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文件  

湖应院发〔2022〕7 号 

 
 

关于印发《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 

评估相关部门工作指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2022年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迎评冲刺阶段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湖应院发

〔2022〕5号）精神，现将《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相关部门工作指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相关部门工作指引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2022 年 2 月 14 日 
 

抄  送：校领导、校属各单位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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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相关部门工作指引 

根据《2022 年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迎评冲刺阶段工作实施方案》（湖应院发〔2022〕5 号）精神，

现对学校各相关部门迎评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提出指引。 

一、主要任务 

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

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指导思想，对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民办高校）指标体系 7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40 个观测点的具体要求，扎实开展自查、自评、

自建和归档工作。主要任务是：采集填报 2022 年本科教学基

本状态数据，做好《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2021 年本科教学年度

质量报告》的编制与发布工作，学习、研究评估文件，撰写合

格评估项目工作组自评报告，整理相应支撑材料，准备专家访

谈和部门汇报，确保专家进校后的联络与材料提供等。 

二、工作指引 

（一）采集填报2021年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是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基础

性工作，是专家组顺利开展合格评估的关键保障，各相关部门

务必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数据采集工作。 

1. 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国家高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

数据库填报指南》，准确理解状态数据的指标内涵，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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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审核流程及要求》进行状态数

据采集，确保填报数据的准确性、科学性。 

2. 认真比对近3年填报的状态数据，对变动较大数据做到

心中有数，对数据的特殊情况做好补充说明。 

3. 具体分工和完成时间见《湖南应用技术学院2021年本

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方案》（另行通知）。 

（二）做好《湖南应用技术学院2021年本科教学年度质

量报告》的编制与发布工作 

1. 以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中的数据为基础，撰写本

单位负责的综述材料，并根据编制需要做相应补充，确保数据

详实可靠。 

2. 具体分工和完成时间见《湖南应用技术学院2021年本

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方案》（另行通知）。 

（三）学习、研究评估文件，做好自查自建工作 

1. 认真学习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

作的意见》(教高〔2011〕9号)等文件精神，以教育部《关于

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教高厅

〔2011〕2号）、《关于印发<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

格评估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的通知》（教督局函〔2018〕

1号）、《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意见 》(教高〔2019〕6号)等文件，学习《湖南应用技术学

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迎评工作实施方案》，深刻领会合格

评估精神实质和指标内涵。 

2. 逐一研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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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要求（试行）”，并能够准确回答学校办学定位、办学

理念、发展目标以及与本单位相关的问题，做到人人皆知。 

3. 开展自查、自建，对各观测点存在的不足采取措施进

行整改。在全面自查的基础上，重点做好以下工作（见表1）。 

4. 完成时间：8月底。 

表1：重点自查自建项目一览（对标指标体系） 

序
号 

任务 负责单位 

1 
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确定学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发展
目标 

党政办公室 

2 在不同文件中，统一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 党政办公室 

3 制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规划 人事处 

4 完善教师发展与服务机构，做好教师培训与发展 人事处 

5 
按照《国家高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填报指南》要求，
做好2021年“教育经费收支情况”的统计和2022年预算 

财务处 

6 
清查学校各类教学设施，不足的及时补充，老化和损坏的
予以更换 

资产处 

7 制定学校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制度、规划、文件 教务处 

8 
清查统计学校现有办学资源；新建一批合作办学、合作育
人社会实践基地 

教务处、学工
处、校团委、招
生就业处、科技

处 

9 加强学生学习与指导服务，建立学生学习效果评价机制 学生工作处 

10 
统计近三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在专业领域发展情况、毕业
生创业情况 

招生就业处 

11 深入用人单位，开展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调查 招生就业处 

12 
开展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调查方式、方法要全面科学合
理，具有权威性；调查结果要有可信度 

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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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务 负责单位 

13 
整理学校自我评估形成的材料，包括院（部）年度质量报
告、新专业评估材料、“十三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评估
验收材料、课程考核材料等 

教务处 

（四）撰写合格评估项目工作组自评报告，整理相应支

撑材料 

1. 项目工作组自评报告 

按照《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迎评工作

实施方案》（校行发〔2022〕1号）上的分工，结合《湖南应

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自评报告及支撑材料任务分解

表》（见附件）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

和基本要求（试行）”，撰写一级指标牵头负责的项目工作组

自评报告。 

（1）自评报告应在内容和形式上满足合格评估的相关要

求。以合格评估“4321”（全面促进学校办学经费投入、办学条

件改善、教学规范管理与培养质量提高；实现办学条件基本达

标，教学管理基本规范，教学质量基本保证；突出服务地方与

行业、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引导学校建立和完善质量保障体

系）要求为主线，以项目为纲要，成绩经验要充分佐证，剖析

问题要直接透彻，分析原因要深刻准确，对策措施要切实可行。 

（2）自评报告要求主题突出，文字精炼，原则上每个分

项目不超过7千字，应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为问题和对策分析。 

2. 自评报告支撑材料 

（1）对于本单位负责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与观测点，

在完成合格评估指标的基本要求和自评报告的基础上，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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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可以佐证自评报告的政策、文件、领导讲话、工作总结、

