纪律。 

 

第十章 休学与复学 

 

第四十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休学。 

（一）因病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需停课治疗，修养时

间超过一学期三分之一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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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考勤，一学期因请假致使缺课超过该学期总学时

三分之一以上的； 

（三）因自主创业或其他特殊情况，本人申请或学校认为必

须休学的。 

第四十一条 学生因故休学，由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书

面申请，经学院审核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批。 

第四十二条 学生休学一般以一年为限。如有特殊情况，学

生可向学校教务处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可连续休学两年，

但累计不得超过两年。学期结束前开始休学的，该学期按休学处

理。 

第四十三条 休学学生必须办理离校手续，学校予以保留学

籍；保留学籍期间，不享受在校生的待遇。 

第四十四条 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其学籍保留至退役后二年。应征入伍的学生两年服

役期满后如不能按时返校办理复学手续，需提前向学校教务处提

交书面申请（附团级及以上部队出具的正式证明文件）。 

第四十五条 因病休学的学生休学期满后，应于学期开学前

一周持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康复诊断书，向原所在学院申请复学，

经院长签署意见，报教务处批准后办理复学手续，复学的学生编

入原专业的下一年级学习。如原专业没有招生，由原所在学院提

出意见，经学生本人同意，教务处批准，可转到相近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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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学业警告与退学 

 

第四十六条 取消留级、降级制度，学籍信息按教育部规定

标注。 

第四十七条 在校期间，单学期取得的学分低于 14学分者，

给予学业警告，由学生所在学院通知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 

第四十八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以退学： 

（一）经学校指定医院确诊患有疾病或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

校学习的；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

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三）连续休学两年或第二次休学后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

的； 

（四）本人申请退学的； 

（五）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六）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

的； 

（七）在校期间累计受到三次学业警告。 

第四十九条  学生的退学处理，应由所在学院院长签署意见，

报教务处审核，并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后出具学生处理决定

书，行文发布，由学生所在学院送交（达）本人，并通知学生家

长。无法送交（达）本人的，在学校教务处网站、校内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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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生生源所在地市级报纸公告 5个工作日，视同送达学生本人。 

第五十条 学生退学的有关事项，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退学学生，按学校规定的时间办理相关手续离校，档

案、户口退回家庭所在地； 

（二）退学的学生，若被诊断为精神病等不符合体检标准之

疾病者(包括意外伤残者)，由学生所在学院通知家长或抚养人领

回； 

（三）学校向退学学生出具退学证明。 

学生对退学处理有异议的，可在接到处理决定书或公告公布

后 10日内向泰山学院学生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逾期不申诉者，

视为自动放弃申诉权。 

 

第十二章  毕业与结业 

 

第五十一条 毕业：学生在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修完人

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取得规定的总学分，德、智、体等

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 

修完本专业规定学分（毕业论文（设计）除外）且平均学分

绩点不低于 4.0者，学生在第 6学期初，可向所在学院提出提前

毕业申请。由学校按毕业条件审核通过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审批，

并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方可提前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

的，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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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  结业：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达到规定的基本修业

年限，修完培养方案规定课程，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离校，

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结业的学生可在离校后(在修业年限内)向

学校提出重修申请，缴纳学分学费，参加重修学习并考试合格达

到毕业要求后换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 

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达到学校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未修完培

养方案规定的课程且尚未达到学校退学规定者，可申请继续在校

学习（安排住宿），并按时交纳学年注册费、学分学费、住宿费等

相关费用。 

达到学校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但未达到毕业要求者，予以永

久结业。 

第五十三条 授予学位：凡符合泰山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授予其学士学位。 

第五十四条 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或弄虚作假入学的学生，

不发给学历证明、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若已发学历证明、学历

证书、学位证书，由学校追回证书或宣布证书无效。 

第五十五条 学生毕（结）业时，应按规定日期办理离校手

续。 

第五十六条 若学历证书遗失或损坏，可由本人向学校教务

处提出申请，经教务处审核并报省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办理毕（结）

业证明书。学位证书遗失或损坏时，可由本人申请，由学校审核

后出具证明。 

— 36 —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细则自 2017年级学生开始实施。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2017年 3月 26日印发 

校对：王莹              此件校内网公开发布       共印 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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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政发〔2017〕8号 

 

 

泰山学院关于印发 

本科学生选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泰山学院本科学生选课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望认

真贯彻执行。 

 

 

                                 泰山学院 

                                    2017年 3月 26日 

                               

 

泰 山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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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本科学生选课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选课程序，优化教学资源，指导学生正确有效地选

课修读，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按照《泰山学院本

科学生学分制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学校实行以弹性学制和选课制为核心的学分制。本科

