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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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6日—27日，评建工作办公室组织学校有关领导一

行 12人到南昌师范学院调研评估评建工作。通过调研学习，进一

步理清了评建工作的思路，为攻坚阶段评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调研结束后，及时完成通讯稿的撰写及发布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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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3. 通过与学校办公室及相关联络员沟通联系，确定 10月 31

日本科专业专项评估专家接送车辆、人员和就餐安排等接待事宜，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并制定完成“本科专业专项评估专

家接待方案”。根据方案要求，及时与相关人员联系，详细安排

接待事宜，并将具体安排告知专家；将 10月 31日开展本科专业

专项评估的相关材料发送给校外评估专家，并与专家一一沟通评

估具体事宜，预先让专家了解专业基本情况，确保专家更有针对

性地开展评估工作；做好专家接待工作并及时跟进各评估小组做

好专项评估的会场布臵、材料存放等会前准备工作；10月 31日，

圆满完成人文学院、艺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和智能工程学院四

个学院的本科专业专项评估工作。专项评估结束后，召开评建工

作办公室内部会议，对本次专项评估的具体情况进行交流、总结、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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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督促、收集并整理 10月 31日已完成的四个学院本科专业

专项评估现场录音、督导报告等相关材料，并将督导报告发送对

应评估小组的校内专家，审核内容是否与专家意见一致、是否有

遗漏等；将督导报告中关于人才培养方案和实践教学环节中需要

学校统一推进的工作进行汇总梳理，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反馈。 

5. 召开评建工作办公室内部会议，集体对“十四五”发展规

划中“以评促建”专题规划的撰写内容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修改

意见和建议；会后及时修改、完善并发送发展规划处。 

6. 与吕梁学院多次沟通协调，确定最终调研学习行程方案，

并及时发出调研公函。为保证调研工作顺利进行，按照调研方案

的行程安排，完成车票预订、住宿协调安排等事宜。 

7. 参加第六次自评报告讨论会，讨论自评报告初稿的具体内

容，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会后及时把第 26-39个观测点自评报告

内容反馈给相关责任部门，请责任部门审核部分内容修改是否合

适，并对涉及的数据进行补充、更新。 

8. 参加学校组织的数据采集培训研讨会、人才培养方案培训

研讨会，全面了解学校 2020年度数据采集情况和 2019版人才培

养方案存在的问题，为今后推进相关评建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现

实依据。 

9. 参加学校组织的实践教学培训研讨会和本科合格评估座

谈会，全面了解学校实践教学各环节和本科合格评估评建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等，为下一步推动评建工作提供现实依据。 

10. 赴潍坊参加 2020 年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席会议暨第二

十次工作研讨会，学习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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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与发展战略方面的前沿理论、成功案例和经验，为今后更

好地投入我校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深化改革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工程积蓄力量和理论基础。 

11. 督促各观测点责任部门按要求修改所负责观测点的自评

报告初稿，并及时收集汇总修改后的自评报告初稿，为召开“自

评报告相关数据及材料调度会”做好材料准备工作，同时做好会

场安排等其他会前准备工作。组织召开“自评报告相关数据及材

料调度会”，通过本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理清自评报告初稿撰写

过程的存在的难点问题，并针对难点问题给出了解决的指导意见

和建议，为今后自评报告初稿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指明出了改进

方向和具体思路。会后及时完成通讯稿的撰写和发布工作。 

12. 召开评建工作办公室周例会，每个人分别对上周各自负

责工作的完成情况、工作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分享，同时对本周

具体工作进行详细的安排。 

13. 完成评建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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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带队赴南昌师范学院调研本科教学合格 

评估评建工作 

为加快推进我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10月 26日—

27日，学校领导冯庆禄、董以涛、邹坤萍带队的本科教学合格评

估考察团一行 12人到南昌师范学院调研评估评建工作。南昌师范

学院党委书记王金平、校长徐求真、副校长胡小萍、殷剑、刘小

强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热情接待。 

 

