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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教疫防办〔2020〕37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职业院校网上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职业学

校，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迟开学，我省大部分职业院校按照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上教

学工作的指导意见》（豫教疫防办〔2020〕5 号）的要求，“停课

不停学”，已经开始实施网上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开

展网上教学活动也面临网络资源不足、教师网上教学能力有待提

高等问题。为加强我省职业院校疫情防控期间网上教学工作，提

河南省教育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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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网上教学质量，并做好春季正式开学的教学准备，现就进一步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职业院校网上教学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准确把握网上教学的实施原则 

网上教学是实现“延迟开学不停教、不停学”的重要方式。

实施网上教学，要坚持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放在首位，切实维护

广大师生健康安全。要坚持课程学习与疫情防控知识学习相结合，

落实“五育”并举责任，注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育、疫

情防控教育、自我保护教育、公共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要

坚持教师线上指导与学生居家自主学习相结合，指导学生选择适

宜的学习资源，限时限量合理安排学习，鼓励学生锻炼身体、开

展课外阅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各学校要强化家校沟通，密切家校联系，做好宣传解释和家

庭教育的指导工作。要引导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做好学生居家学习

生活的管理和辅导，科学、适度安排学生的学习、生活和锻炼，

加强学生疫情期间的心理疏导，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锻炼，保障

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二、切实提高疫情防控期间网上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一）充分利用现有优质职业教育网络教学资源和平台。各

地、各学校要及时调整教学计划，整合平台、汇集资源，在现有

职业教育资源和平台的基础上，积极扩展使用功能，改进网上教

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在我省职业教育网络教育资源短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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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应尽量使用全国已有的网上优质教学资源。一方面，充分

利用国家级和省级精品在线课程、国家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等优

质资源，提高网上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积极与优质网

络课程相关职教网络教学平台沟通，调整教学时间段，部分实施

错峰教学，减轻网络拥堵，提高网上学习效果。教师要进一步细

化完善教学方案，调整优化教学策略，积极开展线上辅导。 

（二）发挥学校自身优势开发校本网络教学资源。各学校应

根据职业教育类型特点，积极快速开发校本网络教学资源。信息

化建设基础比较好、信息技术开发能力比较强的学校，可以在学

校遴选优秀教师，制作网络课程，利用学校网站平台，供全校师

生使用；也可以与其他职业院校共同使用，实现网络教学资源共

享。同时，积极利用新型自媒体技术开展即时教学。在目前网络

教学资源、平台紧张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用户群体广泛的微信群、

QQ 群等公共在线交流方式，以及钉钉、企业微信、学习强国等，

开展直播授课、互动研讨、线上作业和线上考试等教学活动。 

（三）科学合理调整网上教学的课程课时安排。网上教学不

是简单地把线下课程搬到线上，而是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再安

排，既要解决当前防疫期间网上教学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学期整

体教学计划完全落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学校网上教学的课时安

排，要与原定的新学期课时安排统筹协调，合理进行调整安排。

要科学、合理地调整好思想政治课、公共基础课、实习实训课的

时间安排；调整好课程内容安排，把能够进行网上教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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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教学效果预期较好的公共基础课程优先安排，新学期正式开

学后再安排专业课教学、实习实训教学等。中等职业学校请根据

《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上教学开展情况调研

方案》（见附件）做好相关调研工作。 

（四）抢抓机遇切实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的网上教学，对广大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出了严峻挑

战，也带来了空前机遇。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关键，只有提升教师

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水平，网上教学的质量才能够得到真正提升。

各地、各学校要通过学校网站平台积极组织教师开展线上师资培

训，推动全员培训，引导全体任课教师转变教学理念，有效利用

信息化手段支撑教学活动；开展网络教研活动，优化教学设计，

寻求适宜网上教学的新方法；发挥技能名师工作室、教学名师的

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全体教师提升网上教学能力。各地、各学校

要抓住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网上教学实战机遇，快速提高广大

教师的网络教学能力和水平。 

三、扎实做好春季正式开学后的教育教学工作 

（一）做好疫情期间网上教学课程与正式开学后的课程衔

接。网上教学不能替代学校教育。目前疫情期间的网上教学与开

学后的教学安排，必须有效衔接，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整实施。正

式开学后，要做好网上教学学习效果的统计调查、效果评价，全

面摸底、精准分析学情，对学习质量进行评估，全面了解网上学

习的效果。然后，针对网上教学中不同课程、不同学生的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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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针对性地制订教学计划和辅导计划，查漏补缺，精准施策，