学生标准学制为 4年，一般允许学生在 3至 6年内完成学业，参

军保留学籍和申请休学创业的学生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8年（含

休学时间、应征入伍保留学籍时间）。 

第二条 学生平均每学期一般修读 20-27学分，最低不得少于

14学分。 

第三条 学生应根据本年级所修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导师

指导下制定本学期选课计划，确定所修课程，自主选择任课教师

和上课时间，导师应对学生的选课计划进行审核。 

第四条 学生一般应在选定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

课的基础上，再选定选修课，同一授课时段学生只能选修一门课

程。 

第五条 学生选课时，应考虑课程的修读顺序要求。对有先后

修读顺序要求的课程，应按先后顺序修读课程。 

第六条 选课的优先级从高至低为：本专业初选学生、本专业

重修学生、其它专业初选学生、其它专业重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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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实行网上选课，学生在进行网上选课前，应掌握上网

选课的操作方法，并严格按照选课系统的提示进行操作。 

第八条 选课分两轮进行，第一轮选课一般安排在学期末进

行，学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经导师审核的选课计划，在网

上选择修读课程。 

第一轮选课结束后，教务处根据选课情况对选课人数不足的

教学班进行停开课处理，选择相应课程的学生可在第二轮重新选

课。 

学生在选课期间如有疑问可及时向导师或本学院教学秘书

咨询。 

第九条 新生第一学期课程，由学校按专业培养计划安排，不

组织学生选课。 

第十条 学生选课工作结束后，学生可通过教务管理系统下载

本人课程安排表。学生按照规定程序选定课程后，无特殊原因不

得改选，确需改选的，应在开学后两周内向开课学院（部）提出

申请，由分管教学院长（主任）审批，同意后报教务处。 

第十一条 学生在选课期间，要认真核对所选课程是否与所

修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一致，如有差错应在选课系统开

放期间退选、重选。 

第十二条 学生凭借学号和密码登录选课系统进行选课，入

学时学校提供初始密码，学生应及时修改密码并严格保密。学生

遗忘密码，可凭本人学生证或身份证向所在学院教学秘书申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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臵密码。 

第十三条 主讲教师按教学班学生名单评定成绩。凡未列入

名单的学生不能参加考核，不记载成绩。凡列入教学班级名单的，

未参加考核且未办理有关手续者，按旷考处理。 

第十四条 选课结束后，一般不允许调整上课时间地点、变

更授课教师，若有特殊情况须按学校代课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一般每学期第 15周前，教务处公布下学期的开课

安排。 

第十六条 每学期选课具体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在选课前

学校公布的网上选课操作步骤和选课通知中规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7级学生开始执行。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2017年 3月 26日印发 

校对：叶长国             此件校内网公开发布       共印 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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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政发„2017‟20号 

 

 

泰山学院关于印发 
《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泰山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印发给你们，望认真

贯彻执行。 

 

 

 

                                  泰山学院 

                               2017年 6月 22日 

 

 

泰 山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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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教学工作量是教师完成教学工作任务数量的具体体现，是安

排教学工作、进行教学考核、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依据。为

加强教学管理，做好教学工作量计算工作，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一、教学工作量的组成 

教学工作量（M）由课堂教学工作量（A）和课堂教学外工作

量（B）两部分组成。其中课堂教学工作量是指教师完成课堂教学

环节（含备课、上课、课后批改作业和辅导答疑）的工作量，课

堂教学外工作量包括指导实习、见习、实训、毕业论文（设计）、

考试（命题、监考、阅卷）、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指导学生科

技创新活动、校内讲座等方面的工作量。 

教学工作量以“个”为单位来计量。1 个教学工作量是指完

成 1个标准班 1节课的课堂教学工作量。课堂教学外工作量参照

此标准进行核算统计。 

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一）课堂教学工作量（A） 

1.课堂教学工作量的统计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的计划控

制,以教务系统的实际排课数据为准。教师课堂教学工作量（A）

为其各门课程授课时数与相应课时系数乘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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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时系数的计算方法 

（1）依据各院部专业教学特点和课程类型确定标准班的学

生人数，具体如下： 

课程类型 学生人数 

公共基础课、综合素质课 60 

普通理论课程 40 

专业拓展课 30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专业课 30 

体育学类专业的技能课 20 

艺术学类专业 

美术学类及设计学类专业的技能课 15 

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的舞蹈技能课 10 

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的音乐技能课 5 

其他艺术学类专业的技能课 25 

教育学类专业 
美术类技能课 30 

音乐舞蹈类技能课 20 

实验课（含准备、上课、 

指导、批改实验报告等) 
30 

注：技能课指在专业实验室或实训场所开展教学的课程（计

算机房除外），若课程包含理论教学，理论教学比例不得高于 40%。 

（2）学生人数等于或少于标准班人数，课程系数为 1；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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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多于标准班人数，按每增加标准班人数的四分之一时增加课

