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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 年“专升本”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

工作的有关要求，充分保障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认真做好我校 2021 年

“专升本”学生的选拔工作，根据省教育厅《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

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湘教发〔2021〕2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专升本”工作的组织领导及研究

“专升本”工作有关重大事项。 

组  长：廖小平 

副组长：朱道弘  严曙光  王忠伟  尹  健 

成  员：张学文  刘高强  易  锦  李建兵  张先勇   

罗  忠  何志祥  唐立新  余绍军  李建安   

尹少华  刘文金  沈守云  钟永德  周志宏 

领导小组下设“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刘高

强兼任办公室主任。 

接收专科学生相关学院成立“专升本”工作小组，学院院长任组长，成员

由教学副院长、党委（总支）副书记、教学秘书组成。学院“专升本”工作小

组报教务处备案。 

独立学院根据省教育厅相关规定另行成立“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有关

“专升本”招生考试工作受学校管理和监督。 

二、推进“专升本”考试招生模式改革 

1.根据全省统一安排，2021 年“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不再实行院校签约

和学校推荐制，全省设立统一的“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平台”，

统一下达“专升本”招生计划，公布招生专业范围和具体报名办法，招生录取

数据统一归口管理。考试录取工作仍由我校自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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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大免试推荐录取范围。（1）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世

界技能大赛、中国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相关比赛高级别奖项的

具有“专升本”免试推荐资格，具体名单以省教育厅确认为准。（2）在部队服

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或毕业当年应征入伍

并于 2020 年退役的高职（专科）毕业生。 

3.继续实施两类专项计划。（1）落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升本”

专项计划，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的录取比例（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业生实际参考人数为基数）不低于所在专业的录取比例，且不高于所在专业录

取比例 10 个百分点。（2）做好应征入伍服兵役高职（专科）毕业生退役参加

“专升本”考试工作。凡就读期间应征入伍服兵役，退役复学后完成高职（专

科）学业的 2021 届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或毕业当年应征入伍并于 2020 

年退役的高职（专科）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我校 2021 年“专升本”相关专

业选拔考试，录取比例不低于 60%。 

三、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我校“专升本”选拔考试的学生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 

2.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3.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且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能取得

毕业证书的 2021 届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毕业当年应征入伍并于 2020 

年退役的高职（专科）毕业生； 

学校将在入学报到时，严格审查学生的报名资格，如有未达到报考条件的，

将被取消录取资格。 

四、具体工作安排 

（一）招生计划下达 

学校根据总体工作要求及自身办学条件，自主申报招生计划，由省教育厅

审核后下达我校招生计划总量。学校在确定的招生计划总量中编制分专业招生

计划，统一在“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平台”上公布。 

（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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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教育厅将按专业大类设定高职（专科）专业相对应的本科专业。每位

报考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可网上填报 1 所本科学校的 1 个相同或相近专业。

报名期间的前 7 天考生可实时查看报名情况，之后不可查看，每位考生志愿初

次提交后允许有一次修改志愿的机会。 

2.3 月 16 日－25 日，符合报名条件且有意愿报考我校的学生登录“湖南

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平台”注册并完成网上报名，逾期不接受报名。

其中，毕业当年应征入伍并于 2020 年退役的高职（专科）毕业生须于 3 月 1

日-12 日（仅限工作日）持本人身份证、专科毕业证书、士兵退役证原件（并

提供复印件）到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简称“就业

指导中心”）现场提交报名资料，就业指导中心初审符合要求的考生自行在网

上报名（须标注毕业当年入伍且 2020 年退役）。 

3.4 月 10日前，学校在网上审核所有本校专科学生报名资格并提交确认。 

注：具体报名操作细则及要求以省教育厅通知为准。 

（三）资格审核认定 

1.免试推荐毕业生资格认定。学生在网上报名时须标注免试推荐毕业生及

免试项目。学校组织本校具有免试推荐资格的专科毕业生填写《2021 年湖南省

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免试推荐审查表》（见附件），并经学校初

审公示 7 天无异议后，报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牵头审核。未通过免

试推荐资格认定的学生仍可参加“专升本”招生考试（报考学校不变）。 

2.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资格认定。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标注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毕业生。学校初审本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专科毕业生名单（省内、省