26日，南昌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金平、副校长胡小萍、殷剑

热情接待了我校考察团一行，并进行了座谈交流。王金平对我校

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重点介绍了南昌师范学院迎评促建工作中

的经验做法和心得体会。冯庆禄对南昌师范学院的特色办学成就

给予赞扬，他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和办学特色，并就本科教学

合格评估评建工作的推动进行深入探讨。 

27日，南昌师范学院校长徐求真主持召开交流座谈会，副校

长胡小萍、刘小强出席，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徐求真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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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简要介绍了南昌师范学院的办学历史、

学科专业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内涵建设、学校转型发展及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等基本情况，并就八项本科教学合格评估

评建重点工作的基本要求、经验做法和心得体会进行了交流。 

冯庆禄对南昌师范学院领导的热情接待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

谢，同时对南昌师范学院的建设发展以及在办学中所取得的成绩

表示由衷的称赞。此次来访主要是学习借鉴南昌师范学院在迎评

促建方面积累的经验做法，希望以此次访问交流为契机，不断加

强两校的交流联系，共同促进两校向更高层次迈进，不断取得新

的成绩。 

座谈会结束后，在南昌师范学院领导老师的陪同下，冯庆禄

等一行先后参观了师范生技能实训中心、师德教育馆、校史馆等。

我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评估工作开展与推进、自评报告撰写、校

园文化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管理工作、教学条件保障、教

学过程管理、教学质量保障、实践教学和图书馆建设等具体问题

进行了对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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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学习，我校进一步理清了评建工作的思路，为攻坚

阶段评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山东管理学院开展2020年度本科专业专项评估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专业内涵建设，扎实推进学校本科教学合

格评估评建工作，评建工作办公室、教务处、教学督导与评价中

心于 10月 24日、30日共同组织开展了本科专业专项评估工作。 

学校成立了由校内外专家共同组成的评估组，采用一对一督

导的方式，重点对 8个二级学院所有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

实践教学情况进行把脉诊断，评估指导。专家通过听取专业负责

人的现场汇报、查阅相关材料和现场交流等方式，对发现的问题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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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冯庆禄、副院长邹坤萍分别到各评估现场指导工作，

他们对专家的辛苦工作和精准指导表示衷心感谢。 

冯庆禄指出，学校此次本着强化专业建设的目的，对所有本

科专业的重要专项内容进行“自我体检”，以期诊断专业建设与

发展的重要环节中的问题，切实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他要求，学校上下要在虚心接受批评与建议的同时，认

真梳理、仔细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明确责任，科

学制定整改方案，采取具体措施逐条落实，促进我校本科专业又

好又快发展。 

邹坤萍指出，本次本科专业专项评估工作目的在于通过评估

发现问题，寻找差距。对发现的问题，学校将督促相关职能部门

和教学单位落实整改，进一步强化专业内涵建设，凝练专业特色，

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通过本次本科专业专项评估工作的开展，将有助于各二级学

院更好地把握专业办学现状，以这次专项评估为抓手，对标一流

专业建设标准，进一步理清专业内涵建设思路和未来发展目标，

不断提升专业竞争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山东管理学院召开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自评报告

相关数据及材料调度会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评估评建工作有序开展，做好本科教学工

作合格评估自评报告撰写工作，11月 6日上午，学校在明德楼 266

会议室召开自评报告相关数据及材料调度会。副院长邹坤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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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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邹坤萍主持。 

会上，邹坤萍就我校自评报告初稿的整体撰写情况进行了简

要总结。随后，各观测点责任部门负责人就自评报告初稿中相关

文字内容和数据的修改、完善和提升情况进行了简要汇报。与会

人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对自评报告下一步撰写工作，邹坤萍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