程系数 0.1的比例计算（增加的课程系数不得超过 0.6）。 

（3）重复课，第一次上课课程系数为 1，第二次为 0.9，第

三次及以上为 0.8。 

（4）经学校备案认定的双语课系数再乘以 1.5。 

（5）经学校备案认定，任课教师首次开设的课程系数再乘

以 1.2。 

（二）课堂教学外工作量（B） 

1.考试环节：以标准化试题形式的闭卷考试命题，期中考试

每套试题计 2个教学工作量，期末考试每套试题计 2.5个教学工

作量，其他形式的考试命题每套计 1个教学工作量；评阅 10份标

准化闭卷考试试卷计 1个教学工作量，评阅 20份其他形式的考试

试卷计 1个教学工作量；监考 1场计 1个教学工作量。 

2.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毕业论文（设计）原则上按每生 5

—8个教学工作量计算。 

3.校内实践：各类课程设计、校内实训等校内实践教学活动，

原则上每个标准班每周按 16个教学工作量计算；实践周数超过学

分数的，按每个标准班每学分 16个教学工作量计算。 

4.校外实践：各类实习实训的指导，原则上每个标准班每周

按 10—15个教学工作量计算，不足一周按实际天数折算（每周 5

个工作日）；顶岗实习和实习支教开展满一学期，每个标准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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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计算。实践周数超过学分数的，按每个标准班每学分 10—15

个教学工作量计算。 

5.上述“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相关说明：系数计算方法参

照课堂教学课时系数计算方法（2）和（3）。普通类标准班人数按

40人计算；金工实习、数控机床标准班人数按 20人计算。 

6.校内讲座：在学校备案的校内讲座，每次按 6个工作量计

算。二级学院组织的校内讲座可参照执行。 

7.其他：参加实验室建设工作、指导学生参加上级安排的科

技创新活动的教学工作量，以及本办法未尽的其他教学工作量计

算问题，由院部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意见，经主管部门同意，按统

一标准适当计算教学工作量。 

（三）学科技能竞赛指导工作量（C） 

按照《泰山学院大学生学科技能竞赛管理规定（试行）》要

求，给予获得高层次奖励的指导教师一定工作量奖励（仅作奖励

使用，不作工作量统计），具体如下： 

获 奖 等 级 团队获奖指导 个人获奖指导 

国家一等奖 300 160 

国家二等奖 150 120 

国家三等奖 100 80 

省一等奖、赛区一等奖 60 40 

省二等奖、赛区二等奖 40 20 

省三等奖、赛区三等奖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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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工作量计算结果 

课堂教学优秀的教师，教学工作量为:M=1.2A+B；其他教师

的教学工作量为：M=A+B。 

三、教学工作量的管理 

1.一般课程的教学工作量由课程的归属院部负责计算。综合

素质课原则上由教师的归属院部负责计算，离退休或非教学院部

的教师担任综合素质课，由教务处统一计算。 

2.教学工作量每学期计算一次，学期末各院部汇总填写《泰

山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表》，报教务处审核存档。 

四、附则 

（一）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若出现新型教学工作量，

另作补充规定。 

（二）本办法从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起施行，原《泰山

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泰院政发（2012）95号）同时废止。 

（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泰山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表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2017年 6月 22日印发 

校 对：尹柯          此件校内网公开发布     共印 1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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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政发〔2017〕16号 

 

 

泰山学院关于印发 

《泰山学院学生二次选择专业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泰山学院学生二次选择专业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泰山学院 

                                    2017年 6月 21日 

    

                            

 

 

泰 山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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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学生二次选择专业办法 

 

为贯彻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选择和个

性发展，充分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积极性，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办法。 

一、二次选择专业的基本原则 

1.公正、公平、公开。 

2.成绩优先、参考志愿。 

3.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 

二、二次选择专业的范围 

1.二次选择专业仅限于我校普通全日制一年级本、专科在校

生，不含专科起点两年制本科学生，不含艺术类、体育类、贯通

培养专业、校企合作专业、中外合作专业等特殊类别学生。 

2.学生按夏季高考及文理科划分标准，在各自范围内对可接

收专业进行选择。 

3.不同培养层次不允许调整。 

4.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执行。 

三、二次选择专业的资格条件 

（一）基本资格条件 

1.本科第一学年、专科第一学期无不及格课程。 

2.本科第一学年、专科第一学期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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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欠交学费。 

（二）跨学院二次选择专业资格条件 

符合以上基本条件，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在全校

范围选择专业。 

1.本科第一学年、专科第一学期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

名前50%。 

2.在某些方面有突出才能（有高水平论文、学术科研成果、

获奖证书等证明），转专业更能发挥其特长的。 

3.学生入学后发现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医疗

单位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有关专业学习

的。 

（三）二级学院内选择专业资格条件 

二级学院内部二次选择专业的条件由学院自主设定，但须符

合调整范围和基本条件，并报教务处备案。 

四、二次选择专业的程序 

1.本科学生于第三学期初、专科学生于第二学期初可申请二

次选择专业。每个专业最终录取人数不得超过转入年级学生数的

30%。 

2.各学院分别确定每个专业跨学院以及二级学院内部二次

选择专业学生人数及录取原则，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报

学校审批、备案。学校根据社会需求、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因

素，确定二次选择专业计划人数和要求，向学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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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学院统计本科学生第一学年、专科第一学期必修课程平

