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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师培〔2018〕4 号

关于举办第 22 期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人员

管理课程培训班的通知

各高校人事处：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

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师【2012】10 号）和教育厅《关

于举办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人员管理课程进修班的通知》（闽教改

【1998】022 号）精神，提升高校教育管理人员科学化管理水平。

经研究，我中心定于 2018 年 7 月底举办第 22 期福建省高等学

校教育管理人员管理课程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人员。

二、培训时间：2018 年 7 月 29 日—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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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到时间、地点：7 月 29 日上午 9：00—11：30，下

午 2：00—4：00。请携带二代身份证到福建省高等学校师资培

训中心（福州市仓山区对湖路 75 号）报到。

四、培训内容及方式：课程开设《高等教育管理学》《学校

管理心理学》，采取集中面授与在线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每门课

程 50 学时。高师中心将根据培训要求，提供与培训内容相关的

视频课程及模拟考试练习系统，供学员在线学习。

五、操作流程：学员可凭身份证号码，登录福建省高校师

资培训中心网站—高师云平台—教育管理—我的学习—课程中

心，选择“点击进入智课堂平台学习”，界面会自动跳转至学习

平台，需要学习的课程为：【教育管理类】学校管理心理学、高

等教育管理学等相关课程。点击课程，进入课程目录界面（具

体操作细节详见附件：福建省高等学校教育管理课程培训班报

名流程）。

中心网址：http://gpzx.fjnu.edu.cn

六、考试办法：在线课程学习及考试系统练习结束后，对

《高等教育管理学》《学校管理心理学》进行计算机上机考试，

每门课程考试时间均为 30 分钟。2 门课程考试合为一次进行，

单门课程考试时间不累计。每次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每门试卷

题型分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单门考试满分为 100

分。70 分（含 70 分）以上方为合格。

参加考试学员凭准考证和身份证，经验证后方可进入考场

参加考试。

http://gpzx.f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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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试时间：2018 年 8 月 10 日上午第一场 8:30-9:30，

第二场 10：00-11：00。

八、考试地点：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教学楼

九、补考时间：

补考对象 时 间

2018 年报名参加培训且考试

未通过者，可参加本次举办的

一次免费补考

8 月 10 日下午

3：00—4：00

注：请补考人员携带 8 月 10 日上午准考证参加补考。

十、结业颁证：凡参加培训学员，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学

习课时，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结业证书，作为今后晋升教育

管理研究职称的依据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登记凭证。

十一、教材：1、《高等教育管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2000 年 1 月第二版）；2、《学校管理心理学》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2005 年 1 月第 14 版）。以上教材可以向往年学

员借用或网上自行购买，确实无法解决者可以报到时现场复印。

十二、收费标准：两门课程培训费 360 元，考试费 40 元，

报到时现金缴费。

十三、报名办法：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网报时间从 5

月 21 日开始，6 月 20 日截止。报名流程详见高师中心网站

（http://gpzx.fjnu.edu.cn）中的“高师云平台”。请参训学

员在网上报名的同时向本校人事处报告个人参训相关信息。请

各校人事处于6月30日前把本校参加教育管理课程培训班名单

http://gpzx.f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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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见附件）发送至 1485345771@qq.com。

十四、联系办法：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对湖路 75 号，福建

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办公室

联系人：林荔老师 联系电话：0591-83440494、83407599

电子邮箱：1485345771@qq.com

系统报名过程中如有技术问题，请联系：林思源老师，联

系电话：13675034736 电子邮箱：fjgspx@163.com

附件：

福建省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人员管理课程培训班汇总表

福建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8 年 5 月 21 日

福建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8 年 5 月 21 日印发

mailto:1485345771@qq.com
mailto:fjgsp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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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高校教育管理人员管理课程培训班人员汇总表

单位： 联系人： 联系手机：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备注

范例 ××学院 张三 男

2

3

4

5

……

注：1、请统一用 Excel 格式制表，

2、请各校人事处联系人把本校培训学员名单汇总后发送至

14853457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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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福建省高等学校教育管理课程培

