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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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总梳理各部门、单位提交的评建工作阶段性督导检查查

摆问题和整改清单，将属于学校层面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提交

有关会议研究讨论，为下一步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2. 汇总梳理修改后的各观测点自评综述材料。  

3. 跟进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提前谋划 10月份组织的本科专

业评估的实施方案的拟定工作。 

4. 着手联系教育部库内评估专家，为下一步邀请专家来校对

各观测点、各二级学院（部）评建工作进行指导和督导检查做准

备。 

5. 跟进教务处牵头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填

报工作。参加 2020年度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预采集协调会，了

解数据采集工作进程安排、重要数据的填报要求，为下一步推进

该项工作做好准备。 

6. 组织召开评建工作务虚会。通过本次会议的召开，为继续

深入推进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理清工作思路。 

7. 组织召开评建工作讨论会。深入研究学校 2020年下半年

本科教学合格评估重点工作，推动评建工作有序开展。 

8. 交流跟进各部门、单位对阶段性督导检查的整改情况；走

访部分部门、单位，征求大家对学校评建工作的建议。 

9. 讨论、研究并制定《2020 年度下半年本科教学合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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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推进方案》，在征求相关职能部门建议的基础上形成定

稿并提交党委会讨论通过；根据学校 2020年下半年评建重点工作

安排，并结合前期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阶段性督导检查反馈的

问题，对各二级学院（部）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进行梳理、讨论

并修改完善，形成《2020年度下半年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二级

学院（部）重点工作推进方案》；根据党委会意见和建议，进一

步完善 2020 年度下半年评建重点工作，并发布《关于发布 2020

年度下半年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重点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鲁

管院评建函〔2020〕17号）。 

10. 组织召开评建工作推进会第十一次会议。深入推进各观

测点建设，部署下一步各观测点评建具体工作。并将已整理打印

的其他已评学校自评报告，提供给各观测点责任部门参考学习。 

11. 组织召开评建工作推进会第十二次会议，深入推动各二

级学院（部）评建工作，对下半年各二级学院（部）的评建重点

任务进行部署。 

12. 研究制定并发布《关于报送观测点建设情况梳理表的通

知》（鲁管院评建函〔2020〕16号），并对各观测点责任部门提

交的《观测点建设情况梳理表》进行汇总整理，就涉及的观测点

支撑点描述、支撑数据和案例等内容进行初步梳理。 

13. 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关于重点工作的专班组建事

宜。 

14. 搜集整理评建工作动态，发布《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工作简报》（第七期）。 

15. 梳理各专项工作组评建工作方案中的下半年具体建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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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此有计划的按照时间进度推进各专项工作组的具体工作。 

16. 完成评建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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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管理学院召开评建工作务虚会 

为深入推进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进一步理顺评建工

作思路，推动学校内涵建设与发展，9月1日下午，学校在明德楼

668会议室召开评建工作务虚会。校领导冯庆禄、邹广德、李明勇、

杨茂奎、董以涛、朱晓梅、邹坤萍出席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冯

庆禄主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评建工作办公室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评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洪丽就前期评建工作阶

段性督导检查各观测点查摆出的学校层面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

细说明。各部门负责人结合所负责观测点和部门工作进行交流发

言；校领导分别发言，对下一步评建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 

冯庆禄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本次评建工作务虚会既是对前

期评建工作的总结，也是对下一步评建工作的推进和部署，通过

本次会议帮助我们进一步理清、理顺工作思路。对接下来的评建

工作，他提出几点要求：一是明确分工、细化任务。各部门、单

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严格执行，狠抓落实；二是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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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协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通力合作，加强沟通，

避免推诿扯皮现象；三是要加强评建工作督导监察力度。进一步

压实责任，强化担当，确保评建工作落细、落实、落地。 

 

 

山东管理学院召开评建工作讨论会 

为深入研究学校 2020年下半年本科教学合格评估重点工作，

推动评建工作有序开展， 9月 2日下午，学校在明德楼 366会议

室召开评建工作讨论会。校领导邹广德、邹坤萍出席会议。会议

由副院长邹坤萍主持。评建工作办公室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评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洪丽就学校下半年本科

