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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建工作办公室近期工作简况 

 

近期，评建工作办公室按照学校评建工作总体部署要求，扎

实有序推进学校各项评建工作。具体工作如下： 

1.完成各二级学院（部）暑期评建工作计划的梳理工作。 

2.根据校领导反馈建议修改完成评建工作办公室2020年上半

年工作总结与下半年工作计划，并上报学校办公室。  

3.将前期开展完毕的两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督导涉

及的6个观测点和 10个二级学院（部）的督导报告，逐一反馈至

相关部门、单位，同时汇报给各部门、单位的分管校领导或联系

校领导，以帮助各部门、单位共同解决困难、推动工作。 

4.完善并发布《山东管理学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观测点

综述撰写要求》（鲁管院评建函〔2020〕13号），确定好本科合

格评估观测点综述撰写的内容要求和模板，供各观测点责任部门

在撰写观测点综述材料时参照执行。 

5.就教工评建知识第一轮测试事宜协调信息工程学院提供技

术支持，完成试题的APP程序建设工作，计划于下半年开展教工

评建知识测试。 

6.联系省内外评估专家沟通协调关于暑期最后一周评建督导

工作的具体时间，并根据专家的具体时间安排，调整暑期评建工

作督导方案。 

7.通过对部分二级学院（部）领导、教学秘书、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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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师进行调研交流，及时了解各单位暑期评建工作进展情况。 

8.组织评建工作推进会第九次会议，交流讨论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深刻内涵及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体现；交流各二级学院

（部）近两周暑期评建工作的进展情况，梳理存在的困难和困惑，

并进行讨论解决。 

9.组织评建工作推进会第十次会议，对学校暑期本科教学合

格评估评建工作观测点和二级学院（部）督导方案进行了详细解

读；对暑期评建工作督导小组的具体任务、工作程序和工作职责

进行了系统说明。 

10.邀请校外专家，成立由校领导带队、校内外专家共同组成

的督导检查小组，采用一对一督导的方式，对各二级学院（部）

的期末试卷、试题库、毕业论文（设计）、论文题目库、课程教

学材料和人才培养方案等进行督导检查，针对督导过程中发现的

不足和问题及时反馈，并给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各二级

学院（部）开展教师访谈、学院（部）班子成员访谈，针对访谈

过程中发现的不足和短板及时反馈，并给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11.邀请省内外知名评估专家，通过直接深入二级学院（部）

进行督导检查，采取听取汇报，教师访谈，调取毕业论文（设计）、

试卷和课程教学材料等方式，对各二级学院（部）评建工作进行

了细致督导。专家肯定了二级学院（部）的工作特色和亮点，指

出了不足和短板，并给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12.邀请省内外知名评估专家，通过逐一听取39个观测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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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情况汇报、查阅观测点综述和支撑材料等方式，专家对各观测

点目前的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中存在的不足和短

板，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13.组织召开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阶段总结会，对我校

前期开展的各项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 

14.组织完成省内外知名评估专家对第 21-30 个观测点的补

充反馈会议。 

15.整理 8 月 3 日-8 月 7 日期间所有督导项目的录音、图片

等材料，完成各项督导报告。 

16.发布《关于报送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阶段性督导检查查

摆问题及整改清单的通知》（鲁管院评建函〔2020〕15号）。 

17.完成评建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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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管理学院举行评建工作推进会第九次会议 

暨教育教学大讨论推动会议 

为进一步安排部署暑期学校工作，扎实有效推进学校本科教

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进程，推动教育教学大讨论，7月 24日上午，

学校在明德楼266会议室召开评建工作推进会第九次会议暨教育

教学大讨论推动会议。院长邹广德出席会议，各二级学院（部）

党总支书记、院长、分管教学副院长，发展规划处和评建工作办

公室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邹广德主持。 

 

会上，发展规划处张丽博士就“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几

个问题”进行详细的汇报和解读。发展规划处处长孙丽雅就学校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思路进行简要的补充说明。各二级学院院长依

次就当前暑期评建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汇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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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德作总结讲话。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他强调，一是要