训班报名流程

(一) 技术支持

系统报名、学习、考试过程中如有技术问题，

请联系：林思源

服务热线：13675034736

服务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00-18:00

电子邮箱：fjgspx@163.com (24 小时)

(二) 浏览器环境要求，请务必安装以下浏览器

教育管理进修培训相关计算机系统不支持 IE8及以下版本。

请使用谷歌浏览器、搜狗浏览器、360极速浏览器。

下载地址：

谷歌浏览器:http://rj.baidu.com/soft/detail/14744.html

搜狗浏览器:http://rj.baidu.com/soft/detail/14754.html

360极速浏览:http://rj.baidu.com/soft/detail/17458.html

备注：360安全浏览器，非极速模式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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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册流程

1. 高师中心网址：http://gpzx.fjnu.edu.cn/。

2. 点击“高师云平台”。

3. 点击注册。以前注册过，请直接登录。忘记密码，请看密码

重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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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注册信息。港澳台同胞及外籍教师无身份证号，则填写

护照/港澳通行证/台胞证。无身份证号需要点击“随机生成”

来生成一个身份证号。

5. 完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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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传照片，点击“选择图片”后，会出现预览。再点击“上

传”，照片上传完成。照片需要标准证件照，请勿上传自拍

照、风景照、相片照等不合格的照片。如需修改照片，同此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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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密码重置，可通过邮箱或者手机获取验证码进行重置或者电

话咨询高师中心，由高师中心人工重置密码。

输入记忆中的手机或者邮箱或者用户名或者身份证号码，

并使用手机或者邮箱获取重置密码所需的验证码进行密码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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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训报名流程

1.登录后，阅读 教育管理 通知公告，了解培训相关政策。

2.点击“培训报名”

3. 选择要参加培训的期数，点击“我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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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考试场次，点击“请选择”。再点击“报名该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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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报名信息后，完成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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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名成功后，可在“我的报名”中查看报到时间与考试时间。

如果需要更换考试场次，请点击“取消报名”。再次走报名

流程。在“我的报名”中有显示报名期数，表明已经网报成

功。

7. 网络报名流程到此结束。

请根据文件通知的时间，携带二代身份证到指定地点现场

缴费。

现场缴费方式：现金。

缴费确认后，方能进入后面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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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习流程。注意！以下流程需要报到缴费完成后。

1. 点击“我的学习”。

2. 课程中心为视频学习、模拟考试为模拟练习。智课堂平台帐

号为本人身份证号码，密码同培训报名平台一致。点击“智

课堂”图标进入学习平台。智课堂平台需要缴费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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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登录”。登录帐号为手机或者邮箱或者身份证号码,密

码与培训报名平台一致。

4. 点击右上角的“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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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别点击 2 门课程并开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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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目录”进行视频学习与模拟练习。

点击右边的目录进行视频学习

模拟练习为今年的考试模拟练习



19

点击学习任务做模拟练习

点击最后一道题目可以提交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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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答题情况

错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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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做题。

7. 移动端扫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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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云端版直接登录

8. 网上视频学习，每门课程进度显示 100%，学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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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考试流程。注意！以下流程需要报到缴费完成后。

8. 准考证打印，注意！准考证打印后不能取消本次报名！

点击“准考证打印”

勾 选 “ 我 已 阅 读 ”， 点 击 “ 打 印 准 考 证 ” , 打 印 及 下 载 界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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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补考报名流程

9.点击“补考报名”。

10.选择考试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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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击“我要报名”。

12.选择要参加补考的科目，多项点击“选择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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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点击“确认报名”，查看报名信息，再点击“确认报名”。

14.“我的报名”中查看报名情况。如需更换考试场次，需要点

击“取消报名”，再次走补考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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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打印补考准考证。流程参考前面的准考证打印流程。

(八) 成绩查询

考试结束后，成绩将在“成绩查询”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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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后续服务

系统报名、学习、考试过程中如有技术问题，

请联系：林思源

服务热线：13675034736

服务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00-18:00

电子邮箱：fjgspx@163.com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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