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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文件 
 

安培〔2019〕10 号 

 
 

关于推荐下半年七门同步集中培训课程 

和两门面授课程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2019 年下半年全国

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中，有七门网络同步集中培训课程和

两次面授培训课程时间集中连贯，主讲专家团队实力雄厚，适

合我省高校教师集中参与，现单列如下，请各高校结合本校实

际组织教师参加培训。其中的七次网络培训课程将采用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我中心将特别安排相关课程的专家进行线

下现场指导，并配合做好该七门课程的服务保障工作。 

同步集中培训课程列表 

序号 培训课程 培训时间 主讲人 参训方式 主会场 

1 
高校新设专业建设 

专题 
10月 18-19日 

江珩（华中农业

大学）等 

网络直播，学员到分

中心/分会场 
网培中心 

2 
混合式“金课”教学设

计及实践应用 
10 月 25-26 日 

余建波（上海交

通大学）等 

网络直播，学员到分

中心/分会场 

黄山职业技术

学院 

3 
基于 AI人工智能的教

育教学实践与未来 
11月 1-3日 

钟义信（ 北京

邮电大学），   

文钧雷 （清华

大学）等 

主场学员学习 3天

（11月 1-3日），

网络直播学员学习 2

天（11月 1-2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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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课程 培训时间 主讲人 参训方式 主会场 

4 

高校“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的实施策略、优

秀案例与深化路径 

11月 8-10日 

王洪元（北京林

业大学），李梁

（上海交通大

学）等 

主场学员学习 3天

（11月 8-10日），

网络直播学员学习 2

天（11月 8-9日） 

华南师范大学 

5 

回归课堂，以研促教

——高校教师教学学

术能力提升 

11月 15-16日 
张树永（山东大

学）等 

网络直播，学员到分

中心/分会场 
网培中心 

6 
高校公共外语教学改

革与教学模式创新 
11月 22-23日 

王海啸（南京大

学，胡杰辉（电

子科技大学）等 

网络直播，学员到分

中心/分会场 
网培中心 

7 

课堂教学革命——运

用先进教学方法打造

一流课堂（金课） 

11月 29-30日 

董艳（北京师范

大学），马忠（北

京交通大学）等 

网络直播，学员到分

中心/分会场 
吉林师范大学 

 

面授课程列表 

序号 培训课程 培训时间 主讲人 参训方式 会场 

1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

设 
10月 22-23日 

李丹青（中国计

量大学）等 
面授 芜湖 

2 

教育信息化 2.0背景

下混合式课程建设与

教学应用 

10 月 25-26 日 
何聚厚（陕西师

范大学）等 
面授 合肥 

 

报名、培训方式及费用 

详见附件 

培训证书 

参培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评合格后由网培中心颁

发培训结业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在学校

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安徽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 

刘  鲲     0553-3862771  13905531219   

教育部网培中心联系人： 

薛萌蕾     010-58581199    xueml@he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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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年     13811050309    zhounian@hep.com.cn 

 

附件：1.关于举办高校新设专业建设专题专题研修班的

通知 

2.关于举办混合式“金课”教学设计及实践应用专

题研修班的通知 

3.关于举办基于 AI 人工智能的教育教学实践与

未来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4.关于举办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施策略、

优秀案例与深化路径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5.关于举办回归课堂，以研促教——高校教师教

学学术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6.关于举办高校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与教学模式创

新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7.关于举办课堂教学革命——运用先进教学方法

打造一流课堂（金课）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8.关于举办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专题研修班的

通知 

9.关于举办教育信息化 2.0 背景下混合式课程建

设与教学应用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安徽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9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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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举办高校新设专业建设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根据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心”）《2019

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高校新设专业建设专题研修

班将于 2019年 10月 18-19日举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各高校教学管理、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相关院系教

