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二级学院 (部 )工 作指引 (亠 )

教务字 E2018)05号

根据 《沈阳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方案》(沈体

院发 E⒛ 17〕232号 )具 体部署,为 了做好审核评估相关工

作,现 对各二级学院 (部 )⒛ 17-2018第 二学期迎接本科教

学审核评估工作提出指引。

一、主要任务

各二级学院 (部 )按 照
“主动变革、转型发展

”工作总

基调,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以 培养

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以 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

关文件精神为依据,坚 持
“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

评建结合、重在建设
”

的方针,突 出内涵建设、突出特色发

展,对 照教育部和辽宁省审核评估范围:定 位与目标、师资

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服务辽

宁和自选特色项目等开展自评、自建和归档工作。

主要任务是:1。完善迎评组织机构,细 化评建方案;2。

学习、研究审核评估相关文件与引导性问题;3。 自评自查自

改,撰 写自评报告;4。接受专业评估和专项检查;5。接受评



估整改回查;6。预评估准各工作 (见表 1)。

表 1二 级学院 (部)迎 评阶段主要任务

二、工作指引

(一 )完 善迎评组织机构,细 化评建方案

1.根 据《沈阳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方案》(沈

体院发 EzO17〕 232号 )和 《二级学院 (部 )评 建工作组主

要职责与工作内容》的具体部署,完 善迎评组织机构 (见表

2),确 定各组负责人、成员和联络人,强 化责任,明 确分工,

依据学校总体安排细化迎评方案。按照学校要求,3月 16日

前将二级学院 (部 )迎 评组织机构名单及评建方案上报评建

办公室。

表 2     学 院 (部)审 核评估领导工作小组

序 号 内容 完成时间

l 完善迎评组织机构,细化评建方案 2018.3月

2 学习、研究审核评估相关文件与引导性问题 2018.3-7月

3 自评 自查,撰 写自评报告 2018.3月

4 接受专业评估和专项检查 2018.4月

5 接受评估整改回查 2018.5-6月

6 顶评估准备工作 2018.7-8月

职 务 姓 名 手机 办公室电话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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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人

2.各二级学院 (部 )召 开党政联席会,专题研究评估相关

工作,并召开全体师生参加的专题动员会,加 强组织学习,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让全体师生理解审核评估工作,支 持审

核评估,主 动参与审核评估。

3.与教师签订评估工作承诺书 (附件 1),引 导广大教

师对课程教学太纲负责、对课堂教学负责、对学生毕业论文

(设计)负 责、对试卷负责,最 终实现对学生负责、对学院

(部 )负 责、对学校负责。

(二 )学 习、研究审核评估相关文件与引导性问题

1.认 真学习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编印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指南》《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一点通》,以及辽宁省和我校《本

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方案》(学 习材料从沈阳体育学院审核

评 估 网 http://shpg。 syty。 edu。 cn/下 载 ),深 刻 领 会 审 核 评

估精神实质和审核项目、要素、要点各指标的内涵。

2.围 绕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引导性问题提出的具

体要求,重 点进行自查、自建。学院 (部 )教 职工要能够准

确回答与我校和本单位审核评估有关的问题,特 别是学校办

学定位、办学理念、发展目标以及本专业培养目标等,做 到

教师、学生人人皆知。

(三 )自 评自查,撰 写二级学院自评报告

1.二级学院 (部 )围 绕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完善、教学制

度建设、试卷、毕业论文 (设计)、领导干部听看课情况(



教授为本科授课情况、教学文件规范、课堂教学规范等方面

7寸型LI三 咛挣∠←爿乏 ( 2015-2016、  2016— 2017、  2017-2018、

2018-zO19学 年第一学期 )有 关材料进行自评自查,3月 16

前提交自查报告到评建办。

2.根 据审核评估范围中的项目、要素和要点,按 照 《二

级学院自评报告撰写要求和模板》(附件 2),紧 密围绕
“四

个度
”

撰写学院自评报告。

3.自 评报告重点总结分析近三学年年 (⒛ 15-2016、

2016-⒛ 17、 2017-⒛ 18、 2018-⒛ 19学
年 第

一

学 期 )来 本 学

院(部 )人才培养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能够体现学院的
“
亮

点
”“

特色
”“

代表性
”

的数据,可 适当延伸。

4.自评报告要求主题突出,问 题准确、文字精炼,原 则

上不超过一万字,应 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篇幅为存在的问

题、整改措施和建议,特 别是 ⒛07年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

估时专家指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5.准各自评报告支撑材料,提 供可以佐证自评报告和引

导性问题的政策、文件、工作总结、数据等相关材料,按 照

审核项目进行整理归档各查。支撑材料中的数据为 ⒛16、

⒛17、⒛18年 的数据。

(四 )专 业评估和专项检查

根据 《沈阳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任务分解》

(附件 3)组 织开展专业评估和专项检查,审 核评估范围内

的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

质量保障、服务辽宁和自选特色项目等内容。

(五 )评 估整改回查             ∴

二级学院 (部 )根 据专业评估和专项检查结果进行整改,



并提交评估整改报告,学 校开展整改情况回查。

(六 )预 评估准各工作

二级学院 (部 )进 一步完善自评报告、支撑材料,拟 定

学院预评估方案、汇报材料和专家案头材料等。

三、工作要求

1.各二级学院 (部 )要 高度重视,实 行一把手负责制,

统筹规划、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学校评建办于 4月 份进行专

业评估和专项检查,5月 份进行评估整改回查,各 二级学院

(部 )按 通知要求严格执行、配合检查,并 就审核评估工作

的准各情况进行汇报。

2.严格按照时间安排表,高 质量、高标准完成学校各项

工作,提 交相关材料。

3.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材 料必须真实,质 量要有保障,

对缺失的档案文件可补充完善,严 禁造假。

4.上交材料包含电子版和纸质版的材料各一份,电 子版

材 料 发 至 邮 箱 :sytyxyjwca126。 c。 m;纸 质 版 材 料 需 要 学 院

(部 )领 导工作小组组长签字。

附件:

1.沈阳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教师承诺书

2.二级学院自评报告撰写要求和模板

3.沈阳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任务分解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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