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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质量简报
总第 5 期（2021 年第 5 期） 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质量管理处

一、省地质局质量监督处副处长万炳志到学院开展质量检查

二、学校取得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三、学校公开示范课纪实

一、督导情况通报

二、CRP 数据平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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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动态

省地质局质量监督处副处长万炳志到学院开展质量检查

2021 年 11 月 9 日，省地质局质量监督处副处长万炳志一行到职

业学院质量管理工作进行了随机抽查。

检查期间，万炳志详细听取了学校信息化建设与质量管理工作的

汇报，查看了学校教学质量管理相关资料，观摩了学校信息化平台建

设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平台建设与运行情况，并与学院分管领导

和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检查交流。

检查组对我校质量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质量与

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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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取得GB/T19001-2016/ISO9001:2015标准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日前，我校通过了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对我校质量管理体

系文审和现场审核，经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委员会审核批准，我校

取得了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证书，体

系覆盖“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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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公开示范课纪实

编者按：根据《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2021 年公开示范课实施

方案》（鄂国资学院质 [2021] 3 号 ）文件精神，为了推进教师、

教材、教法“三教”改革，进一步引导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学理念，深入探讨课堂教学规律，钻研教材教法，促进教

师之间的教学经验交流，2021 年 12 月 15、18 日上午，学校举行了

两场校级公开示范课，示范课采用现场观摩与现场在线直播观摩的方

式进行，总计 200 多人参加了线上线下观摩。信息中心将进行视频剪

辑，后期将投放职教云供老师们观看学习。

培养健康人才，筑基体育强国

——学校公开示范课纪实（第一场）

12 月 15 日上午，质量管理处组织的 2021 年校级公开示范课在

体育馆篮球场顺利开展，本次课由基础课教学部（体育部）骆松老师

讲授。参加此次现场观摩活动的有副校长周从军、教务处、质量管理

处及各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

本次的公开示范课的教学内容是“原地单手低手投篮技术”。课

程设计结合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 BOPPPS

教学模式，各个教学环节联系紧密，设计合理。课中分为“游戏热身

练球性”、“点评作业明目标”、“翻转课堂找不足”、“模仿练习

学技术”、“组间竞赛验真功”、“达人展示做小结”六个部分。

整堂课以口令化教学为主，强化学生组织性、纪律性，提高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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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执行力；坚持体育课“以身体练习为主”，重点突出“教会、勤

练、常赛”中的教和练。从热身游戏环节学生的奋勇争先顽强拼搏，

到课中模仿练习环节的一丝不苟；从考核环节团结协作依靠团队力量

争取优异成绩，到最后课后号召学生了解体育明星的故事向体育明星

学习，无不体现了体育课程思政贯穿始终。

本次公开课一如既往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延续并总结上半年体

育研讨课和 2021 年湖北省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的经验与不足，重点

解决实时捕捉学生技术动作不到位、课堂点评效能不及时、课堂练习

密度不足、优秀学生课堂加分不及时等问题。

另外本次示范课首次引用了教学小助手（本次课小助手均来自于

校篮球爱好者协会），通过向小助手提前派发“任务单”的形式对小

助手的课堂管理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全程按照要求辅助教师很好地完

成了教学任务，尤其是最后小助手 1VS1 技术展示环节，做到“以技

服人”更是将课堂的氛围推向了高潮，提升学生对篮球项目赛事鉴赏

能力，达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课后，学院领导和督导对本次学校公开示范课给予了高度肯定，

他们认为本次公开示范课十分成功，对全校的信息化教学改革起到了

很好地引领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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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照片 2

照片 3 照片 4

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展示教学改革成果

——学校公开示范课纪实（第二场）

12 月 18 日上午，质量管理处组织的 2021 年校级公开示范课在

3211 宝玉石鉴定实训室顺利开展，本次课由自然资源与地理信息学

院谢旻君老师讲授，参加此次现场观摩活动的有副校长周从军、教务

处、质量管理处及各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

本次公开课由自然资源与地理信息学院谢旻君老师讲授，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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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蓝色系列玉石——青金石和方钠石的鉴定，结合岗位工作流程，

选取典型工作任务，设置相应的学习情境，按照一体化教学模式进行

教学展示，针对宝玉石鉴定环节繁复，设置“接玉—探玉—识玉—辨

玉—验玉—证玉”递进式六大教学环节，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课

堂变成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园地，并及时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指

导、点评和总结，达到了“做中学，学中做”的目的。

课堂上采用了案例教学、小组合作、现场实操等方式，结合显微

镜投屏技术、游戏测验等多种信息化手段，化难为易，突破教学重难

点，有效达成教学目标。对接“1+x”珠宝鉴定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教学组织渗透职业素养，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塑造学生做为珠宝鉴定

师“审慎求实、明辨笃行”的优秀品质。

此次教学公开示范课活动为我校教师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学习平

台，对教师教学理念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照片 1 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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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通报

一、2021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20 日督导情况通报

（一）2021 年秋季学校质量管理处督导室听课统计表

序号 周次
日期、星期及节

次
听课教师 授课教师 课程名称

“面对面反馈”

时间及人员

1 13
11 月 22 日 周

一第 5节

刘大利、熊

晓云、苏明、

张洪涛、冯

杰、蔡正权、

王新钰

赵萌萌 图形图像处理 2021-12-2（星期

四）8:30

冯杰

刘阳2 13
11 月 22 日 周

一第 6节
张秋爽

电子商务基础应

用

3 13
11 月 24 日 周

三第 1节
刘凌 Linux 操作系统 2021-12-2（星期

四）8:30

刘大利

杨晓4 13
11 月 25 日 周

四第 5节
梅忠

Java 编程基础学

习

5 14
12月 1日 周三

第 5节
李兴明

第四纪地质地貌

识别
2021-12-13（星

期一）14:30

张洪涛

张雪梅6 14
12月 1日 周三

第 6节
孙苗 建设工程法规

7 14
11 月 30 日 周

二第 5节
李杨

大学生体育与健

康
2021-12-9（星期

五）16:00

王新钰

吴玮方

8 14
12月 2日 周四

第 5节
方锐杰 实用英语

9 14
12月 3日 周五

第 1节
李怡玲 实用英语

10 15
12月 7日 星期

二 第 1节 刘大利、熊

晓云、苏明、

张洪涛、冯

杰、蔡正权、

王新钰

胡俊尧 C4D 三维广告 1 2021-12-17（星

期五）14:30

刘大利

杨晓11 15
12月 9日 星期

四 第 1节
顾红艳

使用 BootStrap

优化 Web 页面

12 15
12月 8日 星期

三 第 5节
贺人梅

网店运营推广实

训

2021-12-17（星

期五）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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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

刘阳13 15
12月 8日 星期

三 第 6节
吴静

旅游行业职业形

象塑造

（二）督导评课集中研讨意见

1.教师的专业素质良好，教态自然而从容，语言表达清晰流畅，态度

认真，课前准备较为充分。

2.部分青年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问题集中在

有些课程的教学目标不够明确，重难点不突出，教学内容和任务的安

排条理不清、层次不明。

3.教师还需加强课堂管理，关注学生考勤。课堂增加与学生的互动，

对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及时评价，把握教学环节的时间管理。

二、CRP 平台数据统计

2021 年 11 月份学生评教情况

教学学院

自然资源与

地理信息学

院

环境与工

程学院

汽车与机

电学院

信息与传

媒学院

财经商务

学院
平均值

满意度（%） 98.09% 98.75% 98.90% 98.45% 98.42% 98.52%

排名 5 2 1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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