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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注重江据 (定性和定量 )真実性、有妓性和充分性。

四、坪倍茫国

常核汗借茫曰包括 “6+1"今項目,24企要素和 64今要点。

6今常核項目包括定位与曰林、りT資仄伍、教学資源、培赤址程、

学生友晨、廣量保障等,4允浄学校自没 1今特色項目。

五、坪倍重点

常核坪借重点足培界曰林的近恰性
～

迷成度,具体体現カ

“四今度":培赤曰林与社会需求的近泣度,教りT～教学資源的

保障度,庚量保障体系込行的有妓度以及学生和用人単位的満意

度c

六、坪倍程序

常核坪借程序包括学校自汗、寺家逃校考察、汗借結沿常洪

与友布等。首先,参坪学校在仝面,こ 錆わ分析学校教学情尻及上

一次本科教学工作澤借存在日趣的整茨情虎的基袖上,結合自身

央隊,汰真升晨自我坪借,図 上填扱本科教学基本状恣数据,在

此基砧上形成 《自汗扱告》和 《教学基本状恣数据分析扱告》,

同時提交各年度 《本科教学廣量扱告》;其次,寺家逃校考察。

寺家俎在常核学校 《自坪扱告》、年度 《本科教学廣量扱告》及

《教学基本状恣数据分析扱告》基袖上,適址査園材料、企男1坊

淡、集体済淡、考察教学浚施有公共服弁没施、現摩深堂教学与

実践教学等形式,対学校教学工作倣出公正客現汗介,形成写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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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常核坪借扱告》 最后,《常核坪借報告》泣在仝面深入考察

和准挽把握所有常核内容基袖上,対各常核項目及其要素的常核

情況逃行描述,井曰統常核董点対学校本科人オ培赤恙体情況作

出芽1断和坪介,同 時明硫学校教学工作値得肯定、需要茨逃
～

鉢

須整茨的方面。

七、内涵悦明

力倣好迎接 2014-2018年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常核坪借"

工作,参考 《教育部美子升晨普ミ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常核坪

借的通知》 (高教 〔2013〕 10号 )等材料,学校汗建亦公室対常

核坪借的内涵悦明女口下:

(一 )定位均目林

此項目合三項要素:亦学定位;培赤目林;人オ培界中′む地

位。

1。 1亦学定位

(1)学校亦学方向、亦学定位及硫定依据

(2)亦学定位在学校友展規支1中 的体現

内涵悦明:学校亦学方向、亦学定位足学校根据社会IEX治 、

径済和文化友晨的需要及自身条件利所史的不境,八学校的亦学

借銃々現状出友,対 自身在社会有高等教育系統中所炎位置々角

色特征的地捧有友晨尽景的杓思。亦学定位主要包括取能定位、

晨次定位、友晨目林定位、培赤目林与服券面向定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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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培赤曰林

(1)学校人オ培赤恙目林及碗定依据

(2)寺立培赤目林、林准及碗定依据

内涵悦明:培赤目林包括学校人オ培木′こ目林和寺立培赤曰

林両今晨面。学校泣根据人オ培赤,こ 目林,十1定毎一寺立具体培

赤目林。寺立培赤曰林要有学校亦学定位及人オ培界定位IEl符

合,要有国家、社会及学生的要求寺期望相符合;皮包括学生的

半立要求,能反映学生半立后一段叶同 (tll女口五年后)在社会有寺

立頷域的預期友晨;セ泣体現千人オ培界的仝ミ程。培赤曰林的

表述庄逹免使用虚浮、空た和模糊的活言。

1.3人オ培赤中′む地位

(1)落央学校人オ培赤中′む地位的IEX策 与措施

(2)人オ培界中Iい地位的体現与妓呆

(3)学校頷早対本科教学的重視情汎

内涵現明:人オ培赤、科学研究、社会服弁、文化侍承与奄1

新等是高等学校的四大功能,科学研究、社会服券、文化侍承均

唸1新都泣服弁千人オ培界。教学足由教りT的教
～

学生的学所俎成

的一稗人炎特有的人オ培赤活功,是人オ培界的中′む不市,因 此 ,

学校泣把人オ培赤作力学校最基砧、最根本的工作,頷早精力、

りT姿力量、資源配畳、変費安羽卜和工作坪介都要以教学力中′む。

(二 )りT介陳仁

此項目合四今要素:数量与結杓;教育教学水平;教りT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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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教りT友晨有服券。