学科研机构负责人和各新设专业任课教师等，各高校应优先推荐中青

年教师参加培训。 

二、培训内容 

本次研修班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宏观背景，围绕当前高等教育

专业设置现状、目标定位和存在问题展开讨论，对跨学科融合本科专

业设置、学科专业群建设和新设专业建设质量问题进行分析讲解，并

提出对应策略。在主讲团队授课基础上，参训学员通过小组交流、网

络互动和主讲教师现场指导答疑等方式进行深入研讨，课程结束后需

参加在线内容的学习和交流，并完成相应作业。培训内容安排发布在

网培中心网站（http://www.enetedu.com）上。 

三、主讲教师 

本研修班由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张力秘书长、华中农业大学江珩

教授和北京联合大学周华丽研究员等共同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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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

主任、国家督学，北京等省市政府咨询专家。30 多年来专职从事公

共政策研究，多次参与起草党和国家重要文件。 

江珩，现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

长,曾任学校教务处教务科长、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兼任湖北

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

研究会理事，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 

周华丽，女，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本科教学评估办公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曾任该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荣获北

京市教学成果奖两项，主持完成国家和北京市多个教育科研项目。 

四、培训方式及费用 

本研修班在网培中心（北京）设主会场，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

训各分中心设分会场，利用网络培训系统进行实时培训和交互交流研

讨。培训费：参加主会场集中面授的学员为 1100 元/人(含资料费)，

参加各分中心、分会场网络培训的学员为 600 元/人。培训费用采取

刷卡或网银方式支付,由网培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住宿

费用自理。 

五、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教师需在网培中心网站、移动学习 APP（教师发展在

线）或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 enetedu）

上提前注册报名，已开通“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平台的高校，教

师可通过本校平台选课报名。到主会场参训学员如需住宿务请在网上

报名时注明，并提前到网培中心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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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业与证书 

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

评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电子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

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杨洋             手机：13811382732 

联系人： 刘玉钊           手机：13601376359 

咨询电话：4006699800           

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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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举办混合式“金课”教学设计及实践应用 

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根据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心”）《2019

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混合式“金课”教学设计及

实践应用专题研修班将于 2019年 10月 25-26日举办。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高校在职教师及相关研究人员。各高校应优先推荐中

青年教师参加培训。 

二、培训内容 

本研修班主要内容包括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过程中的要点及思路,

混合式教学金课的设计及教师如何利用在线教学资源开展混合式教

学等。在主讲团队授课基础上，参训学员通过小组交流、网络互动和

主讲教师现场指导答疑等方式进行深入研讨，课程结束后需参加在线

内容的学习和交流，并完成相应作业。培训内容安排发布在网培中心

网站（http://www.enetedu.com）上。 

三、主讲教师 

本研修班由上海交通大学余建波教授等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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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建波，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实验中心、

教务处、慕课推进办公室、慕课研究院等部门工作。2013年至今，

负责上海交通大学慕课课程的建设应用，在慕课建设与运行方面有丰

富的实践经验。 

四、培训方式及费用 

本研修班在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安徽黄山市）设主会场，在全国

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各分中心设分会场，利用网络培训系统进行实时培

训和交互交流研讨。培训费：参加主会场集中面授的学员为 1100元/

人(含资料费)，安徽省分中心不再设立分会场。培训费用采取刷卡或

网银方式支付,由网培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

理。 

五、培训时间、地点 

培训时间：2019年 10月 25-26日 

    每日上午 8:50-12:00   下午 14:00-17:00 

主会场和分会场地址及联系方式请登录网培中心网站进行查询。 

六、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教师需在网培中心网站、移动学习 APP（教师发展在

线）或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 enetedu）

上提前注册报名，已开通“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平台的高校，教

师可通过本校平台选课报名。到主会场参训学员如需住宿务请在网上

报名时注明。 

七、结业与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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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

评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电子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

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嘉             电话：010-58582489 

咨询电话：4006699800      手机：13910780960 

电子邮件：wangjia@hep.com.cn 

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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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关于举办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教学实践与未来 

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根据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心”）《2019

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教学实

践与未来专题研修班将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举办。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高校各专业一线教师以及教育信息技术部门、实验室、

