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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审核预评估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学校定于 10月 31日--11月 2日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审核预评估工

作，为切实做好预评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预评估时间与具体事项 

日  期 具体事项 

10月 30日（星期一） 1.专家到校 

2.专家组预备会 

10 月 31 日（星期二） 

11 月 1 日（星期三） 

11月 2日(星期四) 上午 

1.预评估见面会 

2.集体考察（由专家组决定是

否进行） 

3.专家个人考察（深度访谈、

听课看课、考察教学实施、查

阅资料、交流、诊断） 

11 月 2 日下午（星期四） 专家组意见反馈会 

     二、专家组工作流程及主要方式 

    (一)专家组工作流程 

    1.专家组预备会。由专家组自主召开，讨论研究评估工作方案，

并确定第一天考察的工作内容。 



    2.评估见面会。专家组与学校共同召开，由专家组组长主持，时

长 30 分钟左右。 

    3.集体考察。由专家组组长决定是否需要进行集体考察，如果进

行集体考察，时间控制在 90分钟内。 

    4.个人考察。专家通过听课看课、走访、调阅材料、深度访谈等

方式进行考察。 

    5.意见反馈会。会议由专家组组长主持，时间一般不超过 3小

时。由专家组成员分别发表反馈意见。 

     (二)专家组主要工作方式 

    一是深度访谈。在阅读材料、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

择个体进行深度访谈； 

    二是听课看课。包括听理论教学课、实验课、实训课及实习课； 

    三是考察走访。考察教学设施如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创业基地、用人单位；同时还考察学校基础设施，如体育场地、图书

馆、食堂、宿舍等。 

    四是资料审阅。调阅学生试卷、毕业设计（论文）和学校提供的

评估支撑材料等。 

    五是诊断。归纳学校成绩、优势，提出学校问题和不足。 

    六是交流。与学校领导、教师、学生、教学管理人员进行交流。 

    三、预评估工作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 预评估工作办公室 

主  任： 赵小敏 

    副主任：胡春晓、贺浩华 

    成  员：陈文新、魏洪义、杨  峰、殷  青、李剑富、高  鹏、 

 



黄维柳、左辉群、张宏玉、汤雄杰、颜玄洲、吴文军、蔡海生、             

曾卫明、万江文 

    秘  书： 郭柳华、钟仁云、熊剑芬、吴发明、游洪南 

    主要职责：预评估工作的总协调和总调度；各种预评估材料的准

备；传达专家指令；汇总和分析专家意见等。 

预评估工作办公室下设预评估考察工作组、综合保障工作组 

(二) 预评估考察工作组 

    总协调：贺浩华 

    联络人：魏洪义 

    主要职责：做好专家听课看课、考察活动等的安排、联络、

引领工作，协助专家开展有关工作；收集汇总各类预评估反馈信

息，并负责上传下达。 

    预评估考察工作组设立教学组、专家联络组、材料组、访

谈组、座谈组、考察组六个小组 

    1、教学组 

    组  长：魏洪义 

    副组长：黄  波 

    秘 书：赵 雷、耿学芹、李雅琼、黄伟继、卢志群、           

魏金连、郑  雯、黄小明、孙  峰、郭玉显、章诗捷 

     主要职责：做好预评估期间的教学安排和教学管理；负责

专家听课看课的组织与实施；负责专家调阅试卷、毕业论文（设

计）、实验报告、实习报告等教学材料的审核、整理、报送。 

    2、专家联络组 

    组   长：高  鹏 

    秘   书：范丽琴 、谢川川  



   专家联络员：邓佳莉、潘建涛、刘子玉、蔡敏茜、胡文韬、              

韩  柳  

    主要职责：全程陪同、引导专家各项考察活动，做好专家工

作和生活服务；传达专家临时指令；及时记录专家在预评估中的

意见，并做好专家意见的汇总、整理、反馈工作；负责做好专家

考察、访谈、听课看课、审问材料等活动的有关记录、按照宣传

组要求，做好专家现场考察活动摄像和录音；向指挥部办公室报

送所联络的专家工作活动简报文稿。 

3、材料组 

组  长：李剑富  

秘  书：江  冰 徐呈康  

主要职责：建立材料收集报送程序，教学类材料由教学组统一收

集报送，非教学类材料直接由各部门收集报送；摆放专家案头材料，

并将电子版支撑材料拷贝到专家用电脑；整理专家工作室和摆放预评

估支撑材料；按照专家要求及时提供和送达备查材料；在专家查阅各

类预评估材料时，应认真做好相关材料、数据等问题的解释工作。 

4、访谈组    

组  长：蔡海生  

副组长：胡永升 

秘  书：邴  珊、余  刚 

主要职责：负责专家走访和访谈工作的前期准备，以及专家进校

走访、访谈的组织落实工作，包括对校领导和校属所有部门的走访和

访谈。 

5、座谈组 

组  长：黄维柳 

副组长：廖述香 



秘  书：皮芳辉、聂  良 

    主要职责：组织落实专家组对全校师生的座谈和学生问卷调查的 

各项工作。 

    6、实地考察组 

    组  长：张宏玉 

    副组长：邓光华、颜玄洲、潘金发、吴文军  黄  波、张高亮 

秘  书：庄宪骥、李海峰、肖  乐、腾  平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汇报会结束后的集体考察方案，做好集体考