2.1数量寺輩杓

(1)教りT陳伍的数量有結杓

(2)教りT仄伍建没規支1及友晨恣勢

内涵悦明:りT姿仄伍数量有結杓足高校核′む売争力的根本所

在,対学校友展具有決定性影噛。学校りT姿仄伍 (包括寺任教りT、

実詮技本人員、教捕人員等)庄満尺学校教育教学的需要。教りT

整体素廣結柏 (包 括学所筆杓、年蛉結杓、能象結杓、学象結柏

等)也泣符合学校友晨的需要。学校鹿制定りT姿仄仁建浚規支1,

根据寺立寺学科友晨需要,対りT資仄伍的数量寺結杓逃行合理規

裁1,井有敷落実。

2。 2教育教学水平

(1)寺任教りT的寺立水平与教学能カ

(2)学校りT焦 りT凩建没措施々数果

内涵悦明:寺任教りT的寺立水千有教学能力足保江教学建没

和教学反量的重要条件;りT焦 りT八走没足仝面貫御国家教育方針

的根本保江,足逃一歩カロ張和茨逃大学生思想道徳建浚、促邊学

生仝面友晨的需要。教りT泣美愛学生、治学芦違、机教声明。

2.3教肺教学投入

(1)教授、副教授力本科生上深情況

(2)教りT升晨教学研究、参有教学改革有建没情呪

内涵現明:学校不供要欄有一支数量充足、第杓合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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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水平高的教りT仄伍,而且教りT透要能杉自党履行教ギ育人的

基本取責,把主要精力投入至1教学工作中。教岬皮釈板参か教学

改革、寺立建没、保程建浚和教材建没,井取得較好的妓呆;泣
正碗炎理教学有科研的美系,杵科研資源及叶特化力教学資源,

格最新研究成果及学科前滑知沢帯逃深堂。

2。 4教姉友晨有服券

(1)提升教姉教学能力和寺立水平的政策措施

(2)服券教りT取立生涯友展的IEX策措施

内涵悦明:学校泣釈板促逃教りT取立的可持紋友展,建没科

学合理的成長机tll(包 括培界、党争和坪介激励机tll等 ),有汁支1

地対教姉逃行相対系銃、仝面的取立生涯輔早,在感情上美Jこ 教

姉,在事立上支持教りT,力教りT菅造一介升放、完松的成長気曰

和友晨不境。

(二 )教学介源

此項目合五項要素:教学姪費;教学没施;寺立没畳与培赤

方案;深程資源;社会資源。

3。 1教学径費

(1)教学笙費投入及保障机十1

(2)学校教学径費年度交化情汎

(3)教学径費分配方式、しヒ例及使用妓益

内涵現明:教学径費足教学資源建没和日常教学近行的基本

保障,笙費投入是衡量学校各須頷早重視教学工作的 “拭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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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庄仇先保障教学径費投入,保障教学径費満足教学茨革、建

没及日常近行的需要。

3。 2教学没施

(1)教学没施満足教学需要情況

(2)教学、科研浚施的汗放程度及不1用 情苑

(3)教学信′息化条件及資源建没     ‐

内涵悦明:教学没施主要包括深堂教学没施、実践教学没施、

補助教学没施等。保堂教学没施主要包括教室、悟音室、十算机

房等;実践教学没施主要包括実お室、実コ央ッ1基地等;4ri助教

学没施主要指有教学有美的公用没施,例女口校園図、国ギ信、体

育笏備等。学校的教学、科研没施泣満足教学、科研要求,対りT

生等充分牙放,井得至1有数不1用 。要特男1重祝教学信息化条件及

資源建浚,力 教りT和学生提供能稲助和促逃他イ11学 可的教学姿

料、支持系銃和教学不境。

3。 3寺立没畳有培赤方案

(1)寺立建没規支1有 机行

(2)寺立没畳寺結杓調整,仇勢寺立有新寺立建没

(3)培界方案的十1定 、机行々調整

内涵悦明:寺立足人オ培界的基本依托。学校泣根据亦学定

位tll定寺立建没規災1,提出明碗的寺立没畳条件,調整井仇化寺

立結杓,形成学校人オ培界的仇勢わ特色。寺立没畳皮対人オ培

界的社会需求逃行充分凋研,ミ辻同巻調査、座淡走労、寺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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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形式,俎鉄校内外寺家逃行客規分析和科学浴江,碗保寺立