外生源分开统计）并公示 7 天无异议后，将加盖公章的汇总名单报省教育厅民

族教育处复核确认（省外生源以学校审核确认名单为准，学校审核省外生源时，

须查验由县级扶贫部门出具的建档立卡身份证明）。 

3.应征入伍退役毕业生资格认定。此类考生中的应届毕业生在网上报名时

须标注“应征入伍退役应届毕业生”。学校对本校就读期间应征入伍退役应届

毕业生名单进行初审并公示 7 天无异议后，将汇总名单（加盖公章）和学生本

人提交的原所在部队下发的嘉奖令（通令）、个人记功登记（报告）表等复印

件（学校加盖公章，证明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报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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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处。省教育厅就业指导中心对毕业当年应征入伍且 2020 年退役毕业生名

单进行初审后，将相关材料汇总报学生处，学生处会同省兵役部门审核确认。 

上述三类资格认定学生名单于 4 月 10 日前提交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审核。

省教育厅将在“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平台”公示。 

（四）选拔考试与录取 

1.6 月 1日前，学校完成所有组考工作。 

（1）“专升本”的命题和考务工作按照《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

“专升本”考试招生自命题和考务工作指南》的要求进行。教务处具体负责组

织选拔考试相关工作。 

（2）考试科目 3 门：英语、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各 1 门。所有考试均采用

闭卷考试方式。各专业考试科目及相关信息通过学校官网或“湖南省普通高等

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平台”另行发布。 

（3）考试时间：初定于 2021 年 5 月中下旬（其中 1 天），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确定具体考试时间，通过学校官网或“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

信息管理平台”另行发布。 

（4）考试地点：通过学校官网或“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平

台”另行发布。 

2.学校在公布的招生计划范围内分专业按考生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

录取。当某专业实际参考人数小于或等于计划数时，该专业的录取率由学校自

主确定，原则上参照本校其他专业平均录取率科学合理地确定。 

录取具有免试推荐资格和应征入伍退役高职（专科）毕业生实行计划单列。

录取具有免试推荐资格、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退役高职

（专科）毕业生以及出现最后一名成绩并列等情况需要追加计划的，学校将向

省教育厅提出申请，经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确认后，由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追

加计划。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考试成绩在公布计划范围内录取的，不占用

追加计划，但纳入学校该专业录取比例的计算基数。 

3.6 月 15 日前，学校将拟录取名单在学校官网进行公示（不少于 7 天），

公示无异议后，将录取注册备案名单（含免试推荐）加盖学校公章，报省教育

厅高等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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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月 30 日前，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学生不予以录取。省教育厅对学校上报

的录取注册备案名单进行比对核查，核查后将比对情况反馈学校。学校对核查

无误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五）学籍管理 

1.学校按有关规定给本校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发放专科毕业证书，并在中

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专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被我校录取学生须在我校

规定时间内报到入学。我校将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专升本”学生的学籍注册工

作，逾期不再办理入学和注册手续，注册时学校将按要求严格审核专科学历电

子注册信息，确保本科学籍注册信息与专科学历电子注册信息一致。 

2.学校严格按照教育部和本校有关规定对“专升本”学生进行学籍管理。

“专升本”学生直接进入普通本科三年级学习，入校后不得转专业和转学，不

得采取非普通全日制学习形式就读普通本科。在学校学习两年（本科学制为五

年的专业学习三年），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业要求的，按照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历证书规范管理的通知》（教学〔2002〕15 号）

规定颁发本科毕业证书。 

3.学校负责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整理好本校被录取“专升本”学生的

个人档案，及时做好与其录取本科学校的档案移交等工作。 

五、工作原则和要求 

1.“专升本”的推荐、考试和选拔等工作按校务公开的要求，实行全程公

开。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专升本”工作监督管理机制，全程

参与监督，确保“专升本”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工作中的苗头性问题，

早发现、早提醒、早解决，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搞变通、打折扣的

行为，重点整治，坚决纠正，对违规操作或徇私舞弊者严肃追责问责。 

2.学校“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以及相关学院要切实履行好本

单位职责，健全完善“专升本”考试招生各项制度，特别是要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和安全工作要求。后勤管理处和保卫处要协调做好考试楼栋的卫生消毒、疫