教学合格评估重点推进工作进行了详细汇报。与会人员对此进行

了热烈讨论。 

院长邹广德作重要发言。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对下一步评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并进行了总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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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邹坤萍对评建工作办公室提出要求。她讲到，评建工

作办公室要根据本次会议的具体要求和总体部署及与会人员的意

见和建议，对下半年本科教学合格评估重点工作推进安排进行完

善修改，并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方案要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

作责任，确保各项评建工作保质保量完成，进一步推进学校高质

量发展。 

 

 

山东管理学院召开评建工作推进会第十一次会议 

为深入推进各观测点建设，部署下一步各观测点评建工

作，9 月 4 日上午，学校在明德楼 668 会议室召开评建工作推

进会第十一次会议。校领导邹广德、邹坤萍出席会议，各观测

点责任部门负责人和评建工作办公室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

由院长邹广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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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评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洪丽对观测点建设情

况梳理工作的要求进行详细说明。与会人员就会议主题进行讨

论，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邹广德作总结讲话。他提出了下一步各观测点的工作目标

和具体任务，要求各观测点责任部门要继续加强学习和研究，

注重集思广益，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观测点建设，促进学校

高质量特色发展。 

 

 

山东管理学院召开评建工作推进会第十二次会议 

为深入推动各二级学院（部）评建工作建设，部署各二级

学院（部）下半年评建工作重点任务，9 月 8 日下午，学校在

明德楼 668 会议室召开评建工作推进会第十二次会议。校领导

邹广德、邹坤萍出席会议，各二级学院（部）党总支书记、院

（部）长和评建工作办公室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院长邹

广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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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评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洪丽对 2020 年下半

年各二级学院（部）的重点工作和建设要求进行详细说明。 

邹广德作总结讲话。他提出了下一步各二级学院（部）的

工作目标和具体任务，要求各二级学院（部）要以更高的标准、

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切实推进评建工作建设，推动学校

建设发展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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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单位评建工作动态 

 

【工商学院】 

 
坚持问题导向  持续改进完善——工商学院有序推进 

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 

为推进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有序进行，确保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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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建工作活动。 

一、工商学院三位教师牵头完成 2020 年山东省本科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报工作。长期以来，工商学院不断加强对

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和标志性成果的培育力度，形成申报引导、

辅导在前、实时跟进、实时指导、实时督促的机制，以期积极

探索工商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及优化发展方向，旨在切实提高学

院教师争创教学研究项目和标志性成果的能力和水平，并以此

反哺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二、为促进工商学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

学院召开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系列会

议精神，再次深化“坚持问题导向，以评促建”的工作思路，

针对存在问题开展全方位教学问题分析与整改活动。学院全体

教师针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总结各自材料中存在的问题，

深入的分析和思考。通过总结分析与整改，为今后的教学工作

理清思路，进一步提升本科课程的综合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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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工商学院全体教师继续做

好磨课、听课工作，主动转变教育观念，深入钻研人才培养方

案和课程教学体系，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此同时，教师们根

据课程进度，对相关教学材料进行适时调整和优化完善，以保

证该项材料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努力建设高质量、高水平的教

学课堂。 

四、为进一步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凝练学院特色，打造

高质量的学生实习实训平台，工商学院将本科专业校外实践基

地建设工作纳入学院评建的重点推进工作之一，扎实推进产学

研合作、专业共建、实训基地建设和校企深度合作。 

五、工商学院实验室搬迁工作已于暑期顺利完成，根据学

校及学院的建设方案，工商学院继续保持与各方的密切沟通，

做好实验室的统筹协调建设工作，以保证学院重点实验教学课

程开展，推动实验室建设再上新台阶。 (工商学院供稿) 

 

 

【会计学院】 

 