部门之间加强沟通与协作,凝心聚力, 确保自评报告中内容和数

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是根据自评报告内容做好档案目录调整

工作，按照时间节点完善和整理相关支撑材料；三是科学合理规

划，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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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单位评建工作动态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持续完善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 

为进一步增强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真正实现以评促建，按照学校下半年评建重点工作推进

方案，招生就业处不断推进完善就业指导服务工作。 

一、举办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以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促进低年级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

充分认识自己，明确职业方向，进而进行学业规划。 

10 月上旬-11 月，招生就业处组织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比

赛活动分为赛前宣传、赛前培训、初赛、复赛、决赛五个阶段。

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旨在深入增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使学

生个人规划目标与专业选择目标相匹配，推动学校就业指导工

作的开展，促进学校就业服务工作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二、组织编写《就业指导手册》 

组织编写《就业指导手册》，提高就业指导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招生就业处本着就业指导服务渠道多元化、内容精细化、

路径信息化等原则，在原有就业工作信息化建设、打造就业指

导服务月等多种方式的基础上，持续全面完善就业指导与服务

体系。9 月-10 月下旬，组织编写了《毕业生就业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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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每个毕业生人手一册。就业指导手册分类明确、详细实用，

为毕业生提供了专业全面的就业指导，有利于帮助毕业生更好

地择业、就业，提高我校就业指导与服务质量，进一步推动就

业指导服务工作的精细化。 

 

 

 

 

 

 

（招生就业处供稿） 

 

【工商学院】 

 

促进校企深度融合 持续发力评估评建 

为加快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扎实有效地推进学校本

科教学合格评估评建工作的有序进行，工商学院按照学校评建

工作的部署要求开展了一系列评估评建活动。 

一、为深刻贯彻落实学校评建工作精神，深化产教融合、

推进协同育人新模式，提高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工商学

院筹备并举办了山东管理学院校外导师聘任仪式暨首届管理

实践论坛。 

10 月 28 日上午，工商学院召开调度会，调度会由工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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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胡忠任主持,工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李丽娜、教学副院

长周蕊、学院相关负责人及各教研室主任参加会议。会议主要

围绕聘任仪式流程、时间安排及校外导师资格和名单等事宜展

开，调度会的召开为工商学院实践论坛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图 1 校外导师聘请仪式暨首届管理实践论坛调度会 

10 月 31 日上午，工商学院在图书馆报告厅举办山东管理

学院校外导师聘任仪式暨首届管理实践论坛，本次论坛主题

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管理实践。学校党委书记冯庆禄、

副院长杨茂奎出席，相关企业家、行业专家、企业经理及工商

学院教师、学生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冯庆禄书记进行了欢迎致辞。工商学院院长胡忠任

对工商学院基本情况、校企合作及校外导师工作进行了介绍。

冯庆禄、杨茂奎向受聘为山东管理学院“校外导师”的 29 位

企业家、行业专家及企业高管颁发聘书。胡忠任院长与参会企

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与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永昌物流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进行实践教学基地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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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校外导师聘任仪式暨首届管理实践论坛 

聘请仪式结束后，工商学院召开首届管理实践论坛。五位

校外导师在论坛中畅所欲言，围绕企业创业史、管理经验、行

业动态等主题发表精彩演讲，赢得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下午

七位企业家深入课堂一线为相关专业学生授课，将最新的企业

管理核心技术应用场景、行业动态传递给学生。 

 

图 3 管理学院首届管理实践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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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企业家进课堂 

工商学院将继续贯彻国家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意见精神，

与优秀企业及校外导师共同探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新模式、新

路径，持续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助力我校本科教学合格

评估、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二、为保证评建工作顺利推进，学院深化落实毕业论文规

范性检查和试卷归档材料的检查工作，10 月 28 日学院对毕业

论文材料规范性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反馈、分析；10 月 30 日

开始，学院各位老师就 2019-2020 学年春季学期试卷检查反馈

结果进行修改。 

此次整改过程中，工商学院要求老师首先对毕业论文归档

材料和试卷归档材料进行自查，教研室内互查，然后学院组织

检查小组提出针对性问题和解决建议。学院检查后统一整理反

馈存在问题，相关教师进行整改并逐一核对签字确认，最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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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督导组再次进行检查，以确保相关材料的规范化。(工商学