情防控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须提前一天完成考试楼栋（树人楼）的卫生消毒和

封闭管理，并完成考试期间学生出入考试楼栋和考场体温检测等疫情防控演练。

信息中心要做好考场多媒体设施维护和考试监控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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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加强对独立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专升本”工作的

管理和监督。学校“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独立学院“专升本”工作有

关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审定；学校“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其相关

工作进行指导。招生就业处负责监督独立学院“专升本”有关招生计划执行和

调整等方面的工作；教务处负责独立学院“专升本”工作的整体培训、有关具

体政策解读，并主要监管各环节重要信息发布和录取结果等工作；纪检监察部

门对独立学院“专升本”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独立学院要进一步压实工作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工作

和纪律的要求，在组考、考试安全、录取、信息发布等重点环节将工作要求落

实落细。要在“专升本”招生考试工作全程主动和学校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报

告，并接受管理和监督，一些重要信息和结果未经学校同意后，不得自行发布

或公布；考试安全等工作要主动接受教务处的指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涉

及录取结果等重要事项和工作需报学校“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学校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确保 2021 年“专升本”各项工作落实落细，按要

求推进完成各项工作。 

 

 

关于公布2020年度校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立项结果的通知 

（中南林发〔2021〕11号） 

 
学校各部门、单位： 

为了深入推进学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深化课程改革创新，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我校组织2020年度校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立项申报工作。经个人申报、

学院推荐、专家评审，确定《自然资源生态学》等72门课程为 2020 年度校级

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详情见附件1）。 

各学院应加强对一流课程的指导和监督管理，督促课程负责人按期完成课

程建设工作（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进度见附件2）。各课程负责人应强化课程思政

内容，着力改革教学方法，加强线上课程资源的建设与使用，切实提高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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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与育人功能。 

现将立项结果予以公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年3月10日  

 

附件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20年度校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立项汇总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负责人 课程类型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方式 

1 自然资源生态学 130020198 王光军 线上 1 学校资助 

2 地理信息系统 a01060490 曹丹 线上 1 学校资助 

3 小麦加工工艺学 a14030160 李江涛 线上 1 学校资助 

4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基础 A10080080 李大鹏 线上 1 学校资助 

5 AutoCAD2 330050027 邝艺 线上 1 学校资助 

6 机械工程材料 a17020490 司家勇 线上 1 学校资助 

7 离散数学 A11030010 何岸 线上 1 学校资助 

8 路基路面工程 A03030050 尹鹏 线上 1 学校资助 

9 管理信息系统 230100048 郭零兵 线上 1 学校资助 

10 市场营销学 a04030820 沈月娥 线上 1 学校资助 

11 朝鲜韩国概况 A06080220 勾肃 线上 1 学校资助 

12 基础俄语IV a06000210 杨晴 线上 1 学校资助 

13 创新创业基础 240100004 陈洪华 线上 1 学校资助 

14 橱柜设计 130070188 张继娟 线上 1 学校资助 

15 财政预算(双语) a50060180 赵冬燕 线上 1 学校资助 

16 C语言程序设计 T09011020 王传立 线上 1 学校资助 

17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130040068 张俊 线上 1 学校资助 

18 科技翻译 230110396 朱月娥 混合 1 学校资助 

19 细胞生物学 130020185 韩文军 混合 1 学校资助 

20 设计基础（Ⅰ、Ⅱ） 
230060249 

266350002 
章雷 混合 1 学校资助 

2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A03051110 何惊宇 混合 1 学校资助 

22 电路分析 A09020140 岳松洁 混合 1 学校资助 

23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330140015 王文磊 混合 1 学校资助 

24 中级财务会计 A04010110 何梦园 混合 1 学校资助 

25 管理学原理 130100024 林影倩 混合 1 学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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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负责人 课程类型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方式 

