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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

教育部公布 2018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

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9〕7 号）精神，我院 2018 年

度新增备案食品质量与安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国际商务、

休闲体育、工程管理五个本科专业。

截止到目前，我院共建设 19 个本科专业，其中有 9 个工学专

业、4 个管理学专业、3 个艺术学专业、2 个教育学专业及 1 个农

学专业，进一步确立了我院工学为主的学科建设思路。

我院将继续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以市场对人

才的需求为导向，整合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到 2020 年，初步建

立起以工学为主，环境科学与工程为龙头的学科体系。

附：学院现有本科专业表

序号 专业名称 代码 所属系部 学科门类 时间

1 环境科学 082503 环境科学系 工学 2016

2 环境工程 082502 环境工程系 工学 2016

3 环境生态工程 082504 生态学系 工学 2016

4 环保设备工程 082505T 环境工程系 工学 2017

5 物联网工程 080905 信息工程系 工学 2017

6 软件工程 80902 信息工程系 工学 2018

7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0910T 环境科学系 工学 2019

8 食品质量与安全 82702 生态学系 工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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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管理 120103 环境工程系 工学 2019

10 物流管理 120601 经济学系 管理学 2016

11 市场营销 120202 经济学系 管理学 2017

12 会展经济与管理 120903 人文社科 管理学 2018

13 国际商务 120205 经济学系 管理学 2019

14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40203 体育部 教育学 2018

15 休闲体育 040207T 体育部 教育学 2019

16 园林 090502 生态学系 农学 2017

17 环境设计 130503 环境艺术系 艺术学 2016

18 产品设计 130504 环境艺术系 艺术学 2017

19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2 环境艺术系 艺术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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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召开“新工科”建设工作会议

2019 年 4 月 24 日，学院在综合办公楼 411 会议室召开了“新

工科”建设工作会议。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建民出席会议，

首批升本专业所在系主任、副主任及部分本科专业专业长参加会

议。教务处处长张宝安主持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就《河北环境工程学院“新工科”建设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进行了研讨，对“新工科”理念下，如何贯彻“环

保+X”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

建议。

张建民院长发表讲话，指出“新工科”建设是调整人才培养

方案，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举措。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学院人

才培养的根本，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方案的制定不仅仅是文

字工作，各专业在制定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听取

专家的意见，结合我院实际，制定出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案。

张院长说，学院在 2019 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提出了

“总学分控制、重基础、重实践”的原则。大家要充分认识到基

础课程的重要性。专业课程设置不是越多、越全越好，考虑到我

院学生实际，如果专业课程安排较多，会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学生专业学习泛而不精，直接影响学生成绩和就业。专业基础课

程是专业学习的必修课程，只有学精、学透专业基础课，学生才

可能在专业领域有所发展，才可以在未来的工作中做精，做强。

所以，学院要求每个专业要开设 2-3 门的核心专业基础课程，坚

决拿掉重复课程和水课。我们要让师生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到重要

的课程当中，做到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统一。重复课程及水课

的减少，一方面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学好核心课程；另一方面，

也可以使教师有学习提高的动力，不断学习新知识，拓展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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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实做学问，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课程建设与改革中不

断创新。

最后，张院长强调在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实践

教学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综合实践能力。要务实地

安排好德育、美育、体育等实践环节，不虚谈。

学院下一步将加强课程建设，核定教研室，明确课程建设主

体，推进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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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控

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

开展 18-19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考核资料检查工作

2019 年 3 月 29 日，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布置

18-19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考核资料检查工作。池建斌教授对检查

的时间安排，分组情况及检查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制订了工

作方案并发布了相关通知。

4 月 1 日至 5 日，教学督导委员委从试卷质量、卷面质量、

试卷评阅、试卷分析、成绩核定、试卷归档 6 方面对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艺术设计、物流管理 5 个专业的课程

考核资料进行了检查并认真填写了《课程考核资料检查登记表》。

池建斌教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汇总，撰写了 8000 余

字的《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督导专项检查情况反馈 》。

详细说明了检查的目的及意义，例举了典型案例，不仅指出了各

专业课程考核资料中存在的问题，还给出了具体的整改建议。

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核分错误的问题，督导委员会下达了

整改通知书，要求各专业及时更正错误并进行反馈。

本次检查共调取５个专业８３门课程或实践环节、１８１个

课程教学班的试卷或课程考核资料进行了查阅。对我院即将接受

评估的 5 个本科专业在上一学期完成归档的课程考核资料的基本

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摸底，找出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规范教学过

程、完善课程考核资料归档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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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进行课堂教学情况专项检查

2019 年 4 月 24、25 日，根据学院教学督导委会 2019 年工作

计划，学院教学督导委员对课堂教学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主要对教师到岗、学生到课、课堂教学秩序、学生