强化人才培养需求型导向，了解人才需求状况，完善人才培养模

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要加强专业群建设，探索学科间逻

辑关系，发挥学科专业群优势，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专业集群；

三是要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强各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创新应

用型的发展模式，将应用型培养特点落实落地。最后，针对暑期

二级学院（部）评建工作的推进，他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建议和目

标要求。 

今后一个时期，学校将继续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组织多种形

式的活动，将教育教学大讨论不断推向深入。 

 

 

山东管理学院举行评建工作推进会第十次会议 

为做好我校暑期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督导检查工作，有效

推进各项评建工作落实落地，7月 31日上午，学校在明德楼668

会议室召开评建工作推进会第十次会议。副院长邹坤萍出席并主

持会议，各观测点责任部门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各二级学院（部）

院长、分管教学副院长，评建工作督导小组校内专家和联络员，

评建工作办公室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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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评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洪丽对学校暑期本科教

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观测点和二级学院（部）督导方案进行了详

细解读；对暑期评建工作督导小组的具体任务、工作程序和工作

职责进行了系统说明。 

邹坤萍作总结讲话。对于落实暑期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督

导工作，她强调了几点要求：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认识本

次评建督导工作的重要性，在态度上和行动上高度重视，更好展

现学校良好形象，要提高提高再提高；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要树

立问题导向意识，充分发现问题，补齐问题短板，要完善完善再

完善；三是勇于担当作为，要狠抓质量关键点，促进各项工作落

实落地，要落实落实再落实。 

 

 



- 8 - 

督导检查看进展 狠抓落实促成效---- 

山东管理学院开展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阶段性 

督导检查活动 

为检验前期我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的进展成效，促

进各项评建工作任务落实、落细、落地，8月 3日至 7日，学校

对 39个观测点和各二级学院（部）的评建工作开展了全面督导检

查。 

8月 3日至 4日，学校成立由校领导带队、校内外专家共同

组成的督导检查小组，采用一对一督导的方式，对各二级学院（部）

的期末试卷、试题库、毕业论文（设计）、论文选题库、课程教

学材料和人才培养方案等进行了督导检查。 

8月 5日至 6日，学校邀请省内外知名评估专家，分别对39

个观测点和各二级学院（部）进行了全面督导检查。通过逐一听

取39个观测点建设情况汇报、查阅观测点综述和支撑材料等方

式，专家对各观测点目前的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

中存在的不足和短板，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通过

直接深入二级学院（部），采取听取汇报，教师访谈，调取毕业

论文（设计）、试卷和课程教学材料等方式，对各二级学院（部）

评建工作进行了细致督导检查。专家肯定了二级学院（部）的工

作特色和亮点，指出了不足和短板，并给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8月 7日，学校在图书馆报告厅召开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

工作阶段总结大会，对我校前期开展的各项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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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校领导，全体处、科级干部，具有副高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各部门、单位评建工作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观测点具体负责人，教务处、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评

建工作办公室全体人员，各二级学院（部）教学秘书、教研室主

任和全体博士参加会议。会议由院长邹广德主持。 

会上，三位评估专家分别就观测点和二级学院（部）的督导

情况进行详细、全面的总结反馈。 

党委书记冯庆禄作重要讲话。他代表学校党委对三位专家的

悉心指导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学校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需

要提升的空间很大，必须狠下决心、下大功夫把工作做实做细做

到位，提升各项指标建设质量。对于下一步的评建工作，他提出

三点要求：一是全心投入，脚踏实地对待评建工作。全体教职员

工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把迎评促建当成一项责无旁贷的

工作。二是高标准、严要求落实评建任务。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树立更高的标准意识、质量意识，在精益求精上狠下功夫。三是

精准施策，狠抓落实保证评建成效。尽快列出问题清单，制定整

改措施，明确整改步骤，分配好整改任务，制定好整改标准，保

证这次评建督导中专家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全面、彻底、真正落实、

落细、落地，使学校本科合格评估评建工作水平再上升一个更高

的台阶。 

院长邹广德做总结讲话。他指出，三位专家的意见中肯、建

议精准、针对性强，对指引学校今后各项工作发展弥足珍贵。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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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的讲话站位高、立意深、方向明，对指导学校各项工作发展