因效补教，对耽误的课程进行补课，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同时，

切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做好对学生的心理疏导，把心理健康教

育、身体健康教育有效融入课堂教学。 

（二）处理好疫情期间网上教学与正式开学后教学活动的关

系。各学校要及时调整春季正式开学后的教学计划，有效针对疫

情期间的网上教学与学习情况，对正式开学后的理论教学、专业

教学、实习实训教学等课程安排、教学时间或教学日历进行合理

适当调整，将春季学期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

再设计，优化正式开学后的教学进度、组织方式，保证教学工作

正常进行，确保教学质量。同时，要制订方案、加强沟通，积极

准备好开学后的技能训练，备战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四、压实开展网上教学工作的主体责任 

各市县教育部门、各学校要落实网上教学工作主体责任，切

实加强对网上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指导。要抓住疫情期间

网上教学的难得历史机遇，补齐短板。一方面要着力加强学校在

线教学资源建设，并把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作为一项长久之计，

作为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促进职业教育公平、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的长远之计。另一方面，把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利用此次网上教学难得的实战训练机遇，大力提升

全体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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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上教学开展

情况调研方案 

 

 

 

河南省教育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河南省教育厅代章） 

2020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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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上

教学开展情况调研方案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网上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豫教疫防办〔2020〕5 号）的要求，

为掌握目前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工作实施情况，及时总结

经验、发现问题，推动网上教学工作有效开展，决定面向全省中

等职业学校开展网上教学工作情况调研。 

一、调研范围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优

化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果名单的通知》（教职成〔2018〕1112 号）

公布的中等职业学校。 

二、调研时间 

调研开课的时间段：3 月 16 日—3月 20 日。 

三、调研方式  

各校填报《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情况调研表》（见

附件 1-1），同时组织学生填报《河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网上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见附件 1-2 ），学生

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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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1.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省属

中等职业学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数据准确可靠。 

2.《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情况调研表》以学校为单

位填写，《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由学生

个人填写，参与填报学生不低于本校在校生的 10%，同时应兼顾

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 

3.《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情况调研表》由各省辖市、

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统一汇总后报送（附件 1-3）；

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直接报送。 

4.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省属

中等职业学校，务必于 3 月 27 日前将《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

教学情况调研表》电子表发送至河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处指定邮箱：hnjnds@163.com，并要求学生于 3 月 27 日前完成

《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的填写和提交。 

联系人及电话：省职教教研室  杨金栓 0371-65900476 ； 

省教育厅职成教处 刘东洋 0371-69691876。  

 

附件：1-1.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情况调研表（学校填） 

          1-2.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学生填） 

          1-3.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情况调研汇总表   

            （省辖市或省直管县市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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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情况调研表 
 

学校名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统计指标 时间(3 月 16 日—3 月 20 日） 

1 

开课类型 开课门次 开课率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其它      

2 

开课形式 开课门次 使用教师数 使用学生数 

直播互动       

视频点播      

混合式        

其它      

3 
开课学时数（3 月 16 日

—3 月 20 日学时）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其他   合计 

    

4 

      平台使用 开课门次 使用教师数 使用学生数 

智慧职教平台      

省基础教育资源平台        

微信群        

QQ 群        

其它        

5 

资源利用                    使用课时数 

官方资源     

社会资源      

学校资源  开发门数：     总学时数：      使用课时数： 

其他   

6 

教材情况 

（填课程门数） 

纸质

教材 
电子教材 电子讲义 无 

       