26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上) a70000482 谭琼 混合 1 学校资助 

27 证券投资学 130160001 汤春玲 混合 1 学校资助 

28 中级英语视听说 a24010490 邹雨真 混合 1 学校资助 

29 设施栽培学 130010033 吴丽君 混合 1 学校资助 

30 军事理论 230260011 龙双喜 混合 1 学校资助 

31 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000000000 李桃 混合 1 学校资助 

32 商务会计 130220014 王尧尧 混合 1 学校资助 

33 机械制图1（下） 230050024 舒顺兰 混合 1 学校资助 

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概况 a24010470 雷蕾 混合  学院自筹 

35 植物组织培养 a01060110 曾艳玲 混合  学院自筹 

36 生物信息学 A08040050 孙吉康 混合  学院自筹 

37 环境化学 130250036 龙坚 混合  学院自筹 

38 太阳能转化原理与技术 130050069 李大鹏 混合  学院自筹 

39 数字逻辑与EDA技术 A09020010 李琳 混合  学院自筹 

40 钢结构设计原理 A03020070 赵怡彬 混合  学院自筹 

41 线性代数 a04011160 潘俊 混合  学院自筹 

42 汽车保险与理赔 A15020380 蒋淑霞 混合  学院自筹 

43 创新创业思维 104050003 马芳 混合  学院自筹 

44 林木育种学 A08060030 徐刚标 混合  学院自筹 

45 大学英语精读Ⅱ A24010110 李慧 混合  学院自筹 

46 英国文学 a06020720 皮爱红 混合  学院自筹 

47 立法学 130150065 刘瑛 混合  学院自筹 

48 体育选项课Ⅲ 430180007 王红梅 混合  学院自筹 

49 高级商务沟通与技巧 a50060120 王慧晶子 混合  学院自筹 

50 食品化学实验 330130038 龙肇 混合  学院自筹 

51 高分子物理 A02070140 邓鑫 混合  学院自筹 

52 木材学 B02060400 苌姗姗 混合  学院自筹 

53 机械设计 A17010060 赵青 混合  学院自筹 

54 旅游翻译 230110323 李成静 混合  学院自筹 

55 税收筹划与管理 130100198 覃盛华 混合  学院自筹 

56 林木病理学 a01030600 何苑皞 线下  学院自筹 

57 森林培育学 130010080 张斌 线下  学院自筹 

58 生态监测与评价 230020210 梁小翠 线下  学院自筹 

59 数控技术 130050107 辜良瑶 线下  学院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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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负责人 课程类型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方式 

60 品牌策划 a11060170 许安娇 线下  学院自筹 

61 家具设计 A02060600 刘岸 线下  学院自筹 

62 地图学 230140075 杨志高 线下  学院自筹 

63 财务管理 a04011160 敬文举 线下  学院自筹 

64 机电传动与控制 a17041290 韩庆珏 线下  学院自筹 

65 知识产权法 a70000060 胡潇潇 线下  学院自筹 

66 旅游法律法规 130120122 彭姣飞 线下  学院自筹 

67 音乐舞台表演 1351010204 彭桂云 线下  学院自筹 

68 花球啦啦操 430180007 郭辉 线下  学院自筹 

69 国际物流学 a15030890 祝玉华 线下  学院自筹 

70 基础课程综合2 330120257 张清 社会实践  学院自筹 

71 室内环境设计专业认识实习 430070065 黄艳丽 社会实践  学院自筹 

72 中国社会实践（英语） 467080004 孙颖 社会实践  学院自筹 

 

关于受理 2021年工程教育认证申请的通知 

有关高等学校 ： 

按照《关于开展2021年工程教育认证申请工作的通告》（工程教育认证通

告〔2020〕第6号）要求，有关专业提交了2021年度工程教育认证申请。根据工

程认证申请受理工作程序，经审核，决定受理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等 

643个专业的认证申请（专业名单见附件）。 

请有关高校依据《工程教育认证办法》和有关文件要求，认真开展自评，

切实通过参加认证提高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专业自评及认证工作有

关文件资料可在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网站下载（网址：www.ceeaa.org. 

cn ）。工作培训、自评报告提交、现场考查等有关工作安排另行通知。 

开展认证过程中如有相关问题，请及时与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秘书 

处联系。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中财大厦  

邮  编：100081 

联系人：陈  卓 010-82213325；刘永雄 010-8221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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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renzheng@moe.edu.cn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2021 年 2月 3日 

 