数据等相关材料，并提交给校支撑材料组。 

（2）支撑材料中的数据应是学校近三年的数据，特殊材

料可上溯到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以来。每个观测点的支撑材

料单独存放在一个文件盒内。 

3. 完成时间：8月底。 

（五）准备专家访谈和部门汇报 

系统总结本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所开

展的各项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等，并形成专

题汇报材料，做好专家走访时的汇报准备。 

（六）确保专家进校后的联络与材料提供 

各相关部门要确定本单位合格评估联络人，保证联络畅

通，专家组进校后要能及时准确提供相关材料。 

三、工作要求 

1. 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统筹规

划、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2. 严格按照任务时间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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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的所有材料要包含电子版和纸质版各一份，电子

版材料发至邮箱：纸质版的材料必须是部门一把手签字的方可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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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各部门间沟通，协调合格评估工作中相关事宜，有

效提升工作效率，建立微信工作群交流平台，请各单位工作人

员加入此群，及时下载相关资料。 

校评建办设43D112办公室，联系人：涂老师；联系电话：

18182195079 ；邮箱：646965955@qq.com 。 

 

附表：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自评报告及支撑 

材料任务分解表 



 

附表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自评报告及 
支撑材料任务分解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牵头单位 主要协助单位 
责任

领导 

1.办学思路与

领导作用 

1.1 学校定位 1.1.1 学校定位与规划 

党政办 

 

丁 

春 

茹 

1.2 领导作用 

1.2.1 领导体制  

1.2.2 领导能力 宣传部 

1.2.3 教学中心地位 教务处、人事处、计财处

处 
1.3 人才培养 

模式 

1.3.1 人才培养思路 教务处、学生工作处（部） 

1.3.2 产学研合作教育 教务处、科技处 

2.教师队伍 

2.1数量与结构 
2.1.1 生师比 

人事处 

教务处、人事处 

王 

文 

龙 

2.1.2 队伍结构 

2.2 教育教学 

水平 

2.2.1 师德水平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 

2.2.2 教学水平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 

2.3 培养培训 2.3.1 培养培训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 

3.教学条件与

利用 

3.1 教学基本 

设施 

3.1.1 实验室、实习场所建

设与利用 

实训实验

中心 

教务处、计财处、后勤处 李 

新 

华 

 

贺 

修 

裕 

3.1.2 图书资料和校园网建

设与利用 
图书馆、信息中心 

3.1.3 校舍、运动、活动场
所及设施建设与利用 

学生工作处（部）、教务

处、体育与健康教学研

究部、校园建设处 

3.2 经费投入 3.2.1 教学经费投入 计财处、教务处、后勤处 

4.专业与课程

建设 

4.1 专业建设 
4.1.1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 

 

教务处 

 

各二级学院 

李 

敏 

4.1.2 培养方案 

4.2课程与教学 
4.2.1教学内容与课程资源

建设 各二级学院 
4.2.2课堂教学与学习评价 

4.3 实践教学 

4.3.1 实验教学 
实验实训中心、各二级

学院 

4.3.2 实习实训 
招生就业处、各二级学

院 

4.3.3 社会实践 校团委、各二级学院 

4.3.4 毕业论文（设计）与

综合训练 
各二级学院 

5.质量管理 

5.1教学管理队伍 5.1.1 结构与素质 
教学质量
监测评估
中心 

人事处、教务处 
刘 

天 

祥 5.2 质量监控 

5.2.1 规章制度 教务处 

5.2.2 质量控制 
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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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牵头单位 主要协助单位 
责任

领导 

 

6.学风建设与

学生指导 

 

6.1 学风建设 

6.1.1 政策与措施 

学生工作

处（部） 

教务处、招生就业处、

校团委、各二级学院 

丁 

春 

茹 

6.1.2 学习氛围 
教务处、招生就业处、

校团委、各二级学院 

6.1.3 校园文化活动 校团委 

6.2指导与服务 

6.2.1 组织保障 人事处、教务处 

6.2.2 学生服务 

教务处、心理健康咨询
中心、招生就业处、创

新创业就业学院 

7.教学质量 

7.1 德育 

7.1.1 思想政治教育 

教务处 

学生工作处（部）、校团

委、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 

敏 

 

7.1.2 思想品德 学生工作处（部）、校团

委 

7.2专业知识和

能力 

7.2.1专业基本理论与技能 
各二级学院 

7.2.2 专业能力 

7.3 体育美育 7.3.1 体育和美育 
体育与健康教学研究

部、公共艺术中心 

7.4校内外评价 

7.4.1 师生评价 
教务处、学生工作处

（部） 

7.4.2 社会评价 
招生就业处、学生工作

处（部） 

7.5 就业 
7.5.1 就业率 学生工作处（部）、招生

就业处 7.5.2 就业质量 

注：各二级学院是所有主要观测点的协助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