察各项准备工作，组织集体考察。包括考察路线、考查场所、解说人

员、解说词、陪同人员、车辆安排等；负责制定专家单独考察图书

馆、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就业单位、体育场馆、宿舍、食

堂、科研基地等活动的考察方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和专家考察的服

务配合工作，包括考察路线、考查场所和内容、考察场所的布置、汇

报人、汇报内容、以及陪同人员、汇报提纲、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

等。 

（三）综合保障工作组 

总协调：胡春晓 

联络人：陈文新 

主要职责：在考察预评估期间，为专家组提供生活服务；为专家

开展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营造学校良好的教学、学习、生活秩序。 

综合保障工作组设立会务组、学生工作组、宣传组、设备与网络

组、校园环境与后勤组、安全组 6 个小组。 

1、会务组 

组  长：陈文新 

副组长：曹明星 

秘  书：李春晓 



主要职责：负责按联络员与专家确定的时间订购往返程机（车） 

票，     安排人员往返接送；安排考察用车和司机；负责专家组、秘

书食、宿安排；组织布置专家的住房、发放办公与生活用品，落实专

家（含相关工作人员）用餐；准备专家所需工作室、会议室及环境布

置；拟定领导讲话稿；负责专家组在校考察会议期间会务服务。  

 2.学生工作组 

 组  长：左辉群 

 秘  书：涂雯雯、张  晶 

    工作职责：负责维持专家进校考察期间学生的学习秩序（如到课

率及图书馆、实验室学习等）、生活秩序（寝室文化、就餐秩序、行

为举止等）；组织学生晨读、晨练、社团及课外活动的开展；开展学

生教育和学生应对访谈、交流等知识、礼仪教育。  

 3、宣传组 

 组  长：杨  峰 

 秘  书：高  芸、宋  婧   

 做好专家进校考察的宣传报道工作；做好专家组考察调研情况记

录、会议录音与音像采集，负责专家预评估活动的跟踪报道和相关会

议新闻报道；负责校园文化环境的整体布置；负责校内宣传展板、宣

传橱窗等的更新，负责制作审核预评估宣传栏，营造良好的校园氛

围；统筹安排学校网站、广播电视与校报的宣传，指导和督促各学

院、各部门开展迎评宣传。                                                                                                                                          

4、设备与网络组 

组  长：曾卫明 

秘  书：陈  清、李  煊 

主要职责：负责配置或安装专家住房电脑和有关设备；监控和保

证服务器稳定运行，网络和电话畅通；保持各网络教学系统、管理系



统等登录快捷，并准备网络通讯意外的应急方案；负责学校相关数据

与资料的网络支持。  

5、校园环境与后勤组 

组  长：万江文 

副组长：孙剑华 

秘  书：周京树、张佳佳、腾  平 

主要职责：负责校园环境及公共设施的绿化、净化与美化等工

作，确保全校水、电等的供应与保障，确保各种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制定水、电等应急预案，并做好相应准备；做好食堂饭菜质量与饮食

卫生的监控及就餐环境的管理工作：做好校园环境的整治工作，确保

预评估期间各校区环境整洁；做好学生公寓的卫生清扫，做好专家到

学生宿舍考察的准备和配合工作。 

6、安全组 

组  长：汤雄杰 

    秘  书：郭安平、陈仕明、陈裕鹏、龚志强、韦玮 

主要职责：做好校园秩序整治，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校园秩序良

好；加强校园巡查，整顿校园汽车、自行车停放；加强各门卫值班，

学校实行 24小时不间断检查；确保预评估期间的校园安全；预评估期

间重大活动的秩序维持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预评估各项工作顺利进

行；做好预评估期间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三、预评估工作指令图 



 

四、学院预评估工作要求 

各学院要根据审核评估要求，认真做好预评估的各项准备工作，  

1.做好学院汇报、考察准备。各学院要认真准备好汇报访谈材

料，在专家对学院进行考察或访谈时，可以采取 PPT汇报与访谈相结

合的方式。 

2.做好实地考察安排。各学院结合实际，制定专家考察学院的引

导线路，并做好讲解安排。实验室讲解人员要熟悉实验室功能，主要

的仪器设备，适用专业、课程，主要实验项目，实验室对本科生的开

放等情况。 

3.教学档案整理。各学院要对论文、试卷编目入柜，便于及时快

捷查找；要安排专门人员分别负责试卷、论文等教学档案专家调阅工

作。 

4.遴选优质实习、实训基地。各学院遴选好优质实习、实训基

地，提前做好相关材料和接待准备，做好专家对基地考察的讲解安



排，基地讲解员要熟悉基地概况，承担哪些专业的教学实习任务，实

习时间，每年接纳实习生人数，效果如何等。 

5.学院要督促要求全体任课教师按时上下课，上课要备齐教材、

讲稿和教学进度表，以备专家听课看课时检查访谈之用。学院要加强

管理和检查，杜绝学生迟到早退及缺课现象；严格上课纪律，上课期

间不得玩手机。 

6.营造学院文化环境；确保办公室、会议室、教研室、实验室、

走廊等教学办公场所干净整洁。 

五、职能部门预评估工作要求 

1.做好汇报、访谈准备工作。精心准备 10分钟左右汇报的材料，

从本部门概况及职能定位，围绕保障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服务本科教

学所采取的主要举措及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思考等方面进行

内容组织。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熟悉学校自

评报告，尤其是熟悉本部门相关主要工作数据，做好访谈准备。 

2.整理部门工作亮点宣传材料。建议各职能部门根据本部门工作

实际，将近年来工作的亮点材料整理，引导专家查阅。 

六、总体要求 

    1.评估期间，学校各学院、各职能部门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

日常工作，严格纪律，不迟到，不早退。 

2.各工作组要认真研究，准确、翔实了解工作要求，要把各个环

节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摸清摸透，要把需要的物品、设备、场地、人

员、时间、活动环节和流程摸清摸透。 

    3.各单位在预评估期间服从指挥、听从指令调度，并确保本单位

所有教职工严格按预评估工作有关要求、程序开展工作，保持正常的

工作、教学、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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