附件：2021 年工程教育认证申请受理专业名单（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北京工商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渤海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鲁东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内蒙古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齐鲁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岛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上海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四川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西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浙江科技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常熟理工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除州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大连工业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江南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南昌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南京农业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沈阳农业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贵州大学                 酿酒工程 

 

mailto:renzheng@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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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工程教育认证在线培训的通知 

2020年受理认证专业所在高校： 

为贯彻落实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指导受理认证专业做

好自评自建工作，切实提高认证工作质量，经研究协商一致，中国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协会（以下简称认证协会）与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以下简称

评估中心）决定，面向 2020 年工程教育认证受理专业，联合开展在线培训工作。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 

一、培训形式与内容 

本次培训利用认证协会和评估中心组织开发的工程教育认证慕课课程，以

在线方式开展，以使参训人员了解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知识，掌握产出导向教

育基本原理，理解产出评价机制建设的重要作用，更好推动认证自评与专业建

设工作。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1.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 

2.专业认证基本理念； 

3.认证通用标准解读； 

4.现场考查程序与要求。  

二、培训对象与报名 

本次培训面向 2020 年工程教育认证受理专业，专业相关所有任课教师和教

学管理人员均可报名。培训不收费，各专业自愿申请报名，申请账户数量不限，

组织方将根据报名情况分配在线学习账户。 

三、培训组织与要求 

本次培训由认证协会秘书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工作。请各参与认证专业以

所在学校为单位，根据所需账户数量，于 3 月 20 日前向认证协会秘书处反馈申

请回执。认证协会秘书处将根据报名情况，向学校联系人信箱分配学习账户。

本次在线培训不设学习时限和学习次数，学习账户 2年内有效。 

请 2020 年受理认证专业所在学校做好培训组织工作，加强过程管理，确保

培训实效，落实认证工作基本理念和产出评价机 制建设基本要求，切实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慕课学习期间，如有相关问题，请与秘书处联系，秘书处将安排在线答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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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宋俊杰 010-82213378，13933608768； 

陈治国 010-82213368，18851145303。 

    信  箱：peixun_ceeaa@moe.edu.cn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2021年 3月 11日 

 

关于做好2021年春季学期理论课补考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本学期普通本科生理论课程补考将于第三周周六、周日（3月20日－21日）

进行，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补考采用教务系统排考，补考安排已由教务管理系统发送给相关

学生，请各学院提醒学生进系统查看:教务处网页--教务管理平台--新教务管理

系统--考试报名--我的考试，点“查询”即可。  

  二、本次考试所有考场将全程开放电子监控并录像。请所有监考老师和补

考学生自觉维护学校的考风考纪，坚决杜绝各类违纪行为。  

  三、请各学院做好监考安排（见附表），并于3月15日（第三周周一）前反

馈到考试管理科邮箱：znlkaoshi@163.com。  

  四、请各学院做好监考员培训工作。  

  1、监考员须提前15分钟到树人（一教）楼北305领取补考试卷，考试结束

后送还所有试卷。  

  2、监考员须提前10分钟到考场：①提醒学生将手机关机连同随身物品一起

放到指定位置；②查验学生证件（身份证和学生证缺一不可，且人、证、补考

名单要一致），无证件者或者人-证件-名单不一致者不得参加考试；③分课程、

分专业按补考名单安排学生座位；④提前3分钟发试卷，按时回收试卷。⑤考试

过程中，加强考场内的巡视，防止、制止考生的违纪行为，若发现有舞弊行为

者请立即报告巡考员处理。 ⑥考生迟到30分钟不得进入考场，视为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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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所有考场将全程开放电子监控并录像，请提醒监考员认真履行监考职责，

不得做与监考无关之事。  

  五、请各学院做好学生诚信考试教育。  

  1、补考学生须按教务系统安排的时间、地点，带好身份证、学生证（须两

证齐全）提前10分钟到考室候考。迟到30分钟者不得进入考场，视为旷考。  

  2、严禁学生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随身物品须按监考老师要求放

到指定位置。  

  3、考试过程中，所有考场将全程开放电子监控并录像，学生须自觉遵守考

场纪律，服从监考老师安排，坚决杜绝各类考试违纪行为。  

  六、零分、缺考、重修不及格的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不予补考。缓考课程

可参加补考，但其成绩按补考成绩记载。 

  七、未列入第三周学校统一补考的考试课程，请开课学院自行安排补考。

考查课一般不补考 。 

 