浚畳的科学性
～
可行性。人オ培界方案足人オ培赤目林有培界規

格的具体化、実践化形式,足俎鉄教学辻程和安羽卜教学任外的重

要依据,足人オ培芥廣量的実施藍圏,共内容一般包括:指早思

想、培赤曰林、半立要求、主要教学不市及其安羽卜、学十1或 学分

要求等。

3.4保程資源

(1)深程建浚規裁1与 仇行

(2)渫程的数量、結杓及仇廣保程資源建没

(3)教材建浚々地用

内涵悦明:保程足教学的基本単元。深程資源包括深程、教

材以及図箸資源、学科有科研資源等補助教学資源,足逃行深堂

教学及其化教学活功的 “軟"基拙。学校泣か張保程資源建没 ,

定成一批伐秀深程有教材等,形成有培界目林相近鹿的、内容キ

富的高水平補助教学資源。

3.5社会資源

(1)合作か学、合作育人的措施有数呆

(2)共建教学資源情九

(3)社会捐贈情呪

内涵現明:学校可吸1史 的社会資源包括有形資源 (女口実詮没

各、実詮器材、教学楼、国ギ信等)、 元形資源 (女口亦学理念、学

校校八、学校管理、教りT仄伍未廣等)以及政策資源 (女口善千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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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オ1用 外部不境与政策帯来的机邁)。 学校泣週辻合作亦学わ合

作育人以及共建教学資源
～

吸牧社会捐贈等,力 学校人オ培赤提

供更多資源。

(四 )培界辻程

比項目合四項要素:教学改革;保堂教学;実践教学;第二

深堂。

4。 1教学改革

(1)教学改革的恙体思路及政策措施

(2)人オ培赤模式改革,人オ培赤体+1、 机十1改革

(3)教学及管理信
`息 化

内涵悦明:教学研究与改革是か張内涵建浚、提高人オ培界

廣量的重要不市。学校泣杵教学改革作力提高教学廣量的重要推

功力,杵教学改革貫穿千人オ培界的仝址程,格教学改革均研究

交成声大教学工作者的自党行力。学校庄大力推辻人オ培赤体

+1、 机+1改革,推辻人オ培赤模式、教学模式和教学管理模式茨

革,推功教学廣量的不断提升。

4.2保堂教学

(1)教学大綱的十1汀与執行

(2)教学内容対人オ培界目林的体現,科研特化教学

(3)教りT教学方法,学 生学刀方式

(4)考拭考核的方式方法及管理

内涵現明:慄 堂教学是学校人オ培界的主渠道,学校泣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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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オ培赤曰林十1河深程教学大綱,井芦格執行。教りT泣私板把科

研成果中反映的同題帯至1保堂教学中,杵科研成果及叶特化力逃

入保堂的深程資源。泣重視教学方法研究均改革奄1新 ,培赤学生

良好的学コ方式,か張対考拭考核的規苑化管理,私板推逃考拭

考核方法的改革,切実提高保堂教学妓益和廣量。

4。 3実践教学

(1)実践教学体系定没

(2)実詮教学均実褒室升放情汎

(3)実 刀実ツ|、 社会実践、半立浚汁 (溶文)的 落実及妓呆

内涵現明:実 践教学是現固理沿知沢和か深対理浴汰沢的有

妓途径,在培赤学生友現同題、分析 1司 題、解決 1司 題能力
～
唸1新

及実践能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実践教学体系要

着眼子学生就立蘭位和友晨需要,日 統寺立人オ朱合素廣
～

実践

能力培界的要求来柏建。実践教学内容包括実お、実刀、実ツ|、

社会実践、深程浚汁、半立没廿 (港文)、 写ツ|、 社会実践等。学

校泣切実倣好実践教学的俎鉄工作,一足要完善実践教学各不市

的廣量林准、工作規疱;二是要在実施十支1中 明碗具体升展教学

的叶同分配及叶序安羽卜;三是要落実実践教学的場所,包括校内

タト実刀、実〕1基地,各炎実詮室、升晨実践活功所需的各炎功能

教室等;四是要倣至1姪 費分配合理、使用規苑;五是要倣至1指早

教りT数量合理、資格具各,満足IEl庄 実践教学不市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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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第二深堂

