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事项 序号 工作内容与要求 

（1） 
1月上旬，发布2017年春季新生和在籍生注册通知。①1月10日启动2017年春季新生、在籍生注册及新生转专业注册； 
②在籍生学籍异动处理；③学习中心进行新生学籍基本信息核对，确保学生个人信息准确无误。 

（2） 
1月中旬，发布2017年上半年教学安排通知。学习中心按教学要求督促学生上网学习、按时提交在线作业、参与课程辅 
导与答疑，并协助做好教材订购、考试组织等教学工作。 

（3） 发布2017年暨4月全国统考工作年度安排。 

（1） 1月上旬，对2016年下半年课程考试试卷进行抽检。 

（2） 1月上旬，公布2016年下半年课程考核成绩。 

（3） 1月中旬，启动在线考试课程补考工作。 

（4） 受理审核今年第一批全国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考免考申请。 

（1） 1月上旬，发布2015年春季入学学生毕业论文工作安排通知，启动2015年春及以前入学学生毕业论文工作（具体要求见 
通知）。 

（2） 
1月上旬，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开始。学习中心上传指导教师资质材料，学院审核通过后,指导老师组织学生进 
行论文选题、指导学生选定任务书或审核学生自拟任务书并下达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3） 1月中旬，办理2014年秋及以前入学学生的毕业手续，打印毕业证书，发放毕业证和毕业生档案。 

（4） 1月中旬，上报教育部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 

（5） 向学校上报2017年上半年外省学生参加当地学位外语考试的报考名单。 

（6） 接收2016年11月湖南省成人学士学位外语考试成绩。 

（7） 启动2016年秋季优秀毕业生推荐工作。 

（1） 2月底，在线考试课程补考结束。 

（2） 2月15日前受理报送2017年第一批全国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考异地报考申请。 

（3） 2月15日——3月6日，2017年第一次全国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考报名、缴费。（具体要求见统考网站通知） 

（1） 启动2017年上半年学士学位申请工作（具体要求见通知）。 

中南大学网络教育学院2017年上半年 

教学工作月历表 

毕业与学 
位 

毕业与学 
位 

考务 

2月 

考务 

1月 

1月 

教务 

1



时间 事项 序号 工作内容与要求 

（2） 公布2016年11月湖南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试成绩。 

（1） 3月上旬，发布2017年春季新生开学通知，各学习中心自行组织开学典礼。 

（2） 3月24日，2017年春季新生和在籍学生注册截止。 

（3） 3月28日，2017年春季入学新生注册信息上报教育部阳光招生平台。 

（4）  3月下旬，公布2017年春季在籍学生学籍异动处理情况；学习中心针对学院学籍处理决定进行核实，并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 

到生。 
（1） 3月5日，2016年下半年课程考试成绩查询受理截止。 

（2） 3月上旬，通报2016年下半年课程考试情况。 

（3） 3月中旬，发布本学期课程考试计划，各学习中心了解并下载各层次各专业各门课程的考试方式及考试时间。（集中笔 
试时间：6月3-4日，形成性考核起始时间：5月15日—6月15日） 

（4） 3月底，学习中心完成考点确认、考生考点设置及学位课程重考申请工作。 

（5） 启动集中笔试课程试卷、答案、复习资料的编排、制作、校对工作。 

（6） 公布2017年第一批网络教育基础课统考免考结果。 

（1） 3月上旬，学习中心上传指导老师资质材料截止（具体要求见通知）。 

（2） 3月15日，指导老师下达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截止。 

（3） 3月—5月中旬，学生撰写论文、提交初稿、修改稿，指导老师进行指导和评阅。 

（4） 
3月中旬至5月底，2015年春及之前入学学生在平台上填报毕业生登记表，学习中心审核签字，6月初学院集中审核打印 

毕业生登记表。 

（5） 3月下旬，办理毕业证明书；办理专升本已毕业未上网学生降层次。 

（6） 3月下旬，毕业后重新达到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档案回收截止。 

（7） 3月底，结业一年内学生2017年上半年重修未取得学分课程申请截止。 

（8） 启动2017年上半年湖南省成人学士学位外语考试报名工作。（具体考试时间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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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制作、打印、发放2016年下半年第二批学士学位证书。 

（1） 4月上旬，学生卡设计打样、加工制作。 

（2） 4月中旬，办理新生入学资格学历复查上报学信平台 

（3） 4月下旬，下载2017年春季入学学生学籍待清查学生名单，并对已提供学历认证的学生手动清查。 

（4） 4月15日前，学生完成第一次在线作业。 

（1） 完成集中笔试课程试卷、答案、复习资料的编排、制作、校对工作。 

（2） 完成形成性考核课程试题或考试说明的编排及上网工作。 

（3） 4月—5月印制集中笔试课程试卷及其他资料并装袋。 

（4） 4月2日开始下载打印今年第一次全国统考准考证。 

（5） 4月15日——4月18日为2017年第一次全国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时间。 