教师发展中心、教务处等部门教师。各高校应优先推荐青年骨干教师

参加培训。 

二、培训内容 

本研修班将邀请国内人工智能领域学者、行业专家围绕人工智能

如何重塑教育与学习，大数据、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研

究前沿、教学案例等热点主题，多层面深层次探讨人工智能对高等教

育教学的影响。在主讲团队授课基础上，参训学员通过小组交流、网

络互动和主讲教师现场指导答疑等方式进行深入研讨，课程结束后需

参加在线内容的学习和交流，并完成相应作业。培训内容安排发布在

网培中心网站（http://www.enetedu.com）上。 

三、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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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门课程由著名人工智能研究学者钟义信教授、北京邮电大学郭

莉教授等主讲。 

钟义信，纽约科学院和发展中世界工程技术科学院院士，北京邮

电大学智能科学技术中心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国家

863计划通信主题首届首席专家。 

郭莉，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泛网无线通信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数据科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邮电大学国家级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负责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二级教授。 

四、培训方式及费用 

本研修班在网培中心（北京）设主会场，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

训各分中心设分会场，利用网络培训系统进行实时培训和交互交流研

讨。培训费：参加主会场集中面授的学员为 1600 元/人(含资料费)，

培训时间为 11 月 1 日-3 日（3 天）。参加各分中心、分会场网络培

训的学员为 600元/人，培训时间为 11月 1-2日（2天）。培训费用

采取刷卡或网银方式支付,由网培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畅想数字音

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

住宿费用自理。 

五、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教师需在网培中心网站、移动学习 APP（教师发展在

线）或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 enetedu）

上提前注册报名，已开通“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平台的高校，教

师可通过本校平台选课报名。到主会场参训学员如需住宿务请在网上

报名时注明，并提前到网培中心报到。 

六、结业与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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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

评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电子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

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雷              手机：13811005540 

咨询电话：4006699800      电话：010-58581065 

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5日 

 

 

 

 

 

 

 

 

 

 



13 
 

附件4 

 

关于举办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施策略、优秀案例与深

化路径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根据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心”）《2019

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

施策略、优秀案例与深化路径专题研修班将于 2019 年 11 月 8-10 日

举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各高校专业教师以及相关院系教学科研机构负责人

等。各高校应优先推荐中青年教师参加培训。 

二、培训内容 

本研修班结合高校课程教学的现状探讨高校课程思政的改革方

向、设计思路和实施策略，并通过多个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的展示

和教学设计的分享，帮助参训教师了解和熟悉不同模式的课程思政教

学创新，拓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视野，了解不同学科课程下课程思

政有效教学模式的课程设计思路与教学实施路径。在主讲团队授课基

础上，参训学员通过小组交流、网络互动和主讲教师现场指导答疑等

方式进行深入研讨，课程结束后需参加在线内容的学习和交流，并完

成 相 应 作 业 。 培 训 内 容 安 排 发 布 在 网 培 中 心 网 站

（http://www.enetedu.co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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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讲教师 

本研修班由北京林业大学王洪元教授、上海大学李梁教授等共同

主讲。 

王洪元，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先后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

材研究中心和教育部办公厅、综合改革司工作。 

李梁，法学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曾经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等荣誉称号。 

四、培训方式及费用 

本研修班在华南师范大学（广州）设主会场，在全国高校教师网

络培训各分中心设分会场，利用网络培训系统进行实时培训和交互交

流研讨。培训费：参加主会场集中面授的学员为 1600 元/人(含资料

费)，培训时间为 11 月 8-10 日（3 天）。参加各分中心、分会场网

络培训的学员为 600元/人，培训时间为 11月 8-9日（2天）。培训

费用采取刷卡或网银方式支付,由网培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畅想数

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

排，住宿费用自理。 

五、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教师需在网培中心网站、移动学习 APP（教师发展在

线）或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 enetedu）

上提前注册报名，已开通“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平台的高校，教

师可通过本校平台选课报名。到主会场参训学员如需住宿务请在网上

报名时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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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业与证书 

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

评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电子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

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刘旭             手机：13811355426 

咨询电话：4006699800      电话：010-58581532 

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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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关于举办回归课堂、以研促教——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 

提升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根据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心”）《2019

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回归课堂、以研促教——高

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将于 2019年 11月 15-16日举办。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各高校专业教师以及相关院系教学科研机构负责人