均学分绩点，按专业进行排名，并将排名情况在本院范围内公示。 

4.申请二次选择专业学生填写《泰山学院学生二次选择专业

申请表》（附件1），在学生所在学院报名，由学院进行审核、汇

总后，按规定时间报教务处。 

5.学校对跨学院二次选择专业学生的申报资格进行复核，分

专业按学生平均学分绩点由高到低依次录取，拟录取学生名单将

发至各二级学院公示。 

各学院对本学院内二次选择专业学生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核，

依据设定的资格条件确定录取名单，报教务处审批通过后，在本

院范围内公示。 

6.申请二次选择专业的学生，在未办理完有关手续前，必须

在原专业学习，否则视为违反学习纪律。 

五、学籍管理和教学安排 

1.二次选择专业学生在结果公布后一周内到转入专业所在

学院报到。凡已办理报到手续的学生不得再次申请转专业。接收

学院负责二次选择专业学生的教学、学籍、档案和管理工作。 

2.二次选择专业学生在原专业取得的学分，由转入学院根据

教学计划予以确认。原专业与新专业课程名称相同的课程，学分

数以最低计算，若不够新专业学分要继续补修。未修的专业基础

课等必修课程，学生可申请以跟班听课或自学的方式修读并参加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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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事项 

1.对转专业成功的学生，不再受理其转回申请。 

2.学生二次选择专业后按照转入专业当年学费标准缴纳学

费。 

3.学生原专业所用教材已经发放的不再退换，新教材随转入

专业配发。 

4.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泰山学院学生二次选择专业

暂行办法》（泰院政发〔2014〕31号）同时废止，本办法由教务

处负责解释。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2017年 6月 21日印发 

校对：孙文旗       此件协同办公系统公开发布       共印 12份 

— 57 —



 

 

 
 

教处字[2017]14 号 

 

泰山学院 2017 年关于修订全日制本科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为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的需求，深入

贯彻《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

《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定》（鲁教高字[2013]14 号）、《关于做

好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鲁教高函[2016]16 号）及《关

于进一步推行学分制改革的通知》（鲁教高处函[2016]24 号）等文件精神，

在总结学校近年来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及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

将全面修订学校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现就

修订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 

培养目标：应包含培养的人才类型和服务面向等。 

培养要求：包括总体表述该专业需要学习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基础，需

要具备的专业素质和实践工作方法，以及需要掌握的专业基本技能；分项

表述毕业生应获得的具体知识和能力。 

设计开设课程与培养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一般每一门专业课程应与

两个以上培养要求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说明该课程不应该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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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方案分类 

1．按专业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2．双学位、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双学位课程标注：“**”；辅修第二

专业课程标注：“*”）。 

3．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方案。 

4．校企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方案。 

5．免费师范生人才培养方案。 

6．贯通培养人才培养方案。 

7．春季招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8．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专升本专业的课程标注：“△”）。 

三、培养体系及基本要求 

1．课程体系 

构建“3 平台+3 模块”的课程体系。其中，专业拓展课程模块中可包

含专业方向课模块、专业任选课模块，不同专业方向可根据人才培养目标

和定位进行选择。按照专业认证的标准开设课程。 

实践教学体系划分为认知实践、课程实践、生产（教育）实践、创新

创业实践四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模块，在具体组织方式上可分为实验、

实习、实训、课程设计、军事训练、毕业论文（设计）、科技创新、学科竞

赛、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教育等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表 1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构成及学分分配比例 

课程类别 构成 学分分配比例 课程性质 

（1）公共基础课 
教师教育类专业 50 学分左右； 

非教师教育类专业 40 学分左右 
必修 

（2）专业基础课 
教师教育类专业 20 学分左右； 

非教师教育类专业 24 学分左右 
必修 平台课程 

（3）综合素质课 ≥8 学分 选修 

（1）专业核心课 
教师教育类专业 40 学分左右； 

非教师教育类专业 46 学分左右 
必修 

专业方向课 
（2）专业拓展课 

专业任选课 

≥24 学分（生产实习或实习支教不
少于一学期的专业，专业拓展课学
分不低于 22 学分） 

选修 

课堂形式的实践
教学课 

 

模块课程 

（3）实践教学课 
其他形式的实践
教学课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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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丰富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创新创业课程占 2 个学分，是必修课程，

属于公共基础课。创新创业内容应体现并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学生

获得创新创业学分奖励，最高可折抵专业拓展课的 10 个学分。 

（2）开发教师教育类专业的选修课。学院进一步明确教师教育专业办

学定位，探索和构建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专业教育与教师教育相融合、

综合素养和实践教学技能相促进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彰显教师教育特色。

每个教师教育类专业至少开发教师教育类专业拓展课及综合素质课各 1 至

2 门，扩充选修课资源。 

2．基本要求 

培养方案基本内容应包括： 

（1）专业名称及代码 

（2）培养目标 

（3）培养要求 

（4）人才培养结构分析 

（5）学制及学分 

（6）授予学位 

（7）主要课程 

（8）课程结构学分比例表 

（9）课程设置及进度计划表 

（10）专业核心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11）课程关系图（简单表述课程先后关系、逻辑关系，并给出修读