院供稿) 

 

【会计学院】 

 

打磨细节 夯实基础 

为贯彻落实学校评建工作精神，持续、扎实推进各项评建

工作，会计学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一、“磨课”常态化，促进教师成长 

学院各教研室组织开展第一轮“磨课”，教师高度重视，

从教学内容、课程设计、语句表达等方面，精雕细琢，逐一推

敲、优化。在每位教师讲课结束后，其他教师积极与其交流，

讨论如何改进教学内容的组织呈现，如何设计教学环节，促进

学生明确课程在学业任务中的地位，以及纠正老师在授课过程

中的仪表仪态或口头禅等，保障课堂教学规范、生动。“磨课”

的过程既是一个学习、探究、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交流、反

思和创新的过程，更是一个专业素养提升的过程，学院将“磨

课”常态化，提升教学综合素质，营造积极向上的交流学习氛

围。 



- 16 - 

 

二、专业专项评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学院按照学校评建工作的部署，认真准备专业专项评估相

应资料，并与评估专家就人才培养目标、发展定位、实践教学、

课程设臵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学院领导根据评估专

家的工作认可和建议，明确了下一步评建工作的方向。学院召

开主题会议，向学院全体老师汇报专业专项评估反馈结果，提

出问题，并以此为导向，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角度出发，

要求教研室再调研、再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强调全体教师要顺

应时代和专业需求，投入更大的精力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

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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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评估评建绝

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所有老师在自己的岗位上

认认真真下足功夫。（会计学院供稿） 

 

【艺术学院】 

 

探讨人才培养模式，拓展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 

  ——艺术学院本科评建工作持续推进 

一、聘请企业导师，重视学生课内实践能力培养 

10 月 20 日，艺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李明、副院

长秦红卫及艺术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负责人在明德楼 211

会议室与山东省会大剧院总经理助理张慧女士就应用型人才

模式多元培养、企业资源的有机集合与优化配臵，课内实践能

力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会议最后，李明副院长为张慧女士颁发“山东管理学院艺

术学院企业导师”聘书，张慧表示，作为企业导师将结合自身

工作经历及省会大剧院在建项目，为我院学生提供更多的案例

式教学，带领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项

目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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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请田川流教授探讨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 

为进一步做好我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0 月 21

日，邀请山东管理学院柔性引进专家、博士生导师田川流教授就

文化产业管理、艺术管理两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构

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李明、副院长秦红

卫及相关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等参与汇报和座谈。 

 

本次座谈从专业角度对相关行业的发展趋势、人才需求情况

及专业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对课程体系构建、模块课

程设臵、实践教学及相应的学时学分分配等进行了探讨，对下一

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提供了依据和支持。 

三、 举办三场专家讲座，引领师生成长 

为了开阔师生视野，丰富知识结构，学院邀请了山东管理学

院柔性引进专家、博士生导师田川流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克教授，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音乐教研

员李东老师来校举办了三场专家讲座，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李

明、副院长秦红卫、部分教师及相关专业学生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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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家讲座活动的开展，给教学带来了新颖独特的教育理

念，让师生从源头去思考 “教”与“学”，既有理论高度又实践

深度，为师生带来了专业的视听盛宴，受到师生一致好评。（艺

术学院供稿） 

 

【经贸学院】 

 

深入研究实践育人举措 持续加强校外基地建设 

近期，经贸学院深入研究实践育人的工作举措，持续加强实

验室、实习实训平台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邀请专家进校指导，加强实验室利用交流 

10 月 22 日，经贸学院邀请了山东财经大学实验教学中心主

任丛建阁教授，针对实验室建设和利用开展座谈指导。本次座谈

会由经贸学院副院长杨成宝主持，工商学院院长胡忠任、实验（实

训）管理中心副主任薄剑及部分教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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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建阁从实验室的总体规划入手，围绕本科合格评估要点，