教务处    

2021年3月9日 

关于2021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含小语种） 

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2021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

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及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相关文件精神， 2021年上半年全国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笔试（CET）和口试（CET-SET）将分别于6月12日和5月

22至23日举行。为保证考试报名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CET考试时间及开考科目 

  笔试考试时间：2021年6月12日 

  笔试开考科目：大学英语四级、六级；日语四级、六级；德语四级、六级；

俄语四级、六级；法语四级。   

  二、报名资格与容量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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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采用的是教育部考试报名系统，请大家仔细

查看通知及相关附件。 

  1．四级笔试报名资格：2017、2018、2019及部分2020级学生。 

根据学校教室资源情况，校本部2020级学生大学英语精读I成绩超过80分

（含80分）才可以报名参加2021年6月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2．六级笔试报名资格：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含小语种）成绩425分以

上（含425分）的2017级、2018级、2019级本科生和在籍在校研究生。 

3．笔试容量限制：我校本部笔试考点只接收本校在籍在校学生的报名，本

部校区容量为6000人（其中四级：本部5850人、北京教学点150人；六级：本部

5970人、北京教学点30人），报名采取先报先得的模式，额满截止。 

4．口试报名资格：完成对应级别笔试科目报考的考生（即完成本次CET4笔

试报名后，可报考CET-SET4；完成本次CET6笔试报名后，可报考CET-SET6。 

5．我校涉外学院报名资格及名额自行设定。 

6．2020年12月份报考四六级缺考的考生，本次没有报名资格。 

三、报考时间 

1.四级报名： 

2020级有四级报名资格考生：2021年3月17日14：00时－3月28日24：00时

（逾期不予补报）。 

注意：建议2020级考生于3月17日14：00时至3月18日14：00时间段报名。

全校所有具有报名资格的考生：2021年3月18日14：00时－3月28日24：00时

（逾期不予补报）。 

2.六级报名： 

全校所有具有报名资格的考生：2021年3月17日14时－3月28日24：00时

（逾期不予补报）。 

 四、网上报名流程及注意事项 

本次考试全部采用网上报名，网上支付。报名时间全省统一为3月17日至3

月28日。 

1．考生自行登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网站（ http://cet-

bm.neea.cn［公网］、http://cet-bm.neea.edu.cn［教育网］）进行报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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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户注册、查证报名资格、个人信息确认、选择报考科目、网上缴费等报名

手续。 

2．进行资格验证后，考生对学校、院系、照片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进行

缴费操作，缴费成功后即确认为报名成功。 

3．考生报考六级时，系统需对其四级成绩进行审核，若未查到，考生可提

交英语四级成绩在425分及以上考试准考证号进行再次审核，审核结果通过邮件

通知。 

  4．以下几种情况，考生需联系教务处考试管理科进行线下处理：   

  （1）考生符合报考条件，但未查询到报考资格；   

  （2）考生学校、院系及照片信息有误； 

（3）报名的考生如系统内无照片，教务处会将统计相关数据转发到学院（未接

到通知则无需理会），由学院相通知到学生本人提交以身份证号命名的电子照

片。请接到相关通知及时提交，逾期后果自负。 

5．笔试报名成功的考生须于2021年6月1日起登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试报名网站，进入“个人中心”，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6. 口试报名成功的考生须于2021年5月17日起登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报名网站，进入“个人中心”，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7．自本次考试起，在成绩发布25个工作日后，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

（www.neea.edu.cn）查看并下载电子成绩报告单（小语种科目为电子证书），

电子成绩报告单与纸质成绩报告单同等效力。纸质成绩单依申请发放，考生可

在报名期间或成绩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登录CET报名网站（cet-bm.neea.edu.cn）

自主选择是否需要纸质成绩报告单，申请纸质成绩报告单的考生须按规定到考

点领取。 

  五、相关要求   

  请各学院务必及时将报名事项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学生由于未收到相关报

名通知或个人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后果由学院及学生自行承担。 

     相关部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龚老师（教务处）：0731-85623193          学籍、资格及照片相关问题 