指导意见） 

学分计算：理论课程（含课内实验、上机）原则上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

独立设置的实验类课程 32 学时计 1 学分，公共体育课 32 学时计 1 学分；

集中实践环节 1 周计 1 学分，有条件的专业可安排不少于一学期的生产实

习，教师教育类专业安排不少于一学期的实习支教，一学期按 18 学分计；

毕业实习不足一学期的，一般不超过 12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 学分。 

学分构成：各专业总学分严格控制为 160 个。增加实践教学学分比重，

理科与工科专业不低于总学分的 30%，其他类专业不低于总学分的 20%。

选修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不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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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 

课程名称、开课单位及其编号：对于要求相同、内容相同、学时相同

的课程，各专业必须使用规定的统一名称，并由教务处组织开课单位进行

统一编号，未经教务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对于要求不

同的同一名称课程，课程名称后加简要汉字或字母进行区别。对于学时多、

分几个学期安排教学的课程，安排几个学期就算几门课程，并在相应课程

名称后加注 ABCD 等字母区分。所有课程均根据学科归属指定开课单位，

新增课程需报教务处统一编码后录入教务管理系统。 

四、组织实施 

（一）工作要求 

1．明确责任，相互配合。专业所在学院负责主持修订，加强与开课学

院（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凡是涉及跨学院的课程均须双方同意。 

2．强化领导，精心组织。成立由院长、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组成

的本科培养方案制定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修订所辖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

各专业应成立由 3-5 名专家（包括行业、企业专家）组成的专业培养方案

修订小组，具体负责培养方案修订的调研、起草与论证工作。学院教学工

作指导委员会负责审核，确保方案质量。 

3．整合资源，系统设计。不同专业开设的相近或相同课程，应实现教

学资源的共享。同时，坚决杜绝因人设课。 

4．全员参与，对接规范。各专业应发挥全体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积

极性，实现全员参与；要深入行业企业和兄弟院校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

参考教育部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专业规范的相关要求，借鉴国内

外教学改革成果。有条件的专业还应参照专业认证标准、职业资格要求等

修订培养方案。 

（二）工作流程 

1．学校下发文件征求意见稿，3 月 9 日前各教学单位反馈电子版修改

意见。 

2．4 月下旬，下发正式文件，各教学单位将本科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

导小组名单、修订工作小组人员名单、工作安排报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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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学院聘请校外专家论证所辖各专业培养方案，召开院教学指导委

员会。 

4．各专业于 6 月份或之前组织人才培养方案审核答辩会，并将新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报教务处，学校最终定稿印刷。 

 

 

附件： 

1．XXXX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2．部分公共课、基础课安排表 

3．教师教育类专业部分课程安排表 

4．大学数学分平台课程安排表 

5.非英语专业学生大学英语课程安排表 

 

 

 

泰山学院教务处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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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专业代码：××） 

（专业英文名称：××） 

一一一一、、、、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培养目标 

如：本专业培养掌握……（理论和知识），具备……能力，能在……部门从事……

工作的具有……高级专门人才。 

二二二二、、、、培养要求培养要求培养要求培养要求    

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理论或知识，受到……方面的训练，具有从事……的

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 

三三三三、、、、人才培养结构分析人才培养结构分析人才培养结构分析人才培养结构分析 

项目 培养内容 支撑课程/教学环节 

通用   
知识 

专业   

通用   
能力 

专业   

通用   
素质 

专业   

四四四四、、、、学制及学分学制及学分学制及学分学制及学分 

基本学制：4年    学制：3～6年 

总学分：××学分   总学时：××学时 

五五五五、、、、授予学位授予学位授予学位授予学位     ××学士。 

学科门类： ××            授予学位：××学士 

六六六六、、、、主要课程主要课程主要课程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是指保证业务培养要求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写出课程名称（可参

考教育部 2012 年本科专业目录确定）。 

七七七七、、、、课程结构学分比例表课程结构学分比例表课程结构学分比例表课程结构学分比例表    

课程体系 课程类型 学分 比例（%） 

公共基础平台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平台 专业基础课   

综合素质平台 综合素质课   

专业核心课程模块 专业核心课   

专业拓展课程模块 专业拓展课   

课堂形式的实践教学课  
实践教学课程模块 

其他形式的实践教学课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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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课程设置及进度计划表课程设置及进度计划表课程设置及进度计划表课程设置及进度计划表    

学时数 学分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

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学时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总 

学分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建议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九九九九、、、、专业核心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专业核心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专业核心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专业核心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核心课程 培养要求 1 培养要求 2 培养要求 3 培养要求 4 培养要求 5 …… 

       

       

       

       

十十十十、、、、课程关系图课程关系图课程关系图课程关系图    

主要是建立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先后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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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部分公共基础课安排表部分公共基础课安排表部分公共基础课安排表部分公共基础课安排表    

学时数 学分数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学时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总 