上课状态等进行了全面检查。专项检查期间，在教学督导组组长

池建斌教授和副组长刘华教授的带领下，督导委员们检查了综合

教学楼、理科楼、文科楼、信息楼共 63 个教室的授课情况，共涉

及 8 个教学部门的 62 位教师。专项检查结束后，教学督导委员分

别填写好查课记录单并汇总，同时及时将检查发现的问题反馈至

教务处。

从检查情况看，61 位教师能够提前或准时到岗做好教学准备

工作，准岗率 98.4%。大部分学生能够按时到课，应到 3784 名学

生，实到 3474 人，出勤率 91.8%。大部分学生学习状态良好，听

课认真；教学设施运行正常，教学秩序井然。

检查期间，教学督导委员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一名教师

迟到 15 分钟，未能按时到岗；二是一名年轻教师无故坐着授课；

三是学生有不同程度的迟到现象，少则 1-2 人，多则 20 余人；四

是有部分学生上课期间吃早餐；五是部分专用教室脏乱,需要清理

打扫；六是课表中部分授课地点及学生人数标注不明。以上问题

均已向教务处进行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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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份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2019 年 4 月，学院院级教学检查组、院教学督导组、教务处

及系部教学检查组均正常开展工作，保证了对学院教学秩序的有

效监控。

学院院级教学检查组于第六周周五、第七周周一以及第九周

周五分别对清明节前后和五一放假前的教学运行情况进行了检

查。学院教学督导组对学院日常教学情况进行了 4 次抽样检查，

教务处及各系部教学检查组对日常教学情况进行了 18 次周例行

教学检查。

检查显示，学院教学运行情况整体正常，教师到岗、学生出

勤情况整体良好。但教学检查中发现了一名教师发生了教学异常

情况，个别系部班级仍存在早晨第一节课学生迟到、带早餐进教

室比较突出的情况，存在个别公共基础课课堂秩序方面有待进一

步改善。对于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教务处已经在第一时间通

知系部进行了调查整改，并按学院相关规定进入后续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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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

教务处 4 月工作总结

2019 年 4 月，教务处各科室各司其职，确保学院教学工作平

稳运行，先将各科室工作总结如下。

教务科协助“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起草了有关管理文件。调

试了学生“成绩单、在读证明自助打印终端”并正式投入使用，

效果良好。进行了在校生学籍信息维护，组织了 2019 届毕业生信

息核对。核对了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外聘教师信息，落实了

外聘教师工作量并核算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全校教师教学工

作量。组织 2016 级专科毕业生重修成绩录入，维护数据 550 多条。

组织在校生“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完成专接本考试的收尾

工作。

教学科 4 月份组织了“一系一赛”申报工作，完成了本学期

领导干部听课安排落实工作，完成了 2019 届毕业生重修课程收尾

工作，组织了 2019 年河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申

报工作；在组织各系部、中心做好周例行教学检查的同时，配合

院级教学检查组完成了清明节及五一劳动节假期前后的教学秩序

检查工作。配合环境科学系、环境工程系、公共课部完成了 2019

年制图与构型能力大赛和三维设计大赛、“欧倍尔杯”首届大学

生环境工程虚拟仿真大赛、2019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校赛的组

织工作。

教材科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组织并完成了 2145 名专科 2017

级学生及 9 名补测学生，共计 2154 人的河北省计算机辅助普通话

水平测试。考前给 58 个班级的考生安排了每专业班级 4 学时的考

前辅导，测试结束后，处理测试系统异常数据及补测 28 人次，并

安排了 12 名我院普通话测试员进行打分工作及之后的复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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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打分工作正在进行中。

学科与师资建设科四月份配合学院督导委员会完成了 18-19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考核资料检查和课堂教学情况专项检查两项重

要工作。完成了学院评建调度会和评建办调度会的筹备工作。完

成 2019 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的制定工作。协助召开“新

工科”建设工作会议，并收集相关意见，最终确定交叉课程设置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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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赛事

我院成功举办 2019 年制图与构型能力大赛和三维设计大赛

2019 年 4 月 7 日，在综合教学楼 A107、A108、A209 教室成

功举办了 2019 年“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制图与构型能力大赛和三维

设计大赛”。本次大赛由教务处、环境科学系和环境工程系联合

主办。来自全院各系部的 120 余名本、专科学生参加了本次大赛。

由于赛制调整，今年学院只设立了本科组别比赛，比赛报名人数

及参赛人数较去年有了明显增加。

本次大赛的举办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池建斌教授对

大赛命题工作给予了专业指导,各系部领导专门召开会议向学生

宣传该项赛事并积极组织学生报名、参赛。来自环境科学系和环

境工程系的 10 位老师，参与大赛监考及赛后统一阅卷工作。

经过 2018 年第一次参加省赛的经验积累,辅导教师的授课水

平和学生的参赛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本次大赛成绩远高于去

年同期成绩。

本次校赛后将选拔优秀学生参加赛后培训,最终派出 3 支队

伍代表我院参加河北省制图与构型能力大赛机械组、土建组比赛

和三维设计大赛(本科组)。

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是对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成效的一次检

