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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质量保障新体系，推动教学质量新发展 

 

【本期要目】 

➢ “合格评估迎评准备概要”主题讲座 

➢ 2022年全省教育督导与审计工作暨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

机制改革攻坚视频会议 

➢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推进会 

➢ 全省高校学科建设座谈会 

➢ 2022年普通本科教学工作视频会议 

➢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紧急会议 

➢ 第 1-5 周校级督导听课情况 

➢ 本期督评工作情况汇总 

【本期要闻】 

一、“合格评估迎评准备概要”主题讲座 

2月 25日上午，评建办在图书馆 C-20集中参加了由麦可思组

织开展的“合格评估迎评准备概要”全国线上主题讲座。本次讲座

的主讲人是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工程认证专家李景芝教授，

此次讲座旨在“结合学校合格评估工作进程，分享迎评工作相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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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李景芝教授将此次讲座分成两个板块。首先，李景芝教授就本

科教学合格评估的发展历程、指导方针和理念、核心内容“4321”、

指标体系等作了具体阐释，并指出“认识、态度、方法、技巧”是

迎评准备的关键。其次，李景芝教授就迎评准备工作提出了数据支

撑线、观测点合格线、材料过硬线、访谈形象线、参观展示线等

“五条线”，并通过丰富的案例、幽默的语言逐条进行了讲解。 

此次线上主题讲座，有利于我校更好地理解评估内涵，切实做

好迎评工作。 

二、2022 年全省教育督导与审计工作暨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

制机制改革攻坚视频会议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

式，研究部署 2022 年工作重点，3 月 2 日上午，四川省教育厅设主

会场召开了 2022 年全省教育督导与审计工作暨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

体制机制改革攻坚视频会议。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

育厅副总督学、督导审计处处长孙锐主持会议，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

委委员、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教育厅总督学傅明出席

会议并讲话。按省教育厅要求，我校在图书馆 D-401会议室设分会场，

全体校领导、督导办全体成员、教务处全体处级干部、基础教学部主

任、各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参加了会议。 

会上，甘孜州教育和体育局、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绵阳市教育

和体育局分别就本市教育督导工作作了发言。泸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遂宁市教育和体育局、四川旅游学院、西华大学、成都市成华区教育

中心分别就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高等教育评估、教育审批工作作

了经验交流。 



3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教育厅总督学傅明同志在会

上指出，2021年的教育督导与审计工作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

在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党组直接指挥下，全省教育督导与审计系统

不忘立德树人中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埋头苦干，勇毅

笃行，督导、审计迈出重要步伐，作用充分显现。他强调，2022年是

新时代、新征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要深刻理解新时代教育督导

与审计肩负的新使命，要着力抓好十个方面重点工作：一是实施教育

督导体制机制改革；二是扎实开展“双减”专项督导；三是改进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制；四是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五是统筹

做好学前教育督导评估；六是强化对学校工作的督导；七是着力推进

高等教育评估；八是健全教育监测工作制度；九是督促推动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解决；十是持续加强内部审计监督。 

会后，我校全体认真学习此次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

命担当，落实本次会议部署的教育督导、审计相关工作，加强学校内

部监督，不断提高学校办学质量。 

三、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推进会 

3月 3日下午，学校在罗江校区图书馆 D-08会议室召开了本科

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推进会。学校党委书记张继华，执行校长刘昌

明，副校长何义兴，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倪霞，副校长郭桂萍，

校长助理、校办主任张清军，党委副书记杨朋出席了会议。参加此

次会议的人员还有：各二级学院院长、分管教学副院长（或院长助

理）、教学办主任、教务处及评建办全体人员。会议由学校副校长何

义兴主持。 

会上，副校长何义兴首先就开学前 10天合格评估专项工作作了

总结。接着对 3月至 11月我校合格评估工作作了重要部署。他指

出，听课、论文、试卷、教学资料、支撑材料、访谈、现场是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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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合格评估工作的重心，并强调，要做好合格评估工作，一定要不