学分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建议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020123 形势与政策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必修 32 32  2 2  1～8 考查  

020103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Basic Course 

of Law 

必修 40 24 16 3 2 1 1 考试  

020142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Summa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istory 

必修 32 16 16 2 1 1 2 考试  

020052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

论 

Introduction to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必修 40 24 16 3 2 1 3 考试  

020063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必修 64 48 16 6 5 1 4 考试  

140006 大学体育 A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A 
必修 28 4 24 1  1 1 考试  

140007 大学体育 B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B 
必修 32 4 28 1  1 2 考试  

140008 大学体育 C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 
必修 32 4 28 1  1 3 考试  

140009 大学体育 D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D 
必修 32 4 28 1  1 4 考试  

070057 大学 IT 
Colle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必修 64 32 32 3 1.5 1.5 2 考试  

690002 
心理素质教

育 

Psychological 

Quality 

Education 
必修 14 14  1 1  1 考查  

730002 
生涯规划与
就业指导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必修 16 16  1 0.5 0.5 2 和 6 考查  

690001 
军事理论与

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必修    1  1 1 考查  

770001  
创新创业教
育（网络课

程）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

p Education 
必修 32 32  2 2 0 3 或 4 考查  

小计 706 502 204 40 2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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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教师教育类专业部分课程安排表 

1111、、、、教师教育专业必修课程教师教育专业必修课程教师教育专业必修课程教师教育专业必修课程（（（（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16161616 学分学分学分学分））））    

学时数 学分数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学时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总 

学分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建议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50152 三笔字 Writing Skill 必修 16 8 8 1   1 或 2 考试  

010299 
教师语言

A 

Teacher’s 

Language A 
必修 16 8 8 1   1 考试 原普通话 A 

010300 
教师语言

B 

Teacher’s 

Language B 
必修 16 8 8 1   2 考试 原普通话 B 

160370 心理学 Psychology 必修 48 40 8 3   2 考试  

160174 教育学 Pedagogy 必修 48 48  3   3 考试  

160520 
现代教育

技术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必修 32 16 16 2   3 或 4 考试  

160191 
课程与教

学论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必修 32 32  2   4 考试  

 

×××学

科教学设

计 

Teaching Design 

of ××× 
必修 48 32 16 3   4 或 5 考试 

原“学科教学
法”课程，课
程号由各学
院联系教务
处确定。 

小计  256 192 64 16      

2222、、、、教师教育专业选修课程教师教育专业选修课程教师教育专业选修课程教师教育专业选修课程（（（（限选不低于限选不低于限选不低于限选不低于 5555 学分学分学分学分））））    

学时数 学分数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学时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总 

学分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建议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60521 
教育心理

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选修 32 28 4 2   5 或 6 考查  

160183 教育哲学 
Educational 

Philosophy 
选修 32 32  2   5 或 6 考查 必选 

160522 
中学生心

理辅导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选修 16 16  1   5 或 6 考查  

160523 
教育研究

方法 

Research 

Method of 

Educational 

选修 32 32  2   7 考查  

小计  112 108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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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教师教育专业综合素质选修课程教师教育专业综合素质选修课程教师教育专业综合素质选修课程教师教育专业综合素质选修课程（（（（限选不低于限选不低于限选不低于限选不低于 4444 学分学分学分学分））））    

学时数 学分数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学时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总 

学分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建议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60065 
发展心理

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选修 32 32  2   5 或 6 考查  

160524 
中外教育

史 

History of 

Education 
选修 32 32  2   5 或 6 考查  

160525 
教师专业

发展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选修 32 32  2   5 或 6 考查  

    96 9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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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大学数学分平台大学数学分平台大学数学分平台大学数学分平台课程安排表课程安排表课程安排表课程安排表    

课程名称 平台专业 开设学期 学分 学时数 课程号 

高等数学 IA 1 5 80 060285 

高等数学 IB 
工科类 

2 6 96 060286 

高等数学 IIA 1 5 80 060287 

高等数学 IIB 
理科类 

2 4 64 060288 

高等数学 IIIA 1 5 80 060289 

高等数学 IIIB 
经济管理类 

2 4 64 060290 

高等数学 IV 文史(春招)类 2 4 64 060291 

线性代数  3(1-6 周) 2 32 06021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6-15 周) 3.5 56 060292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1．高等数学划分为四个平台，各二级学院可以根据专业需要进行选择； 

2．春季招生专业如果对数学要求不高，建议选择 IV 平台；否则，可以根据需要在

平台 I-III 中选择，教学过程中适当降低要求，考试单独出题； 

3．专科专业请在 I-IV 中选择，教学过程中适当降低要求，考试单独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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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非英语专业学生大学英语课程非英语专业学生大学英语课程非英语专业学生大学英语课程非英语专业学生大学英语课程安排表安排表安排表安排表    

课程名称 专业、层次 
开设 

学期 
学分 学时数 课程号 说明 

大学英语 IA 1 2.5 40 180047  

大学英语 IB 2 3.5 56 180048  

大学英语 IC 3 4 64 180049  

大学英语 ID 

普通本科 

4 2 32 180050 
第三学期未通过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的学生修读。 

