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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仲教字〔2018〕36 号 

 

关于印发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本科教学工作 

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院（部），各单位： 

根据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作部署，学校决定开

展审核评估工作预评估，预评估专家组将于 2018年 9 月 16日至

20 日对我校进行预评估。为确保专家组进校期间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本科教学

工作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相关工

作。 

联系人: 洪维嘉，联系电话：89003038。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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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8年 8 月 31日印 

校对：洪维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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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本科教学工作 

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方案 

 

根据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作部署，为做好审核

评估预评估工作，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1．落实教育部审核评估工作的精神实质，全面审视我校本

科教学工作情况，梳理学校本科教学的理念、思路、措施与成效，

为下一步工作推进与教学改革提供指导。 

2．检查落实学校以迎评工作为契机的教学管理机制运行情

况。 

    二、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一）学校领导小组 

 组长：宋垚臻  程  萍 

 成员：朱立学  何  斌  李海燕  田允波  李小琴  向梅梅 

    工作职责：全面负责迎评工作，指挥、协调、督办迎评各项

活动。 

（二）工作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接待工作组、专家联络组、材料工作组、考察

访谈工作组、学生工作组、后勤保卫组、宣传工作组 7 个工作小

组。在专家进校期间，各组配合专家开展各项考察工作，完成评

建办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1.接待工作组 

 组长：程萍 

 成员：党政办公室、白云校区办公室、教务处、后勤与资产

管理处、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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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职责： 

（1）负责专家组进校前的接待准备以及进校后的陪同考察工

作； 

（2）负责校领导接受访谈工作安排； 

（3）负责专家见面会、意见反馈会、校领导讲话稿、主持词

及汇报 ppt； 

（4）负责专家接送及在校期间的工作餐、住宿和交通安排； 

（5）负责做好专家的医疗卫生保障； 

（6）负责专家组参与和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的人员通知、会

场布置和服务； 

（7）完成评建办安排的其他工作。 

  2. 专家联络组 

  组长：何斌 

  成员：组织部、人事处、教务处负责人 

  工作职责： 

（1） 负责专家、秘书联络员的选拔培训，以及教室、实验室

等校园分布的熟悉工作； 

（2）负责专家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 

（3）负责陪同和协助专家开展各种考察活动，及时收集、汇

总和反馈专家考察的各种信息并反馈至评建办公室； 

（4）负责专家联络员相关工作的协调； 

（5）完成评建办安排的其他工作。 

 3. 材料工作组 

  组长：朱立学 

  成员：学生工作部（处）、研究生工作部（处）、发展规划

处、人事处、教务处、科技处、外事处、财务处、后勤与资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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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校团委、图书馆、体育部 

工作职责： 

   （1）负责自评报告、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的完善、准备和

解释； 

   （2）制定迎接审核评估预评估专家《工作手册》，向专家提

供案头材料； 

   （3）协助专家制定和调整工作计划； 

   （4）负责组织制定支撑材料目录和支撑材料准备； 

   （5）及时与各单位、部门联系，向专家提供所调阅的各种材

料； 

   （6）制作专家、联络员、工作人员胸牌； 

   （7）专家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电脑及打印机的配备及调试 

   （8）完成评建办安排的其他工作。 

 4.考察访谈工作组 

 组长：朱立学 

 成员：教务处、人事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教学科研基

地、创新创业学院、图书馆、工会负责人 

工作职责： 

（1）制定和落实专家集体考察路线和计划； 

（2）组织落实所有考察场所的讲解工作； 

（3）专家进校独立考察、解说工作的组织落实； 

（4）保证各考察场所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 

（5）负责专家走访部门、学院的组织实施工作； 

（6）负责教职工的考勤与管理工作； 

（7）负责教师、管理干部、实验教辅人员等座谈会的组织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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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评建办安排的其他工作。 

  5.学生工作组 

  组长：李海燕 

  成员：学工部、教务处、就业处、后勤处、校团委负责人 

工作职责： 

（1） 负责向学生介绍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做好

宣传动员，培训学生骨干工作； 

（2） 负责学生到课、听课等方面的工作； 

（3） 负责学生宿舍管理方面的工作； 

（4） 负责学生社团的工作； 

（5） 负责学生座谈会的组织工作； 

（6） 完成评建办安排的其他工作。 

 6.后勤保卫组 

 组长：田允波 

 成员：后勤与资产管理处、保卫处、教务处、网络与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保卫处、体育部负责人 

工作职责： 

（1）保障专家进校期间教学基本设施的正常使用； 

（2）保障专家进校期间食堂的饮食安全及校园环境卫生； 

（3）负责校园绿化、环境美化，专家考察路线周边环境治理； 

（4）负责校园路灯、路面、体育场馆设施等的正常运行使用； 

（5）保障水、电供应及电梯、网络、多媒体教室等设施的正

常使用； 

（6） 负责做好校内交通工作； 

（7）负责做好校园治安及安全保卫工作； 

（8）负责做好校卫队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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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完成评建办安排的其他工作。 

  7.宣传组 

  组长：宋垚臻 

  成员：宣传部、教务处、学工部、校团委负责人 

  工作职责： 

（1）负责校情片准备； 

（2）负责通过广播、电视及网络等宣传学校工作和成果； 

（3）负责专家各类考察活动、会议的影像资料收集； 

（4）负责进行预评估工作的宣传报道； 

（5）负责专家集体及个人工作照片的拍摄及电子相册制作； 

（6）完成评建办安排的其他工作。 

  三、工作要求 

  1.各工作小组要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制定本小

组的工作方案，明确职责，责任到人； 

  2.各工作小组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确保预评估期间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 