意义重大。对于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他强调，一要认真领会，深

入思考和研究专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研究下一步努力方向和整

改落实的具体措施；二要继续深入研究评估指标体系，准确理解

指标内涵，把握内在逻辑关系，增强评估评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三要认真挖掘、提炼和培育学校特色，创新举措，打造亮

点；四要认真领会和落实冯书记的讲话精神，用更积极的态度，

更昂扬的精神面貌投入到今后的评估评建工作中去。 

本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阶段性督导检查活动，有利

于找准学校当前发展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厘清发展思路，明确下

一阶段各部门、单位评建工作的建设责任和任务；有利于加强和

改进本科人才培养工作，全力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为顺利通过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打下坚实的基础。下一步，学校各部门、

单位将按照本次督导检查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严格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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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单位评建工作动态 

 

【工商学院】 

 

工商学院持续推进暑期本科教学评建工作 

为持续推进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有序进行，高质量完成各

阶段教学、科研任务，工商学院按照学校评建工作的部署要求开

展了一系列促科研、提教研活动。 

一、召开例会，研讨教案撰写、规范论文存档细节 

为提高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严格把关2020 届学生毕业论文质

量，工商学院于7月 21召开主题例会。院长胡忠任理清了教案撰

写思路，强调了教案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副院长张春翠详

细梳理了各项教学材料的逻辑关系，指出任课教师的教学材料应

当符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根据方案中的课程与培养要求

关系矩阵制定教学大纲，然后根据大纲撰写教案，制定课程考核

方案、教学执行日历、完成教学课件。各环节要互相关联，教学

材料要层层落实，保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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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2020 届毕业生论文的归档细节进行了讨论和答疑。会

议指出，为提高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各教研室应该根据历届毕业

论文出现的问题提前告知学生注意事项，并让学生提前准备收集

材料，确定论文选题。 

本次例会在梳理教学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为教

学工作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二、工商学院举办“经管学科实验教学的新发展——促进教

学科研融合的有效途径”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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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日上午，由工商学院主办的“经管学科实验教学的新

发展——促进教学科研融合的有效途径”报告会在明德楼266举

行。山东大学教授、商学院院长、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组长戚桂杰教授作了主题报告。工商学院

全体教师参加会议。 

会上，戚教授从“融入新文科建设” “顶层设计与项目推进”

“教学与科研协同创新” “内涵发展与技术支撑”4个方面作了

精彩的报告，提出要将新技术和中国企业实践融入经管学科实验

教学体系，介绍了国家级国家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的行动路径，

为工商学院实验教学改革和科教融合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对策。 

报告会最后，戚教授介绍了国家社科项目的评审标准和申报

经验，为教师们的日后申报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本次报告会得到了学院教师的积极响应，对于工商学院进一

步推进实验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戚教授将

在实验室建设、科研项目等方面为我院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指导，

为我院实验教学改革和教学科研融合注入新能量、提供新思路。 

三、工商学院各教研室组织开展“一周一教研”活动 

为扎实做好本科评建工作，理清专业发展思路，工商学院组

织开展各教研室“一周一教研”活动。7月 24日工商学院各教研

室在博识楼分别开展“一周一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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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教研活动中，工商管理教研室针对《管理学》课程涉

及跨学院专业较多的特点，继续深入开展课程建设研讨，从马工

程教材教学的角度进一步重构课程教学内容，讨论教案中的教学

设计等环节。教研室的研讨活动提升了教学质量，挖掘了专业特

色，更好地推动了学院的发展。物流管理教研室则针对教案设计、

教学方法灵活应用进行了研讨交流。 （工商学院供稿）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扎实推进暑期本科教学评建工作 