专门用途英语 视专业而定 4 2 32  
第三学期通过大学英语四

级考试的学生修读。 

       

大学英语 IIA 1 2.5 40 180051  

大学英语 IIB 2 3.5 56 180052  

大学英语 IIC 3 4 64 180053  

大学英语 IID 

艺体类 

4 2 32 180054  

       

大学英语 IIIA 1 2.5 40 180055  

大学英语 IIIB 2 3.5 56 180056  

大学英语 IIIC 3 4 64 180057  

大学英语 IIID 

春季招生 

4 2 32 180058  

 

英语综合素质

课限定选修课 
普通本科 

5-8（任

选） 
2 32  

为保障英语学习四年不断

线，普通本科生在大三-大

四期间至少选修一门英语

综合素质课。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3+2 专升本专业参照普通本科教学安排修读大学英语 IC-ID。 

2．创新实验分级教学班、免费师范生参照大学英语 IA-ID 单独成班教学。 

3．大学俄语、大学日语参照普通本科教学安排单独编班教学。 

4．普通专科专业参照春季招生教学安排，修读大学英语 IIA-IIC。 

5．中加合作办学专业：根据加方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开设 ESL Basic、ESL 

Immediate 课程。 

6．大学英语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学生课外实践和自主学习时数建议≥3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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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政发„2017‟9号 

 

 
 

泰山学院关于印发 
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泰山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望认真

贯彻执行。 

 
 
 

泰山学院 

2017年 3月 26日 

 
 

泰 山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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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学分制学生的收费管理，保障学校和受

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是指学校以选课为前提，以学分

为学习计量单位，以取得规定的基本学分作为毕业和获得学位标

准的教学管理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收费,是指按专业注册学费和学

分学费两部分计收学费的收费管理制度。 

专业注册学费是指对不同专业收取的年度学费;学分学费是

指以专业基本毕业学分为计算基础收取的学费。 

第四条 学分制收费仅指学费部分，住宿费和代收费等按照

物价等部门有关规定收取。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实行学分制的全日制本科学生。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六条 学校财务处是学校管理收费工作的职能部门，代表

学校按照国家和上级有关规定拟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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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报上级物价部门审批后执行。学生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学校

其他部门和单位不得自立项目，自行收费。 

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是组织本学院学生按规定缴费的责任单

位，二级学院院长是本学院收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教职员工都

有责任和义务做好学费等费用的收缴工作，保证学生按时足额缴

费。 

第八条 学校招生、教学、学生管理等相关部门应积极支持、

配合学校财务处和各二级学院做好收费工作。 

第九条 各有关部门根据收费工作需要，及时向财务处提供

新生录取信息、新生学籍信息、学生学籍变动信息。学生学分信

息、学生学分变动信息、学费减免或缓交信息、住宿标准、住宿

变动、合作办学成本核算以及教材费、公寓用品费、军训服装费、

体检费、医疗保险费等代收费信息。 

第十条 学校收费使用上级有关部门规定的统一票据，实行

“收支两条线”，收取的费用全额纳入财务预算管理，按照国家

和上级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 

第三章  学费收费标准 

第十一条 专业注册学费由学校按有关规定根据不同专业的

生均培养成本、学生需求情况及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按学年

计收。专业注册学费按每学年 10 个月计算，不足 1 个月的按 1

个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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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专业注册学费=（基本学费总额-专业基本学分数×100）

÷基本修业年限。 

第十二条 学分学费按学分计收，学分收费标准不分专业，

每学分 100元。 

第四章  学费的缴纳及清算 

第十三条 每学年初，学生按不同专业的注册学费和年度平

均学分学费的总额预交学费，每学年结算一次，毕业时按所修学

分多退少补。 

第十四条 学生缴清代收费、住宿费及年度专业注册学费后，

方可注册学籍；缴清所选课程的学分学费后，方可取得修课和课

程考核资格。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能按时交纳学费的学生，需按

学校规定办理相关缓交手续后，方可取得注册和选课资格。 

第十五条 学生考试不及格的可免费补考一次，补考后仍未

获得学分的课程，应当重新学习，并按重新学习课程的学分交纳

学分学费。 

第十六条 学生修读双学位、辅修第二专业的，按实际修读

课程的学分交纳学分学费，在基本修业年限内免收专业注册学费。 

第十七条 学生提前修满培养方案规定学分可以提前毕业

的，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结算专业注册学费，按实际修读课程

学分结算学分学费。 

第十八条 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未能修满培养方案规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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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延长修业年限的，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在校延期修读的，应当