提出要树立跨学校、跨专业、跨课程的实验室建设理念，强调了

经济管理类各课程之间协调合作的重要性，指出要充分利用企业

或学校调研的数据资源，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实验室。此外，他

就如何利用实验室做好科研对接、教学对接、“双创”对接等问

题进行了详细指导。座谈会后，丛建阁一行实地参观了学院实验

室，并与参会教师现场交流答疑，为学院下一步高质量开展实践

教学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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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签约校外实训基地，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取得新成效 

10 月 29 日下午，我校与历城金融大厦实习实训基地签约暨

2021 届毕业生双选会在历城区金融大厦举行。学校副院长邹坤

萍，历城区组织部副部长师吉云，历城区金融办主任王爱国，中

启创优董事长苏乐，教务处、经贸学院负责人及部分师生参加活

动。 

 

双方代表分别致辞，表达了对合作的高度重视和美好期望。

邹坤萍代表山东管理学院与历城金融事业发展中心举行了实习实

训基地签约仪式。仪式结束后，历城金融大厦召开 2021届毕业生

双向选择招聘会。21 家企业和经贸学院经济学、金融工程 80 余

名毕业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很多学生当场确定了实习和就业

意向。本次实习实训基地的建立，为学生创造了精准对口的实践

机会，将有利于双方在人才培养、专业共建等领域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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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学院将继续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中心工作，立足评建重

点环节，狠抓工作落实，为推进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顺利

完成打下坚实基础。（经贸学院供稿） 

 

【体育教学部】 

 

提升教师科研能力，完善课堂教学体系 

一、开展学术报告，增强教师科研意识，提升教师科研能力 

10 月 21 日下午，济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亓圣华教授受邀来

到体育教学部，并为体育教学部全体教师带来一场“体育科研论

文发表与科研课题申报”的学术报告，报告由体育教学部主任原

兴照主持。  

亓教授在报告中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先后对体育科研论文

发表与科研课题申报进行了重点讲解，侧重讲解了课题申报技巧

和论文撰写发表策略。结合当前形势，对体育学科科研课题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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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全面解读，并现场逐一解答了教师提出的问题。  

 

全体教师在聆听讲座的过程中秩序井然，表现出了极大的学

习兴趣。报告休息期间，亓教授还与教师们亲切交流，分享他多

年的科研经验。讲座结束后，老师们纷纷表示，此次报告受益匪

浅，今后将加强学习，不断提升科研能力水平。 

二、举行专题讲座，加强课余训练队伍管理，提高训练水平 

10 月 28 日下午，体育教学部召开了“普通高校体育教师业

余训练工作可行性分析”专题讲座，讲座主讲人为曲阜师范大学

盛绍增教授，体育教学部全体教师参加了此次讲座。 

盛教授以他从教近 40 年来的体育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训

练经验，围绕普通高校体育教师承担业余训练基本情况、训练队

伍建设、训练内容、训练效果以及训练中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的

训练困惑，用幽默、生动的授课语言，鲜活的训练案例分享，把

真正适合高校体育教师承担业余训练的理论方法，有效的传递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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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场的老师们，全体教师受益匪浅。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相信在这次内涵丰富

的讲座中，老师们都能够进一步理解和确定自己未来业余训练工

作的方向，为进一步提升课余训练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完善课堂教学体系，优化教学材料，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常规管理，提高教学设计质量，规范教学

过程。根据学校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的督导意见与建议，近日，

体育教学部全体教师进行优化、再梳理教学大纲活动，特别是对

课程教学目标和考试试卷进行了重点检查。该活动的举行对于保

证教师课堂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起到积极作用。(体育教

学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