7 教师情况 

专职教

师总数 

在线教

师数 

本校在线

教师数 

外聘在线

教师数 

企业在线

教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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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在线学习原因（填学生人数）： 

偏远地区信号不通 因病无法学 
不会线上 

学习 

家庭经

济原因 

顶岗 

实习 
其他 

            

9 

线上教学困难、问题及解决措施(另附页说明) 

 

10 

意见建议 (另附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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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满意度 

调  查  问  卷 

 

你所在学校名称：                          

1.你所在的班级在线教学每天能保证多少个学时？ 

 A.6-8 学时   B.4-6 学时   C.4 学时以下      D.无  

2.你所在的班级在线课程使用的教材形式是什么？ 

 A.纸质教材     B.电子教材  C.电子讲义    D.无  

3.你校使用了哪个教学平台进行网上教学？（可多选） 

A.智慧职教          B.省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C.微信              D.QQ          E.其他 

4.你在进行网络学习时遇到过哪些技术问题，以至于影响你

正常学习？(可多选) 

A.没有遇到技术问题            B.无法登录 

C.视频无法观看/卡顿严重       D.网页无法打开 

E.无法提交作业                F.其他 

5.你认为在线交流、布置作业、答疑等形式的互动效果如何？ 

A.好     B.较好    C.一般     D.差 

6. 你在进行网络学习时，采用的学习设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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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计算机    B.平板电脑    C.手机     D.其他 

7. 你在进行网络学习时，学习场所是什么？ 

 A.单独房间              B.家庭公共区域    

 C.顶岗实习等工作场所     D.其他 

8.你对目前所上课程的网络教学总体上满意吗？ 

     A.非常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9.你认为哪种网络授课方式更适合自己？ 

A.直播授课          B.录播授课 

C.建 QQ 群、微信群等授课讲解 

E .其他形式 

10.你认为授课老师提供的网络课程、微课等课程资源能否

满足学习需求？ 

 A.能         B.一般       C.不能 

11.授课教师是否会通过设计测试以及布置课后作业等来了

解你对网络课程的掌握情况？ 

 A.都会        B.个别会      C.都不会 

12.在线教学中，你个人的学习效果如何？ 

A.非常好    B.好     C.一般    D.差 

13.你认为所上网络课程的整体难度如何？  

 A.难度适中           B.难度较大 

 C.难度一般           D.没有难度 

    14.你认为在线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哪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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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在线教学好         B.传统课堂教学好   

     C.两者结合好         D.都差不多 

    15.疫情结束后你是否希望在线教学能够延续？ 

    A.是         B.否        C.无所谓 

    16.你认为在线教学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 

    A.软件使用流畅方便     B.网上教学资源丰富     

    C.网上教学互动性强     D.网上教学小班制，提高针对性 

17.你对在线授课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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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网上教学情况调研汇总表 
 

省辖市或直管县市：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统计指标 时间(3 月 16 日—3 月 20 日） 

1 

 

开课类型 开课门次 开课率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其它      

 

2 

开课形式 开课门次 使用教师数 使用学生数 

直播互动       

视频点播      

混合式        

其它      

3 
开课学时数（3 月 16

日—3 月 20 日学时）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其他   合计 

    

 

 

4 

      平台使用 开课门次 使用教师数 使用学生数 

智慧职教平台      

省基础教育资源平台        

微信群        

QQ 群        

其它        

5 

资源利用                    使用课时数 

官方资源     

社会资源      

学校资源  开发门数：     总学时数：      使用课时数： 

其他   

6 
教材情况 

（填课程门数） 
纸质教材 电子教材 电子讲义 无 

       

7 教师情况 

专职

教师

总数 

在线教

师数 

本校在线

教师数 

外聘在线

教师数 

企业在线教

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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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在线学习原因（填学生人数）： 

偏远地区信号不通 因病无法学 
不会线上 

学习 

家庭经

济原因 

顶岗 

实习 
其他 

      
      

9 

线上教学困难、问题及解决措施(另附页说明) 

 

10 

意见建议 (另附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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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3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