交纳专业注册学费和重新学习课程的学分学费；离校延期修读的，

应当交纳重新学习课程的学分学费。 

第十九条 学生毕业前，教务处提供毕业生多修学分、最后

一学年重新学习学分和提前、延期毕业的学生名单，财务处对毕

业生学费进行清算。 

第二十条 学生毕业、肄业、结业前，应当结清专业注册学

费、修读课程学分学费、住宿费和代收费等各项所欠费用，方能

办理离校手续。 

第五章  学籍变动缴费 

第二十一条 学生因故退学的，根据实际学习时间结算专业

注册学费，按实际修读学分结算学分学费。新生报到期间不能就

读的，退还已缴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其他费用据实结算。 

第二十二条 学生因故休学、保留学籍的，参照退学退费规

定退还相关费用。复学的，按就读年级学费标准交纳专业注册学

费和预付学分学费。 

第二十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转专业，转入专业的注册学费与

原专业不一致的，从转入学期起，按转入专业的学费标准交纳专

业注册学费和预付学分学费。转入专业的专业注册学费标准低于

原专业的，差额部分转入下学年注册学费；转入专业的专业注册

学费标准高于原专业的，按差额补交。因转专业补修课程的，需

— 74 —



 
                                                                                                                         

  

交纳补修课程的学分学费。转专业前已修读课程的学分学费不予

退还。 

第六章  学费减、免、贷管理 

第二十四条 学校财务部门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足额提取

学生资助经费，用于学生学费减免、国家贷款风险补偿、勤工助

学、奖助学金和困难补助等方面的支出。 

第二十五条 各二级学院和学校财务部门应协助学校资助管

理中心组织好经济困难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财务处负责

将学生贷款与学生应交费数据关联核对，余款定期退入学生交费

银行卡内。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校企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标准按照

省有关部门批复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7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开始施行，

2016级及以前入校的学生仍按原办法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收费管理问题由财务处负责解释，有关

学分问题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2017年 3月 26日印发 

校对：和艳美            此件校内网公开发布       共印 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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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党发〔2017〕15 号

中共泰山学院委员会关于

推行大学生导师制的指导意见

按照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下

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和山

东省高校工委、教育厅下发的《山东省高校德育综合改革指导纲

要（试行）》的精神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切实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工作落到实处，结合我校实际，逐步推行实施大学生导

师制，制定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中共泰山学院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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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成长为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建立和实施大学生导师制，要做到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

合，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

严格管理与言传身教相结合，不断完善教师教书育人的良好工作

机制，营造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科育人、全过程育人的良

好氛围，全面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

二、导师任职条件

（一）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二）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品德高尚，

爱岗敬业，关心学生成长。

（三）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较高的学术

理论水平和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能够准确把握教育规律。

（四）具有一定的学生工作经验和组织活动能力，有较高威

信，身心健康。

三、导师工作职责

（一）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以及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公民道德教

育。

（二）对学生选课、专业或专业方向选择、学习方法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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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确立成才目标。

（三）指导学生参加专业学习和课题研究，定期为学生开设

专题学术讲座，指导学生积极开展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和科

技创新活动。

（四）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业进展情况以及

专业能力、素质培养情况，指导学生正确解决在学习、生活、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五）采取集体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每学期的重

要节点（开学初、期中、期末）应对学生进行一次集中指导，个

别指导可根据学生实际具体安排，要特别关注特殊群体学生的健

康成长。

（六）主动与学生工作、教学主管和就业部门搞好配合协作，

主动协助做好学生的困难帮扶、心理疏导和就业指导工作。

四、导师聘任与考核

（一）各二级学院成立以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大学生导师

制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制定实施办法和导师的聘任考核。

（二）导师制的实施可根据学生成长发展特点，分阶段、分

模块、分类实行。

（三）各二级学院每年要对导师的德、能、勤、绩进行考核，

并记入档案。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务晋升、

岗位聘任和奖酬金发放的重要依据。

（四）学校成立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学工处和教务处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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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导师制的检查督导，表彰奖励优秀大学生导师。

五、加强对导师制工作的领导

担任大学生导师是干部和教师的基本职责之一，各二级学

院、各部门在前期导师制推行的基础上，在 2017 级学生中全面实

施，要把大学生导师制的实施纳入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

项工作之中，积极探索研究，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抓好落实。

附：大学生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

中共泰山学院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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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王雷亭（党委委员、副院长）

于鸿远（党委委员、副院长）

组员：李向影（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主任）
崔耕虎（党委组织部部长）

马兆龙（宣传部、统战部部长）

王光杰（人事处处长）

孟 华（教务处处长）

李丽清（科研处处长）

张首宏（学生工作处处长、团委书记、武装部部长）

宋 涛（招生就业处处长）

刘 虎（南校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范正生（文学与传媒学院党总支书记）

石建军（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吴兆忠（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党总支书记）

苗元振（数学与统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赵继超（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李春海（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郑国兵（化学化工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李玉珍（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于 刚（旅游学院党总支书记）

— 80 —



张 升（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梁泰生（美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娄本平（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兼院长）

姜志远（商学院党总支书记）

王 乐（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田兆胜（生物与酿酒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刘献华（机械与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李明言（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曹志清（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2017年 5月 17日印发

校对：秦鹏 此件系统办公系统公开发布 共印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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