为扎实推进本科教学评建工作，根据学校暑期本科教学合格

评估评建工作计划安排，艺术制定了详细的暑期本科教学合格评

建工作任务详单,并根据详单逐步推进暑期本科教学评建工作。 

一、真抓实干,各教研室夯实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根据艺术学院暑期本科教学评建工作部署,各教研室召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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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工作落实会议,由教研室主任牵头,课程负责人带动，课程组

集思广益，加强课程教学资源 “三位一体”建设。本次教学资源

建设的重点是夯实素材类教学资源建设，理清课程建设思路，进

一步梳理和规范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考核实施方案等教

学基本材料，注重教学设计讨论和教学资源的融会贯通，以提升

课堂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二、整改落实，保障教学工作“最后一公里” 

7月 14日，各教研室针对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试卷材料

出现的问题进行逐一反思与集中整改，对规范2019-2020 学年春

季学期试卷材料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规范了技能

性课程试卷的批阅，对试卷材料的格式、学时学分的表述等做了

统一要求，同时，对试卷分数的分布状态进行了实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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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细节，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推敲 

7月 22日，艺术学院在明德楼211会议室对历年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梳理与推敲，对于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就应用型人才培养

目标、毕业生能力要求、课程体系合理性、学时学分的合理分配

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本次人才培养方案的再次论证与完善，将进一步提高人才培

养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学院后期将根据教务处的统一要求作

进一步的完善和修订，并付诸实施。（艺术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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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学院】 

 

经贸学院凝心聚力 全力推进评建工作 

一、组织开展 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试卷检查工作 

为掌握本科课程教学中阅卷、成绩评定和档案资料的规范

程度，进一步推进学院评建工作高质量开展，经贸学院于 7 月

17 日和 7 月 24 日，针对 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试卷，先后

组织了三轮检查工作，涉及教研室互查、学院随机抽查、学院

全面检查三个阶段。 

7 月 17 日上午，学院抽调各教研室教师共 10 人，分 5 组

开展了较为全面的资料互查，互查结束后将发现问题第一时间

反馈给相关教师进行有效整改。 

7 月 17 日下午，学院组织各教研室骨干教师 6 人，2 人一

组，分 3 组开展抽查工作，每组随机检查各教研室 1 个班级课

程试卷。 

两次检查结束后，学院以各小组完成的评价表为依据，对

各教研室得分进行排名，对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通报，要求各

教研室加强对试卷规范程度的学习与执行情况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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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学院再次对各教研室的试卷逐一组织了全面细

致的检查，最大程度上保证各项材料齐备、内容规范、签字到

位，从命题、批改、分析到装订等各环节都达到规定的质量要

求。 

二、举行“说课程”活动 

7 月 22 日，学院在明德楼 672 组织了“说课程”活动，每

位教研室推荐 1 名教师参加，共 5 位教师参与了现场展示，副

院长杨成宝、张劲青及全体教师现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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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现场，5 位教师语言流畅、逻辑清晰、课件制作精良，

能较好的结合本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把各自课程的

整体设计、教学理念、教学特色、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在短短

15 分钟内展示的淋漓尽致，尽显良好的教学基本功和业务素

质。 

每位教师展示完毕后，现场观摩的教师各抒已见，对教学

大纲和教材的关系、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匹配性、混合式教学方

法的实施、教学效果的评价方法、考核方案的合理设置等内容

展开热烈讨论。 

本次“说课程”活动为教师们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也

搭建了研讨交流的平台，提高了老师对课程改革的把握和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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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效促进了学院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升。(经贸学

院供稿) 

 

 

【人文学院】 

 

人文学院有效推进各项评建工作落实落地 

人文学院组织老师学习评建工作各项文件政策，一一对标

落实、责任到人、差缺补漏、积极整改，保障各项工作扎实有

效地推进落实。 

7 月 17 日，人文学院在明德楼 666 举办了期末试卷及毕业

论文互查活动。活动由人文学院副院长郑子森主持,人文学院

全体教师参加此次活动。郑子森对课程试卷和毕业论文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讲解，就如何完善教学档案提出了建

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本次期末试卷和毕业论文互查活动中，学

院教师本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对所查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