（6） 2017年上半年湖南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具体时间待通知）。 

（1） 4月上旬，学习中心根据学院提供帐号,在毕业论文（设计）最终提交学院前自行组织毕业论文（设计）相似性检测。 

（2） 4月20日，毕业论文（设计）第一次上传截止。 

（3） 4月24日，指导老师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的评阅。 

（4） 4月下旬，指导老师评阅通过的毕业论文（设计）进行第一次相似性检测。 

（5） 4月30日，2013春及以前专科学生毕业综合训练上传截止。 

（6） 审核2017年上半年学士学位申请材料。 

（1） 5月上旬，本学期集中笔试课程的复习资料（高起专、专升本）上网。 

（2） 5月中旬-6月10日，2016年毕业生学籍档案、毕业生花名册组卷递交校档案馆归档。 

（3） 5月中旬，2017年春季新生学生卡寄发到各学习中心。 

（4） 5月15日前，学生完成第二次在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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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月中旬，公布纸质作业抽查名单（详见具体通知）。 

（1） 5月上旬，学习中心从信息管理平台—考务信息栏目下载2017年上半年课程考试的考场安排。 

（2） 5月上旬，发布本学期考试组织工作的通知，学习中心要熟知不同考试类型的考试安排与要求，认真做好考试的组织工 
作。 

（3） 5月15日—6月15日，本学期形成性考核课程考试时间。 

（4） 5月15日—6月15日，本学期课程平时成绩上报时间。 

（5） 5月下旬，集中笔试课程试卷寄发到学习中心。 

（6） 组织巡考人员培训，学院、管理中心组织人员巡考，学习中心组织监考人员并通知学生参考。 

（7） 相关管理中心做好课程考试巡视安排。 

（8） 发布2017年9月全国统考（第二批）工作安排。 

（9） 受理审核2017年第二批全国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考免考申请。 

（10） 5月21日网考办发布4月份统考成绩，并向各中心提供一周时间申请成绩复核。 

考务 （11） 受理报送今年第二批全国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考异地报考申请。 

（1） 5月上旬，进行2013春及以前专科学生毕业综合训练第一次抽查。 

（2） 5月11日，毕业论文（设计）修改稿上传截止。 

（3） 5月中旬，发布2015年春及以前入学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安排。（具体见通知） 

（4） 5月中旬，学习中心上报答辩时间、地点等安排及答辩委员会（小组）成员名单。 

（5） 5月中旬，指导老师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终稿的评阅。 

（6） 5月中下旬，毕业论文（设计）相似性最终检测。 

（7） 5月下旬-6月上旬，组织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学院对学习中心进行远程视频检查和现场巡视。 

（8） 5月30日，2013春及以前专科学生毕业综合训练修改稿上传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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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审核、评审、公示2016年秋季及2017年春季优秀毕业生并颁发证书。 

（10） 向学校上报2017年上半年学位申请材料，收缴学位申请费。 

6月 教务 （1） 6月初，2017年上半年申请的在籍生勘误信息上报学信平台。 

教务 （2） 6月15日前，学生完成第三次在线作业。 

（1） 6月3-4日，本学期课程集中考试（暂定，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 

（2） 相关管理中心回寄课程考试巡考总结、巡视记录等资料。 

（3） 6月15日，课程平时成绩、在线作业、在线考试、护理实习成绩、专科非主干课程成绩网上提交截止。 

（4） 2017年6月14日——7月3日，第二次全国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考报名、缴费。（具体要求见统考网站通知） 

（5） 公布2017年第二批网络教育基础课统考免考结果。 

（1） 6月上旬，抽选部分学习中心进行远程视频答辩。 

（2） 6月上旬，进行2013春及以前专科学生毕业综合训练第二次抽查。 

（3） 6月中下旬，填报毕业论文评阅成绩、答辩成绩，邮寄学生答辩材料，提交答辩视频。 

（4） 6月下旬，公布毕业论文（设计）成绩。 

（5） 
学习中心提交报名参加2017年下半年所在省（市、自治区）成人学位外语考试学生名单，发布办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委托各省教育行政部门成人学位外语报考有关事项通知。 

（6） 学校学位委员会对2017年上半年学位进行评审。 

（1） 
7月中旬，发布2017年秋季新生和在籍生注册通知。①启动2017年秋季新生、在籍生注册及新生转专业注册；②在籍生 
学籍异动处理；③学习中心进行新生学籍基本信息核对，确保学生个人信息准确无误。（具体要求见通知） 

（2） 
7月中旬，发布2017年下半年教学安排通知。学习中心按教学要求督促学生上网学习、按时提交在线作业、参与课程辅 
导与答疑，并协助做好教材订购、考试组织等教学工作。 

（1） 7月上旬，对2017年上半年课程考试试卷进行抽检。 

（2） 7月上旬，公布2017年上半年课程考核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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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月中旬，启动在线考试课程补考工作。 

（1） 
7月上旬，发布2015年秋季入学学生毕业论文工作安排通知，启动2015年秋及以前入学学生毕业论文工作（具体要求见 
通知）。 

（2） 
7月上旬，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开始。学习中心上传指导教师资质材料，学院审核通过后,指导老师组织学生进 
行论文选题、指导学生选定任务书或审核学生自拟任务书并下达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3） 7月上中旬，办理2015年春季及以前入学学生的毕业手续，打印毕业证书，发放毕业证和毕业生档案。 

（4） 7月中旬，上报教育部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 

（5） 向学校上报2017年下半年外省学生参加当地学位外语考试的报考名单。 

（6） 启动2017年秋季优秀毕业生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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