等。各高校应优先推荐中青年教师参加培训。 

二、培训内容 

本次研修班旨在探讨高校教师如何结合自身的教学工作开展教

学研究，以促进自身教学学术能力的提升，并利用教学研究成果进一

步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多名专家将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与教学研究

经验，阐释进行教学学术活动的重要意义、内涵属性及主要内容，解

读教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选题技巧，并从不同维度对多个教学研究的

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为教师教改项目研究与教研论文撰写提供借鉴和

指导。在主讲团队授课基础上，参训学员通过小组交流、网络互动和

主讲教师现场指导答疑等方式进行深入研讨，课程结束后需参加在线

内容的学习和交流，并完成相应作业。培训内容安排发布在网培中心

网站（http://www.enetedu.co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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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讲教师 

本研修班由山东大学张树永、北京理工大学高琪等主讲。 

张树永，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

本科生院副院长、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化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 8

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教研论文 50 篇。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教育

厅实验教学一等奖；曾获宝钢基金优秀教师奖等奖项。 

高琪，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教师。长期从事本科教学和教学

研究工作。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多篇，主持各级教改立项

项目 5项。作为国际教与学学术协会（ISSOTL）会员，多次参加国际

教学学术大会并做大会发言和专题报告。2014 年曾赴美国布朗大学

教学研究中心做教学技能、教学咨询和教与学学术（SoTL)的专题研

修。 

四、培训方式及费用 

本研修班在网培中心（北京）设主会场，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

训各分中心设分会场，利用网络培训系统进行实时培训和交互交流研

讨。培训费：参加主会场集中面授的学员为 1100 元/人(含资料费)，

参加各分中心、分会场网络培训的学员为 600 元/人。培训费用采取

刷卡或网银方式支付,由网培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住宿

费用自理。 

五、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教师需在网培中心网站、移动学习 APP（教师发展在

线）或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 ene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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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前注册报名，已开通“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平台的高校，教

师可通过本校平台选课报名。到主会场参训学员如需住宿务请在网上

报名时注明。 

六、结业与证书 

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

评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电子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

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杨洋             手机：13811382732 

咨询电话：4006699800      电话：010-58581065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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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关于举办高校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与教学模式创新 

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根据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心”）《2019

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高校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与教

学模式创新专题研修班将于 2019年 11月 22-23日举办。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各高校公共外语课程专任课教师及相关学科研究人

员等。各高校应优先推荐中青年教师参加培训。 

二、培训内容 

本研修班结合我国高校公共外语教学改革背景，解读大学公共外

语发展趋势与热点。课程将涉及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与国际化人才培养、

公共外语教学多元评价体系的设计与应用、大学公共外语课程改革与

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和大学公共外语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创新等内

容。在主讲团队授课基础上，参训学员通过小组交流、网络互动和主

讲教师现场指导答疑等方式进行深入研讨，课程结束后需参加在线内

容的学习和交流，并完成相应作业。培训内容安排发布在网培中心网

站（http://www.enetedu.co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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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讲教师 

本研修班由东南大学李霄翔教授等主讲。 

李霄翔教授，东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曾担任教育部大

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试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高等学校外国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等。曾经获得

国务院特殊津贴、宝钢优秀教师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级

教学名师奖等。 

四、培训方式及费用 

本研修班在网培中心（北京）设主会场，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

训各分中心设分会场，利用网络培训系统进行实时培训和交互交流研

讨。培训费：参加主会场集中面授的学员为 1100 元/人(含资料费)，

参加各分中心、分会场网络培训的学员为 600 元/人。培训费用采取

刷卡或网银方式支付,由网培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住宿

费用自理。 

五、培训时间、地点 

培训时间：2019年 11月 22日-23日 

       每日上午 8:50-12:00   下午 14:00-17:00      

主会场和分会场地址及联系方式请登录网培中心网站进行查询。 

六、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教师需在网培中心网站、移动学习 APP（教师发展在

线）或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 enetedu）

上提前注册报名，已开通“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平台的高校，教

师可通过本校平台选课报名。到主会场参训学员如需住宿务请在网上

报名时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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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业与证书 

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

评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电子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

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嘉             手机：13910780960 