(1)第二深堂育人体系建浚与保障措施

(2)社囲建没有校因文化、科技活功及育人数呆

(3)学 生国内外交流学可情汎

内涵現明:第二渫堂和第一深堂是人オ培赤大系統中的両企

重要路径,第二保堂是第一保堂的延紋和ネト充,不 庄洋高千第一

深堂教学教育疱時え外,成力筒単的教育か法,而泣根据人オ培

赤曰林,奄1造各fII机会■学生ミ辻第二保堂来実践第一保堂学至1

的知沢。因比,学校庄定立井完善第一深堂与第二深堂的緊密錆

合的人オ培赤体系,秋板支持各炎健康向上的学生社困建没,升

展キ富多彩的深外活功;注重建没美而的校因不境和液郁的校因

文化,使学生受rll良好的感染、薫陶和激励;充分オ1用 学科和科

研資源,力 学生提供研究的不境,支持学生升展深外科技活功;

秋板唸1造条件,分学生提供更多国内タト跨校
～
跨文化学可交流的

机会。

(五 )学生え晨

此項目合四項因未:招 生及生源情汎;学生指早均服弁;学
凩与学可妓呆;就立寺友晨。

5。 1招生及生源情況

(1)学校′こ体生源状汎

(2)各寺立生源数量及特御

内涵現明:招 生工作是人オ培赤工作的起点,生源庚量足培

- 12 -―



赤廣量的起点。生源数量均廣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的人オ

培赤廣量与社会声誉。学校庄高度重視招生工作,釆取有妓措施

吸引仇秀考生,提高生源廣量。

5.2学生指早々服券

(1)学 生指早均服外的内容及妓呆

(2)学 生指早有服券的俎鉄均条件保障

(3)学 生対指早与服外的坪介

内涵現明:教育的本廣是培赤人,人オ培赤要以学生力本 ,

学校庄夫,こ 毎今学生,把促邊学生健康成K作力学校一切工作的

出友点和落脚点,杵面向整体的指早服弁形式特交力向多元化的

学生全体升晨今性化的具体指早服弁方式。学校泣建立和完善′む

理各洵、就立指早、学刀友晨、社会友晨的教育頷早体十1均 工作

机+1,明 碗其各自取責与曰林,同 時杓建和完善学校、学院、班

須三須|む 理友晨教育回絡;建杓一支寺立化的指早寺服券陳伍 ,

井対寺立人員上関条件邊行林准化的規疱;定立利完善有妓的汗

介机+1,実行功恣量化汗借林准,有 激励机+1配套,定期考核坪

借,恙錆推片先逃典型
～

径詮,以促邊指早均容洵工作的深人升

晨。

5。 3学凩々学コ赦果

(1)学凩定没的措施均妓果

(2)学 生学立成須及妹合素廣表現

(3)学 生対自我学コ均成K的満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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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現明:学凩是学校学生群体或今人在対矢口沢、能力的渇