断提高思想站位，一定要领导带头、全员参与、全力投入，一定要

不断加强相关政策文件的学习。 

随后，评建办主任严代红就近期合格评估工作情况作了具体说

明，指出了合格评估工作中有待改进的地方，并就材料撰写工作提

出了建议。 

会上，执行校长刘昌明特别强调要“抓落实”：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要有更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二是要将学习指标与狠抓落实相

结合、迎评与常态化管理相结合、迎评与建设相结合；三是要加强

学校统一领导，有步骤、有计划、有序推进评估工作；四是要加强

宣传；五是要坚定信心与决心。 

会议最后，副校长何义兴作总结讲话。他强调，全校上下要绷

紧“评估”这条弦，为学校发展而评，为自身提高而评，全力以赴

做好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 

四、全省高校学科建设座谈会 

3月 14日上午，四川省教育厅设主会场召开了高校学科建设座

谈会。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朝

先出席会议并讲话。按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四川省教育厅要

求，我校在图书馆 D-401会议室设分会场。副校长何义兴、副校长

郭桂萍出席会议。各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院长助理、教学办主

任，教务处、评建办全体成员在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会上，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科

技大学、西南医科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内江师范学院、四川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就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

成效、面临的困难及下一步的着力方向作了交流发言。 

会上，陈朝先副厅长从提高站位，正确认识学科建设的重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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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突出重点，全面提升四川高校学科建设的质量；加强组织领

导，完善工作机制，为学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等三个方面着眼，全

面分析了四川省高校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同时，从强化

顶层设计、建好工作坐标、突出重点环节、坚持开放合作等方面对

各高校学科建设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后，何义兴就我校学科建设有关工作作了部署，并要求全体

教职工及时传达、深刻领会此次会议精神，积极做好我校学科建设

相关工作。 

五、2022 年普通本科教学工作视频会议 

3月 14日下午，2022年四川省本科教学工作视频会议在成都召

开。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杨建国主持会议，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委

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朝先出席会议并讲话。按四川省教

育厅要求，我校在图书馆 D-401会议室设分会场。党委书记张继

华，执行校长刘昌明，副校长何义兴，副校长郭桂萍，校长助理、

校办主任张清军出席会议。各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院长助理，

教务处、评建办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西南民族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大学、绵阳师范学

院、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等学院以问题为导向，紧扣当前本科人

才培养及教育教学工作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作了交流发言。 

会上，陈朝先副厅长从盘点成绩，坚定争创一流的信念；把握

机遇，树立服务大局的意识；创新举措，推动新时代四川高校振兴

等三个方面作了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 2021年四川省本科教学工

作，分析研判了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环境、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

形势和重大任务、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大势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抢抓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重大发展机遇,全

力推动振兴新时代四川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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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全省普通本科高校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抢抓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战略机遇，立足“两个大局”背

景准确研判发展形势，直面问题短板、抢抓机遇、提质晋位，准确

识变、主动求变、积极应变，推动新时代四川高等教育全面振兴。 

会后，郭桂萍要求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四川省 2022年

本科教学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全面落实本科教学各项工作任务，持

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我校本科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六、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紧急会议 

3月 28日下午，学校在罗江校区图书馆 D-08会议室召开本科

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紧急会议，传达了四川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调研的通知》精神。学

校党委书记张继华，执行校长刘昌明，副校长何义兴，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倪霞，副校长郭桂萍，校长助理、校办主任张清军，

党委副书记杨朋出席了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还有：各部门负

责人、各二级学院院长、分管教学副院长（或院长助理）及评建办

全体人员。会议由学校副校长何义兴主持。 

会上，何义兴首先就迎接省督导办进校调研相关事宜作了具体

安排，并对自评材料、教学成果、校园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明

确要求。他强调，全校上下应积极投入，以“平常心、正常态”准

备和迎接调研工作。 

会上，张继华再次强调要加强调研准备工作,并提出如下要求：

一是，思想上要高度重视、精心准备；二是，齐心协力、从容应

对；三是，虚怀若谷、认真整改。 

会议最后，刘昌明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此次调研是一次全面

学习、进一步做好评估工作的良好契机，要把此次调研作为迎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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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实战演练，高度重视，精心准备，根据学校建设现状，对照 40