咨询电话：4006699800      电话：010-58582489 

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6日 

 

 

 

 

 

 

 

 

 

 



22 
 

附件7 

 

关于举办课堂教学革命——运用先进教学方法打造一流课

堂（金课）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根据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心”）《2019

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课堂教学革命——运用先进

教学方法打造一流课堂（金课）专题研修班将于 2019年 11月 29-30

日举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各高校专业任课教师、相关院系教学负责人、教学管

理部门负责人等。各高校应优先推荐中青年教师参加培训。 

二、培训内容 

本研修班响应我国高等学校课堂教学革命的推动要求，邀请教育

教学专家分析当前高校一线教师课堂教学的现状、存在问题和改进措

施，分享先进教学理念与方法，帮助一线教师着力打造有高度、有难

度、有挑战度的“金课”。在主讲团队授课基础上，参训学员通过小

组交流、网络互动和主讲教师现场指导答疑等方式进行深入研讨，课

程结束后需参加在线内容的学习和交流，并完成相应作业。培训内容

安排发布在网培中心网站（http://www.enetedu.com）上。 

三、主讲教师 

本研修班由北京交通大学马忠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穆肃教授等主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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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曾获首都

教育先锋教学创新个人、北京市教学名师、宝钢优秀教师奖。 

穆肃，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技术学系主任。担

任国内核心期刊《电化教育研究》《开放教育研究》《中国远程教育》

等和国外权威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的稿件评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远程教育、终身学习、在线学习、

技术支持下的教师专业发展 

四、培训方式及费用 

本研修班在吉林师范大学（长春）设主会场，在全国高校教师网

络培训各分中心设分会场，利用网络培训系统进行实时培训和交互交

流研讨。培训费：参加主会场集中面授的学员为 1100 元/人(含资料

费)，参加各分中心、分会场网络培训的学员为 600元/人。培训费用

采取刷卡或网银方式支付,由网培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畅想数字音

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

住宿费用自理。 

五、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教师需在网培中心网站、移动学习 APP（教师发展在

线）或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 enetedu）

上提前注册报名，已开通“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平台的高校，教

师可通过本校平台选课报名。到主会场参训学员如需住宿务请在网上

报名时注明。 

六、结业与证书 

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

评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电子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

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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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李雷               手机：13811005540 

咨询电话：4006699800        电话：010-58581065 

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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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关于举办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为进一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充分发挥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在

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提升高校教学质量和人才

培养能力，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决定在 2019年 10月 22-23日

在安徽芜湖市举办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专题研修班，现将研修班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各高等学校各院系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教研室主任、

副主任、课程组组长，及高校其他教研组织负责人和相关教学管理人

员。各高校应优先推荐中青年教学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二、培训内容和时间安排 

本专题研修班将在解读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新形势

和新挑战的基础上以及安徽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结合高校基层教

学组织的职能和定位，从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一流课程建设等

多个方面探讨基层教学组织的主要工作职责与方向，解读相关工作的

重点与难点，切实提升参训人员的业务能力与管理水平。 

 

三、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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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青，教授，现任中国计量大学标准化学院院长、院校管理与

标准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全国院校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浙江省高教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近年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课题 30 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浙江省重点教材 1 部，主持国家精品课程 1 门，获得浙江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奖项 20 余项。荣获全国教育科研优秀

教师、浙江省五一巾帼标兵、职业道德建设标兵等荣誉称号 20 余项。 

方 明，教授，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硕士生导师，发展规划处处长，高教研究所所长。1985 年 9 月至 1989

年 7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学习，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91

年 9 月至 1994 年 7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读硕士研究生，获教育

学硕士学位；1999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于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读

博士研究生，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95 年晋升讲师职称，2000 年晋

升副教授职称，2005 年晋升教授职称。安徽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安徽省教学名师。全国高等农业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学会教

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安徽省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安徽大学高

教所兼职教授，淮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潘志峰，教授，现任郑州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先后获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教学标兵”、郑州大学“教学名

师”、郑州大学学生“我最喜爱的老师”，主持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医

用物理学》。在研教学项目国家级 2 项、省部级 2 项，主编《医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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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多媒体教学课件》，获得省部级教学奖励 7 项，主持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及 MOOC 共 4 门。 