加强内涵建设  提升教学水平 

会计学院分阶段梳理、总结暑期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阶

段性督导检查工作的经验，厘清未来评建工作思路，8 月 7 日

至 10 日根据教育部、省内专家督导意见完成自行整改，形成

报告；8 月 11 日至 28 日，根据学校统一要求形成评建工作查

摆及整改清单，形成下半年评建工作实施方案初稿并在学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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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做好动员工作；8 月 29 日至 9 月 4 日推行会计学院下半年评

建工作推进实施方案，确保“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身心”

融入到评建工作中来，把工作做实、做细、做深。 

  

实验室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学院各专业实验室建设负责人

对实验室建设方案不断论证、细化，确定各实验室设备最终参

数。在各行政部门的帮助下，制定招标文件，顺利招标，设计

实验室内部布局，确定设备样式及细节。经过仔细推敲合同细

节，完善并与中标方签订合同。为方便中标方施工，近期学院

与中标方交接实验室钥匙，目前中标方正紧锣密鼓施工中。 

   

本科毕业论文聘请企业指导教师。为突出学生毕业论文的

应用价值，提高社会调研等实践性质的论文数量，学院邀请企

业专家参与论文指导相关工作，要求企业指导教师具有中级以

上职称或职业资格证，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可以提供案例

和公司数据，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巩固、深化和扩充学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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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专业知识，使学生在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科学研究和

实践能力的基本训练。 （会计学院供稿） 

 

 

【艺术学院】 
 

“以评促建”找差距，“以评促改”补短板 

——艺术学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持续推进 

在暑期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中，艺术学院全体教师高

度重视，深入领会评估方案指标体系的内容和要求，强化质量意

识，积极查问题、找不足，利用暑假深入反思与整改，教学评建

工作持续推进。 

一、 规范教学基础材料，优化课堂教学设计 

根据评估专家对教学基础材料提出的建议，课程负责人与课

程组教师以教学大纲为指导，合理利用假期，根据校历进行新学

期教学日历编排、课程考核实施方案规划等；为了更好地开展课

堂教学，课程组不断探讨课堂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对教学中的

案例慎重选择与剖析，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中又有个性化差异，

不但开阔了教学思路也为新学期的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学

院课程库建设质量与规范化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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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打造“三室合一”课堂，满足教学需求 

为了更好的满足教学需求，艺术学院转变思路，利用有限的

专用教学场地，将教室、校内实验实训室、教师工作室“三室合

一”，既满足了理论教学、校内实践教学环节的需求，同时依托

山东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建

设城乡环境设计工作室、室内设计工作室、文化创意设计工作室、

数字媒体艺术工作室，服务教学的同时提升师生科研能力与水平。 

三、 积极探索“校地”“校企”“校会”融合新模式 

为了推进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艺术学院积极探索“校地”

“校企”“校会”合作渠道。8月 25日，山东管理学院与潍坊市

寒亭区人民政府共建齐鲁年画研究院签约揭牌仪式在寒亭区杨家

埠举行，谱写了学院“校地”融合的新篇章。为了更好地服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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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学院将积极探索与长清区总工会“校会”

融合的新模式。 

 

同时，学院为了推动各本科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积极推

动与山东省美术馆、济南市文化馆、泉韵历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东奔跑吧贝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校企”合作之路，与现有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在教学、科研、就业等方面深度合作。（艺术

学院供稿） 

 

 

【人文学院】 

 

人文学院开展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阶段性 

督导检查总结反思活动 

暑假期间，人文学院全体教师按照学校评建工作统一安排

进行阶段性督导检查。全院高度重视，按时完成了各项准备工

作，展示了人文学院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就本科教学合格评

估评建的基本要求而言，人文学院各教研室还存在不少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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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建设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 

为此，各教研室分别召开会议，教师们认真思考，进一步

探讨和谋划整改措施。以教研室为单位提交了本科教学合格评

估评建工作阶段性督导检查工作总结，为下一步评建工作厘清

了思路。 

 

 

通过此次反思活动，人文学院认真总结了现阶段自身的问

题和不足，第一时间按照阶段性督导检查中专家反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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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梳理查摆问题和整改清单，为下一步落实评建整

改工作做好了准备。（人文学院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