个观测点，查漏补缺，加快建设步伐，力争早日实现“以评促建、

以评促优”目标。 

【本期督导听课情况】 

（2021～2022学年第 2 学期第 1-5周校级督导听课情况） 

因疫情防控需要，我校存在部分教师和学生无法到校上课的情

况。为保证疫情防控和教学工作两不误，我校采取了“双课堂制”

教学模式，即“实体课堂”与“云课堂”同步进行。为切实保障教

学质量，校级督导深入线上线下督导听课，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并反馈。 

一、疫情防控下校级督导听课总体情况 

本月，我校共有 29名教学督导专家参与听课，累计听课 148

次，听课覆盖了全校 11个二级学院的 102名教师。听课情况总体较

好，全校被评教师平均得分为 88.23分；教师之间得分差距不大，

标准差为 4.98。各二级学院得分平均分及标准差详见图 1。 

 

 

 

 

 

 

 

 

图 1  各二级学院得分平均分及标准差 

财经学

院

电子信

息与计

算机工

程学院

管理学

院

护理学

院

基础教

学部

建筑工

程学院

教育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食品与

服装学

院

体育学

院

智能制

造与车

辆工程

学院

平均分 86.79 87.25 86.10 92.00 89.69 84.44 88.56 91.40 86.50 92.00 89.36

标准差 2.31 3.89 6.24 0.00 3.89 6.66 4.08 1.67 6.54 3.46 2.5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8 

 

二、疫情防控下校级督导听课具体情况 

从线上教学情况来看，授课教师普遍能够较好地利用线上教学

平台和各种多媒体教学资源进行网络教学，思路清晰、讲授流畅，

大部分学生听课情况良好。但线上教学也存在一些不足，最突出的

一点便是个别教师备课不充分,线上教学照本宣科，缺乏师生间的交

流，教师难以准确、及时地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难以严格、有效

地把控课堂教学纪律，小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佳。 

从线下教学情况看，本月线下教学质量总体较高，校级督导在

听课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亮点，比如授课教师上课精神饱满，讲课富

有激情，课堂感染力较强；能够创新教学方式方法，适时与学生开

展互动，充分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但是，校督导专家在督导

听课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部分班级课堂秩序较差，存在学生吃早餐、玩手机、睡觉，

甚至不带教材上课的情况。例如第 3周，星期 2第 1节 B201教室；

星期 3第 7节 B202、D203教室；星期 5第 6节 B206教室。 

2.有的教师课前准备不够充分，例如 PPT重难点不突出，排版

不够合理，字数偏多，字体偏小，后排学生想看清楚比较费力。 

3.部分线下班级疫情防控意识不强，防疫措施不到位，例如部

分学生未戴口罩、未隔位就坐。 

【本期督评工作情况汇总】 

2022 年 3月，教学督导与教学评建办公室完成了以下工作： 

1、印发《关于开展 2022年 3月迎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自查与抽

检工作的通知》 

2、印发《关于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的紧急通知》 

3、印发《关于迎接省督导办来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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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通知》 

4、印发《关于 4月迎评工作相关安排的通知》 

5、撰写并修改自评报告、自评依据 

6、整理教育部 2022年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参评学校培训会录

音材料 

7、参与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推进会及教学工作例会 

8、收集、审定各院（部）自评报告、自评依据初稿 

9、参加“合格评估迎评准备概要”主题讲座，并整理出相应学

习材料 

10、参加 2022 年全省教育督导与审计工作暨深化新时代教育督

导体制机制改革攻坚视频会议 

11、参加全省高校学科建设座谈会 

12、参加 2022年普通本科教学工作视频会议 

13、参加学校召开的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紧急会议 

14、参与新学期开学前教学检查工作 

15、完成了软件工程和休闲体育两个专业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

上报材料的审核 

16、修订了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支撑材料目录初稿 

17、展开了全校全覆盖专项听课工作 

18、展开了 2022年拟晋升职称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听课工作 

19、开展周内随机巡课、线上督导检查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