四、培训方式及费用 

本培训班为网络研修+集中面授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班，由全国

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主办。集中面授地点设在安徽省芜湖市金鹰尚

美酒店（安徽省芜湖市中山北路 77 号）。培训费为 1500 元/人培训

费用采取刷卡或网银方式支付,由网培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畅想数

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

住宿费用自理。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所在单位按照相关规定报销。 

五、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教师可在网培中心网站、移动学习 APP（教师发展在

线）或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 enetedu）

上提前注册选课报名，已开通“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平台的高校，

教 师 可 通 过 本 校 平 台 选 课 报 名 。 或 将 报 名 回 执 发 送 至

85610005@qq.com。 

住宿地点：芜湖市金鹰尚美酒店 

集中培训时间：2019年 10月 22-23日 

    每日上午 9:00-12:00，下午 2:00-5:00 

集中培训地点：芜湖市金鹰尚美酒店六层大会议室 

网络研修时间：2019年 10月 21-1月 31日 

网络研修由学员在任意地点上网参加，学员可在报名后登录网培

中心网站，进入“个人中心-本门课程”，点击课程完成网络研修环

节。系列讲座具体时间详见网培中心网站通知。 

 

 

六、结业与证书 

mailto:或将报名回执发送至85610005@qq.com
mailto:或将报名回执发送至85610005@qq.com


28 
 

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

评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电子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

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周  年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电话： 13811050309 

刘  鲲  安徽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电话：13905531219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8日 

 

附件： 

参训回执 

姓名 学校 部门 邮箱 电话 是否住宿    

 

       

      

请于 10月 20日前将参训回执发送至 8561000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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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关于举办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混合式课程 

建设与教学应用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根据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心”）《2019

年下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教育信息化 2.0背景下混合

式课程建设与教学应用专题培训班将于 2019年 10月 25日—10月 26

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本培训班适合各高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教师发展中心、院系负

责人和高等学校承担教学任务的一线在职教师。各高校应优先推荐青

年骨干教师参加培训。 

二、培训内容 

教育信息化 2.0为现代教与学提供了全新的学习环境，手机等智

能终端设备为移动泛在学习提供了可能。基于教育信息化 2.0背景建

设混合式教学“金课”，成为目前信息化教学的热点。本次研修班邀

请到国内知名专家授课，旨在培养参训学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施教能

力，通过具体指导帮助参训学员提升混合式教学“金课”设计与实践

能力。具体内容安排发布在网培中心网站（http://www.enetedu.com）

上。 

三、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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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训班由陕西师范大学何聚厚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

授共同主持。 

何聚厚，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 

焦建利，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未来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广东教育学会网络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四、培训方式及费用 

本培训班由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协办。培训班为网络培训+集中面授相结合的混合

式培训，培训费为 1500 元/人。培训费用采取刷卡或网银方式支付,

由网培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

“培训费”发票。集中面授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五、报到和培训时间、地点 

集中面授时间：2019年 10月 25日-10月 26日 

每日上午：9:00-12:00，下午 14:00-17:00 

报到时间：2019年 10月 25日 8:30-9:00 

集中面授、报到地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第二教学楼现代教

学中心 2721教室(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号) 

网络培训时间：2019年 10月 26日-11月 30日 

网络培训由学员在任意地点上网参加，学员可在报名后登录网培

中心网站，进入“个人中心-本门课程”，点击课程完成网络培训环

节。 

住宿酒店推荐：合肥维多利亚酒店（黄山路科大店，蜀山区黄山

路 389号）；全季酒店（桐城路店，合肥市包河区桐城南路 428号）；

安徽悦雅江南春酒店（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64号）。 

六、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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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培训的教师需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网站

（http://www.enetedu.com）、移动学习 APP（教师发展在线）或微

信公众平台“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公众号 enetedu）上提前注

册报名，已开通“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平台的高校，教师可通过

本校平台报名。 

七、结业与证书 

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培训的教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考

评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电子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

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  年               手机：13811050309 

联系人：倪小飞               手机：18225604072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