金老师（研究生院）： 0731-85623032       学籍、资格及照片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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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报名系统客服热线：010-62987880（系统相关问题咨询） 

 

教务处       

2021年3月11日 

关于收看2021年上学期教师发展直播讲堂的通知 

各位老师： 

本学期教务处（学校邀请码：hncsuft）继续与超星合作，每周为老师们提

供一次直播课程。本季直播围绕“教学创新”大主题，共设13期分享，来自国

内知名高校的13位专家学者，在教师教学发展、教学方法、教学设计、课程建

设等方面，与教师分享如何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优化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

容，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课程建设，通过教学改革促进学习革命。3月18日起，

邀请您在每周四下午15：00-16：00进行观看。 

若登录有技术问题，请咨询超星联系人阳青，电话：17377810520 

直播课程具体安排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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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季学期线上教学督导情况汇报 

飘忽不定的新冠病毒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较大影响，疫情也同样影响

了我校正常的教学活动，为配合国家的防疫要求，学校在去年放寒假之时就下

发了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周全部实行线上教学的通知，教学主管部门进行

了周密的安排，有了去年线上教学的经验，各教学单位的教学管理人员和任课

教师也没有像去年接到线上教学任务时那样惊慌，而是信心满满、有条不紊地

做着准备。 

学校教学督导团根据教务处的指示，做好了线上教学督导的各种准备工作，

明确了督导所负责的学院，但因这届督导团的组成大部分为在职督导，有的督

导本学期教学任务也很重，造成部分学院在第一周线上教学过程中没有进行听

课，能够进行听课的督导们在上课之前都与学院的教学秘书、任课教师或是班

级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顺利地进入到任课教师的教学平台进行线上督查，现

就第一周线上教学督查的情况做以汇报。 

一、基本情况 

一周以来，校教学督导团对全校228位教师，进行了260人次的线上教学听

课督导，较为详细地记录了线上教学的平台应用情况、教学方法、与学生的互

动情况以及线上教学资源情况等，并给出了具体的评价（具体情况见下表）。 

教学督导听课情况一览表 

从表中看出，评价的良好率86.5%，占绝大多数，说明大部分教师所用平台

的流畅度、授课方法等达到了线上教学的基本要求，优秀率占12.4%，说明线上

教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一般的（得分80分以下），说明任课教师的线

上教学的准备不够充分，责任心不够强。 

对于线上课堂的到课率，由于教务处和各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都有进入课

项目 性别 职称 等级 

指标 男 女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优 良 一般 较差 

人数 114 146 16 107 133 4 32 225 3 0 

占比% 44.0% 56.0% 6.2% 41.3% 51.0% 1.5% 12.4% 86.5% 1.2% 0.0% 

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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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听课的现象，不能准确反映学生的到课率，但从在线听课人数来看，大部分

到课率在95%以上，最低80%，在督导过程中感觉，到课情况与任课教师的课堂

管理关系较大。 

教学平台的选择，有了去年的线上教学经验，此次线上教学大多数教师采

用腾讯课堂、腾讯会议、QQ直播等教学形式，辅以QQ或微信答疑，教学资源

（课程PPT、视频、参考资料等）上传至学习通等平台供学生自学时参考，满足

了学生学习的需要。 

二、意见与建议 

1.线上教学不同于线下课堂教学，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特别是学生，

虽然在线，但是否在听不得而知。因此，课堂的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除随机

提问外，设置答题卡是考察学生是否在听的既快又实用的好方法。 

2.如果要求学生自学某一内容，应及时公布后台学习情况，督促学生上线

自学，并在QQ群或微信群进行辅导答疑。 

3.对于某些课程，特别是四节连排的个别课程，存在学时缩水的现象，推

迟上课或者提前下课的现象偶有发生，希望存在此类现象的教师能引起注意。 

总之，这一周的线上教学，由于时间较短，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突出的典型

课程，但经过去年春季的线上教学实践，整体教学过程较为顺畅，教学效果较

之以前有着明显的提高，线上教学的进行对于促进我校线上教学资源的建设也

起着积极作用。 

 

 

                                               校级本科教学督导团 

                                                 2021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