查。学院要求任课教师按照学校要求，做好各项材料归档工作，

并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试卷袋封面信息不齐全、试卷交接记录

没有签名、论文装袋材料不齐全等问题及时通知相关教师进行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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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期末试卷及毕业论文互查活动，为各位教师提供了相

互学习、共同进步的机会，也进一步加强了学院的教学管理规

范化建设，为学校本科合格评估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月 22 日，人文学院举办由校内外专家参与的人才培养方

案修订论证会。会议邀请了山东政法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负

责人王晓红、山东双元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馨文等行

业专家参与论证。学校副院长杨茂奎出席会议，宣传部、教学

督导与评价中心负责人以及人文学院全体教师参加了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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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四个本科专业负责人分别就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进

行汇报解说，行业专家们就各自专业领域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具

体设置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校内专家针对具体细节提出建设性

的意见，并对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薄弱环

节给出建议。杨茂奎作总结讲话，他对人文学院此次修订论证

会议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人文学院继续推行此类会议，在教学

讨论方面多思考、多切磋，进一步加强专业建设，鼓励每位老

师努力钻研教学业务，勇于担当作为，为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做

出更大贡献。 

 

本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论证会议是人文学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

开端，全体教师们对专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确切了解了专业

培养目标，对承担的专业课程和自身的教学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文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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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部】 

 

体育教学部持续开展评建工作活动 

为贯彻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精神，紧跟学校评

估评建工作节奏，扎实有效推进体育教学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

工作，自 7 月 15 日开始，体育教学部全体教师开展集中研讨，

进一步梳理、规范体育教学部评建支撑材料。 

研讨工作在实验楼 304 教室开展，体育教学部全体教师集

中研讨并撰写教学材料。为督促教师按时参与研讨、积极投入

到评建工作中来，教学部严格执行“一日两次”考勤制度。 

 

7 月 22 日，体育教学部在实验楼 304 教室开展“说教学大

纲、教案”活动，体育教学部全体教师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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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最后，体育教学部主任原兴照进行总结。他强调，教

案是体育教学活动开展的主要体现，关系到俱乐部的上课质

量，每位老师应该高度重视教案在迎评促建和课堂教学中的重

要性，要有针对性的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到体育课堂，突出体

育育人功能。每位老师应树立迎评促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从

细节做起，规范支撑材料的每一个环节。 

接下来，体育教学部将继续完善教学制度建设，进一步狠

抓工作落实，推进评建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体育教学部供稿） 

 

 



- 25 -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多措并举  凝练劳动育人特色 

劳动育人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根据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要求，

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基础上，积极挖掘劳动育人特色。近期，

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讨论确定劳动教材章节框架结构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山

东管理学院加强劳动教育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贯彻落实新时

代劳动育人新要求、新理念、新方式，彰显学校办学特色，组织

编写《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通论》，对学生进行劳动理念、劳动

精神、劳动能力、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教育。目前，学院教材编写

组经过多次讨论，已经确定了劳动教材框架结构，明确章节编写

任务分工，有计划、有步骤、有特色推动教材编写工作有序开展。 

二、提升劳动教育理论研究水平 

1.举办劳动育人征文活动   

为了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意见》和《山东管理学院加强劳动教育实施方案》，凸显

马院特色，提升教师教研、科研水平，已组织开展论文、课题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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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活动，紧密围绕“劳动育人”展开研究，成果可以为论文（教

研、科研）、课题（教研）和劳动育人思政元素资料等，以赛促

学、以赛促研，激发老师对于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的兴趣，使学院

教师进一步开阔学习视野，积淀学术底蕴。 

2.促进科研方向凝练和课题优化提升 

学院教师在理论研究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积极实现成果转化。

依托学校科研平台和科研政策，实现青年教师的科研方向凝练、

骨干教师的课题优化提升，为劳动教育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具体

成果支撑。学院教师已申报立项厅级工匠精神研究课题1项、校

级工会理论研究专项课题3项、校级劳动教育教改课题3项。（马

克思主义学院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