  3.专家进校期间，全体工作人员要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不得随意离开工作岗位，如有特殊情况，严格履行请假手续； 

  4.全体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以强烈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高质量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附件:1.预评估有关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2.评估专家主要考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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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预评估有关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1、各工作小组： 

根据职责要求，召开工作会议，在学校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制

定工作计划和应急预案，任务分解到人，责任落实到人，组建相

关专门工作小组，做好人员培训，按要求将工作方案报学校评建

办公室。 

2、各教学单位： 

（1）制定迎评工作方案和工作进度安排。 

（2）进行师生员工宣传动员，营造良好的迎评氛围。 

（3）办公场所及本院（系）所管理使用的教学行政用房及其

周边环境美化。 

（4）布置宣传橱窗、展板（栏）等，及时更新本单位网页。 

（5）实验室环境美化和设备净化。 

（6）PPT汇报准备（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汇报材料中有关

提法和数据必须与学校保持一致。汇报重点：①单位概况（学科

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等）；②本科教学和管理

工作概况及取得的成绩；③办学优势与亮点；④存在问题及改进

措施；⑤下一步工作计划。（可酌情调整优化） 

（7）实验室考察的路线、停留时间、陪同人员、实验室情况

介绍人员（必须熟悉实验室情况，随时准备回答专家提问）的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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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备查材料的准备，能及时向专家提供。 

（9）接待专家走访考察，并配合各工作小组完成专家进校考

察相关工作。 

3、各职能部门和教辅单位： 

（1）制定迎评方案，任务分解到人。 

（2）办公场所环境布置和美化，宣传橱窗和本单位网页更新。 

（3）接待专家走访地点安排和布置。 

（4）多媒体汇报准备（控制在 15 分钟内），汇报材料中有

关提法和数据必须与学校保持一致。汇报重点：①单位概况（人

员组成、结构、职责等）；②本部门如何落实教学工作的中心地

位，保障服务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的；③本部门的主要工作成效

（突出特色、亮点）；④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⑤下一步工作计

划。（可酌情调整优化） 

（5）备查材料的准备，能及时向专家提供。 

（6）接待专家走访考察，配合各工作小组完成专家进校考察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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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评估专家主要考察技术 
 

专家进校实地考察是审核评估的主要环节，是专家真实感受

和客观评价参评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的重要手段。专家进校

考察是信息资料收集与判断的过程,重点绕“五个度”的内容，

以有效性和效果为前提, 一般在审核评估中专家必须掌握七项

考察技术,即深度访谈、听课看课、内外考察、文卷审阅、问题

诊断、沟通交流、问卷调查。 

一、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是评估专家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与参评学校有关

人员进行深入交谈,获取评估信息的一种方法。访谈形式上以一

对一的访谈为主。深度访谈是评估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一种重要

方法,对专家印证参评学校存在的问题、了解问题的性质与程度、

分析问题的成因等均有重要作用。访谈对象包括校领导、中层干

部、教师、学生、用人单位人员及退休人员。 

二、听课看课 

对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考察方式是听课看课,主要目的

是通过实地听课(看课)了解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和教学状态,学生的听课状态,教材的选用,师生互动情况、实

验情况以及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及效果等,对课堂教学质量做

出评价,并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出建议。听课看课的方式、时

间可灵活掌握,专家既可以完整听全一节课，也可以根据需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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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的听课（如 10 分钟），还可以在教学场所以不进入教室的方

式随时巡视教师课堂教学。每位专家听课看课总门数不少于 3 

门。 

三、 校内外考察走访 

校内外考察走访是对参评学校校内教学单位、职能部门和参

评学校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用人单位的考察。注重看参评学校的

中层、基层是如何做的,做的效果如何,是否能与参评学校的办学

定位和人才培养定位相适应,人才培养质量是否有保证,是否能

满足学生成人和成才的需要 。不仅会考察学校精心准备的项目,

还会查看常态化的重要项目。对外部用人单位的考察,主要了解

学校毕业生在单位的表现,倾听用人单位的评价,了解合作教育

的情况等,考察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和用人单

位的满意度。重点了解教学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如图书馆、实

验室、实习基地、体育场馆等在人才培养上的使用情况。 

四、文卷审阅 

文卷审阅是对教学档案、支撑材料、毕业设计/论文、试卷、

人才培养方案等的查阅。文卷审阅是求证参评学校工作的过程。

对参评学校教学材料的审阅,如毕业设计/论文、试卷,教学管理

文件、教学管理档案等,是考察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以及教

学管理状况的最直接、主要的手段每位专家须调阅 2 个以上专业

的毕业设计/论文，不少于 3 门课程的试卷和试卷分析报告。 

五、问题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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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过程中，评估专家既要了解、发现问题，又要查找、

分析问题的成因，还要给出破解的良方。主要方法：兼听并收法、

主线贯穿法、弱项核实法、上下贯通法。 

六、沟通交流 

评估专家会做好与参评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管理人员、

用人单位等的沟通交流。 

七、问卷调查 

发放有关课程建设、学风建设、学习指导、教师教学投入、

学生学习投入等相关调查问卷，了解学校课程教学效果、学风建

设、学校对学生学习支持以及对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