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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师培[2017]4 号

关于召开 2017 年广西高校教师岗前培训

教学管理工作暨教材编写会议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区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的教学管理工作，落实高

校教师岗前培训教材编写相关事项，使我区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质量得

到更大的提升，经研究，决定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在广西北海

市召开广西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管理工作暨教材编写会议。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一）落实广西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教材编写工作要求及工作进

程。

（二）探讨广西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有效教学的方法和手段（集体

备课）。

（三）研讨广西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点管理的方法、手段。

二、会议参加人员

（一）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任课教师(拟定)

1. 广西大学：谯欣怡 孙存昌 李小红

2. 广西师范大学：唐荣德 张荣盛 黄耀军 苏思慧 秦素琼

钟铭佑 李红惠 曾跃林 秦建荣 蒋人文 苏 爽 李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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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云莺 邓小玲 范 红 苗 青 彭 兰 旷爱萍 史月兰

冯季林；

3. 广西民族大学：张春林 林琼芳；

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曲宗琴 张 文；

5. 广西科技大学：覃雪梅 潘清泉 赵金和；

6. 广西师范学院：彭 豪 杨 玲 杨明桂 杨小青 陈寿强

黄 技 苏学权 曾玲娟；

7. 玉林师范学院：梁钊华 唐彰新 黄俊官 续润华 林 婕

陈桂基；

8. 百色学院：李凤玉 徐魁峰 黄荣峰 马亚辉 韦 纯；

9. 钦州学院：莫华善 梁 庆 许 珍 庞柏树；

10.广西教育学院：李 克 张 旭 梁秀清 伍 梅 鲍家志；

11.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杨元妍；

12.河池学院：谢艳娟 唐毓首 曹绍平 黄 白 陈媛媛 钟乃良；

13.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吴格好 姜献生；

14.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曾金霞 肖庆延 李大亮 朱明科

吕志革 秦初生；

15.北海职业学院：檀 钊 陈莉雅；

16．梧州学院：杨元妍。

（二）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点负责人两名

1. 广西大学：李正文 于婷；

2. 广西医科大学:周 波 刘蒙壮；

3. 广西科技大学：伍时华 俸晓锦；

4. 右江民族医学院：方仕英 吕维纯；



3

5. 梧州学院：罗元首 朱丽雯；

6. 钦州学院：龚 俅；

7.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黄彪虎 杨 芳；

8. 北海职业学院：梁均红 李 萍。

（三）广西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教材编写参编人员（另行通知）。

（四）自治区教育厅、招生考试院相关负责人。

（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关人员。

三、会议时间安排

2017 年 6 月 1 日报到，6 月 2—3 日开会，6 月 4 日离会（会议

日程安排详见附件）。

四、会议费用承担

参加会议人员往返的交通费、会议期间的会务费、交通费、食宿

费等均由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承担，请自行订购往返车票。会

议结束后，由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将需支付的相关费用转账到

广西财会考试中心北海基地（北海市海景彩云宾馆）。

户名：广西财会培训考试中心北海基地

开户银行：北海建行高新区支行

银行帐号：45001655116050500286

五、会议回执日期

请参加会议人员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前，登陆广西高等学校师资

培训中心 http://gxttc.gxnu.edu.cn/网站，从网页左上角“会议报

名系统”入口，填写 “与会人员回执单”，并点击确认提交。

六、会议报到地点

（一）报到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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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财会培训考试中心北海基地（北海市海景彩云宾馆），总台

电话：0779--3899598，传真：0779-3899550 ；酒店经理：李经理

13977958405。详细地址：广西北海市银海区鸿华路。

（二）乘车路线

1.市中心（北部湾广场）距离 7 公里，乘出租车约 15 分钟，也

可乘 5 路公交车直达终点站侨港海滩；

2.机场（北海福成机场）距离 30公里，乘出租车约 40分钟；

3.北海火车站距离 5公里，乘出租车约 12分钟；

4.北海南珠汽车站距离 15 公里，乘出租车约 25 分钟，也可乘

13/15 路公交车到北部湾广场再转乘 5 路公交车直达终点站侨港海

滩；

5.北海客运中心距离 8 公里，乘出租车约 20 分，也可搭乘 5 路

公交车直达终点站侨港海滩。

七、会议联系人员

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陈老师，电话 0773—

5845583，手机 13977313185；韦老师，电话 0773—5846482，手机

13617734481； 王老师，电话 0773—5822867，手机 18377333870。

附件：会议日程安排

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7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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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会议日程安排

时间 项目 地点 参加人员 主持人

6 月 1 日

（星期四）

下午

15:00--21:00

报到 宾馆大堂 全体会议代表

陈举科

韦素玲

王雄斌

6月 2日

（星期五）

上午

8:30--9:30

开幕式 彩云厅 全体会议代表 谭智雄

6月 2日

（星期五）上

午

9:30--12:00

广西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教材编

写研讨会
彩云厅 教材参编人员 各教材主编

6月 2日

（星期五）

下午

15:00--18:00

教学管理工作会 彩云厅 全体代表 谭智雄

各学科集体备课
分四个学科进行

（地点待定）
各学科教师 各学科组长

教学点管理研讨会 地点待定 教学点负责人 陈举科

6月 3日

（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各学科集体备课
分四个学科进行

（地点待定）
各学科教师 各学科组长

教学管理系统培训会 地点待定 教学点负责人 陈举科

6月 3日

（星期六）

下午

15:00--18:00

讨论及经验交流、总结 彩云厅 全体代表 谭智雄

6月 4日

（星期日）
早餐后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