求辻程中表現出来的帯有傾向性、穏定性的治学恣度、学刀方法

和行力,是学生内在的学刀恣度
～

外在的学刀行力的察合表現,

対人オ培赤廣量起着潜移獣化的作用。学コ八気、運守学校規定、

考凩情尻是学八状況的具体表現,学 生群体的形象表現
～

学刀、

生活面貌也能反映学八状恣。学校鹿釆取有妓措施か彊学民建

没,形成充分凋功学生自主学刀的机十1、 不境
～

気曰。学刀妓果

主要体現在学生的学立成須及朱合未廣表現方面,具体体現カ

徳、智、体、美等方面。但対学生的坪介泣注重汗介方式和途径

的多祥性,不使要垣辻考拭、作立、企文等形式美注学立成須
～

学科矢口沢的掌握情尻,而且要邁辻社会実践活劫、実詮扱告、半

立没汁 (沿文)等 美注学生的実践能力和tl新能力:不供要夫注学

生的思想道焦品廣,而且要美注学生的身′む和潜与妹合素廣以及

学生対自我学刀与成K的満意度。

5.4就立有友晨

(1)半 立生就立率与取立友晨情汎

(2)用 人単位対半立生坪介

内涵現明:半 立生的就立均取立友晨情汎是学校人オ培界廣

量的省口。学校人オ培赤曰林挽定的合理性、人オ培赤曰棒的迷

成度等,最終由半立生的就立情尻与取立友晨来栓詮。学校庄釆

取有力措施井邁辻多紳渠道有用人単位逃行咲箸有洵週,垣辻IIF

取反債和升晨同巻調査等方式荻取対学生朱合素廣
～

立券能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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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坪介。半立生的取立友晨主要指学生半立后一段叶同 (例 女口五

年后)在社会与寺立頷域的友晨情況。

(夫 )晨量保障

此項目合四項要素:教学廣量保障体系;反量監控;廣量信

息及不1用 ;廣量改逃。

6.1教学反量保障体系

(1)反量林准定浚

(2)学校廣量保障模式及体系結杓

(3)廣量保障体系的_al鉄 、+1度定没

(4)教学廣量管理陳伍建没

内涵現明:教学廣量保障体系是指学校以提高和保江教学廣

量カロ林,込用系統方法,依隼必要的俎須錆杓,把学校各部日、

各不市有教学廣量有美的廣量管理活功汗密俎須起来,杵教学
～

信′憩反伏的整今址程中影哺培赤反量的一切因素控+1起来,八而

形成的一介有明碗任弁、取責、枚限,相互協調、相互促邊的教

学廣量管理的有机整体。只有建立一介完善有妓的教学廣量保障

「
    体系,オ 能挽保人オ培芥庚量持象提升。学校廣量保障体系可錆

合本校実豚情汎釆取不同模式,但一般来現泣包括廣量目林、主

要教学不市廣量林准、信息1交集整理与分析、介値井1断 、坪介筆

呆反債和茨逃措施落共等内容。

6.2反量監控

(1)自 我坪借及盾量監控的内容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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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 我汗借及廣量監控的実施妓呆

内涵現明:廣量監控是反量保障体系的重要取能え一。学校

泣定立完善的教学管理規章+1度
～
教学廣量監控机+1,対主要教

学不市的教学反量実施有妓監控;泣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督早

陳伍,対 日常教学工作逃行栓査、監督和指早;庄逹立完善的坪

教、坪学十1度 ;庄定期升晨深程坪借、寺立汗借和学坑自ヤ教学工

作坪借。

6。 3反量信
`息
及不1用

(1)校 内教学基本状恣数据岸建浚情九

(2)廣量信′息銃十、分析、反債机+1

(3)廣量信′息公升及年度庚量扱告

内涵悦明:廣量信息的銃廿、分析及反債,是廣量保障体系

有妓近行的重要俎成部分。学校庄建立校内教学基本状恣数据

岸、反量信 `息
公升+1度 、公布年度廣量扱告,対能反映教学廣量

的信息 (女口生源廣量、在校生学刀状九、皮届半立生就立去向和

就立廣量、半立生取立満意度和工作成就感、社会満意度等)逃

行服踪調査有銃十分析,井杵結果及叶反債分相美机柏均教りT,

同時,■学生、家K和用人単位等各オ1益相夫者能杉及叶了解学

校的人オ培赤廣量,接受公∧的監督有坪介。

6。 4反量茨逃

(1)廣量茨邊的途径有方法

(2)廣量茨辻的妓呆有汗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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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現明:廣量茨逃是什対教学廣量存在的同題
～

薄弱不

市,禾取有妓的多‖正与預防措施,井対廣量保障体系辻行持須茨

辻,以迷至1持紋茨逃廣量的目的。学校庄針対廣量監淑1和廣量分

析中友現的廣量同題以及提出的廣量茨逃建洪,十1定多1正 有茨逃

措施,逃行有妓的廣量茨逃,井対多‖正寺茨逃措施的有赦性邊行

近叶汗介。

学校坪定亦公室

2015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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