验，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专业学习兴趣，进一步提高了

学生工程图表达和设计创新能力，对于提升我院应用型人才培养

教育教学质量水平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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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功举办 2019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校赛

2019 年 4 月 14 日，我院在教学楼 A101、A102、A103，举行

了 2019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初赛选拔赛。本

次选拔赛由教务处主办，公共课部承办，共有来自全院不同专业

的本、专科学生共计 570 名学生参加比赛。

经过 2 小时的紧张比赛，最终本科组 23 名同学分获一二三等

奖；专科组 5 名同学分获二三等奖。其中本科组一等奖 2 名，二

等奖 8 名，三等奖 13 名；专科组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大学生英语竞赛是经河北省教育厅高教处同意，河北省高校

外语教学研究会组织我省普通高校学生参加由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举办的英语竞

赛。

我院举办本项比赛旨在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工作，

落实教育部关于高等院校英语教学改革和考试改革精神，促进大

学各类英语教学改革的实施，全面提高大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激发广大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鼓励大学阶段英语学习成绩

优秀的大学生，推动我院大学各阶段英语教学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初赛一等奖的获奖选手将代表我院参加5月12日于河北师范大学

举行的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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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动态

环境生态工程专业举行考研经验交流会

为了进一步提高环境生态工程专业本科生的考研热情，明确

考研目标，掌握相关考研技巧，了解更多考研信息，环境生态工

程专业分别举行了两场考研经验交流会。两场交流会受邀的嘉宾

分别来自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土木工程专业 1 名指导

老师和 2 位考研优异的同学，也邀请 1 位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

专业考研优异的同学。会中受邀嘉宾积极地为有考研意向的同学

们解疑答惑，交流并分享他们的考研经历与经验。

交流会上，城建学院徐鑫老师做了题为“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考研专题讲座，结合多年指导学生考研经验，从为什么考研、

如何正确学习、备考期间如何规划安排等方面给学生进行指导。

交流会中，三位同学结合自己的考研经历为同学们介绍了宝

贵的经验。希望我系有考研意愿的同学们在考研路上坚持不懈，

克服浮躁，静下心来考研，不要因为一些挫折与困难就半途而废，

着重强调了考研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他们还分享了应当如何备考

以及在备考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嘉宾们的分享，总结他

们的经验，唯有坚持，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随后，现场提问环

节中，同学们积极的提出心中的疑问，嘉宾们耐心的为他们一一

解答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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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与中国农业大学杨金朝教授座谈

2019 年 4 月 4 日下午，我院邀请了中国农业大学杨金朝教

授，在行政楼 411 会议室与经济学系市场营销专业组教师进行座

谈。教务处处长张宝安同志主持，经济学系党总支书记李素妹同

志、经济学系副主任付宜新同志及市场营销专业相关教师参加了

座谈会。

杨金朝教授现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澳大利亚

西澳大利亚大学特聘教授，著名品牌策划专家，有着丰富的市场

营销经验；先后在大学、干部培训班、各种专业会议上、中学等

做专场报告演讲 1000 多场，听众超过 10 万人次。

张宝安处长结合我院签署的“中美产教融合+高水平应用型高

校建设项目”协议，介绍了市场营销专业发展现状。杨金朝教授

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济管理类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介

绍。经济学系教师针对市场营销专业发展方向、学科设置、校校

交流、案例教学、留学条件等方面提出了问题，杨教授结合亲身

经历、亲身感受，耐心细致地解答了老师的问题与疑惑，受益匪

浅。

通过这次座谈，市场营销专业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方向。参会

全体老师对我院“中美产教融合+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项目”有

了更加清晰的思路，对教学中注重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升有了更

加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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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系召开教学工作会议

2019 年 4 月 18 日，环境工程系在理科楼 204 召开教学工作

会议。会议由环境工程系副主任纪献兵主持，全体教师参加了会

议。

系副主任纪献兵首先带领大家学习和讨论了学院教学督导委

员会对上学期课程考核资料检查的反馈意见，并对整改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接着，对迎评工作进行了初步安排，要对现有资料进

行修改和完善，要求全体老师分工合作，积极配合，高效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最后，再次强调了本科毕业论文先行先试工作的重

要性，大家一定要按照时间节点，指导学生保质保量完成。

会上，系团总支书记裴燏老师介绍了近期创新创业方面的三

个比赛项目，并具体讲解了申报方法，希望老师们积极参与，将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与课程教学深入融合，指导学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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