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航空大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任务分解与进度表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南昌航空大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任务分解与进度表
第一阶段：动员与宣传阶段
时间

3月

责任机构
领导小组
【组长：郭杰忠、罗胜联】

★审定动员会议程、推进方案、校长报告等。

协调小组
【组长：刘卫东】

★根据工作需要协调本阶段审核评估有关工作。

评估办公室
【主任：王龙锋】

★制订评估推进方案，撰写、制作动员会材料，并组织召开动员大会；
★赴有关高校调研学习；
★建立评估重大事项督办制、校长办公会定期听取汇报制、会议纪要制等工作机制；
★建设校级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
★制作审核评估知识学习手册；
★向校长办公会汇报评估工作总体进度情况。

【定位特色组长：郭 卫】
【师资队伍组长：陈爱生】
【教学资源组长：严青松】
【培养过程组长：严青松】
【学生发展组长：罗来松】
【质量保障组长：王龙锋】
专家工作办公室
【组长：
】
宣传工作办公室
【组长：刘芝平】

★制订本项目组内的迎评工作方案（含各组的工作内容、具体细致的时间进度安排等）；
★制作支撑材料目录并报评估办；
★做好审核评估分项目自评报告撰写情况汇报；
★总结成绩、查找问题，完成项目组自评报告撰写方案并送分管副校长审阅；
★及时反映本项目组评估工作动态及特色并向宣传办撰稿。
★研读评估指标体系，指导全校评建工作；
★拟定学校评估支撑材料目录。
★制订评估宣传方案；
★通过多种渠道，营造迎评促建氛围。
★及时在评估网刊发本项目组评估工作动态及特色。

学院（中心）评建办公室
★成立学院（中心）评建工作领导小组
【主任：各学院院长、书记】 ★明确学院（中心）评建工作任务
审核评估工作督查办公室
【组长：应保银】

★建立评估重大事项督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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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自查与自评阶段
时间

3 月～7 月上旬

责任机构

领导小组
★校领导分头到联系学院和分管单位听取自查与自评情况报告；
【组长：郭杰忠、罗胜联】 ★听取全校自查与自评情况汇告。
协调小组
★根据工作需要协调本阶段审核评估有关工作。
【组长：刘卫东】
★形成学校状态数据分析报告初稿；
评估办
★汇总各项目组及学院自查与自评情况报告，并向领导小组汇报；
【主任：王龙锋】
★形成学校自评报告初稿、二稿、三稿；
★向校长办公会汇报近期评估工作进展。
【定位特色组长：郭 卫】 ★梳理、修订完善各教学及管理环节质量标准；
【师资队伍组长：陈爱生】 ★自查自评，查漏补缺；
【教学资源组长：严青松】 ★总结自查与自评情况，并向分管校领导汇报；
【培养过程组长：严青松】 ★根据分管校领导审阅意见及专家工作办公室意见修改分项目自评报告；
【学生发展组长：罗来松】 ★汇集和编撰支撑材料；
【质量保障组长：王龙锋】 ★对照学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初稿，核查完善有关数据；
★审阅各项目组自评报告，提出修改意见；
专家工作办公室
★培训校内专家，为全面督查做好准备工作；
【组长：
】
★开展第一轮校内自评自建工作督查。
★通过多种渠道，及时报道评估工作进展和动态，持续营造迎评促建氛围；
宣传工作办公室
★启动学校评估宣传画册与宣传视频制作等工作；
【组长：刘芝平】
★开展本科教学特色专题、教学名师专题及评估等系列专题报道。
★及时在评估网刊发本项目组评估工作动态及特色。
★理清学院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办学定位、办学举措、成效与特色；
★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大讨论；
学院（中心）评建办公室 ★教师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种教学方式，活跃课堂氛围；
【主任：各学院院长、书记】 ★自评自查主要教学文档（近三学年的考试试卷，2017 届毕业设计（论文）），抓好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
期考试试卷的规范工作和 2018 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整治学院环境，开展学院文化建设；
★接受学校第一轮校内自评自建工作督查。
审核评估工作督查办公室
对审核评估自评自建中的重大事项开展督办。
【组长：应保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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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自评整改与提高阶段
时间
责任机构

7 月中旬～8 月中旬

9 月中旬前

9 月下旬前
（预评与整改阶段）

★审定《迎接专家进校评估工作方案》；
★审定进校评估专家案头材料目录；
★审定进校评估专家案头材料；
★听取第一轮督查结果汇报并做出 ★审定学校评估宣传画册与宣传视
领导小组
★审定学校自评报告、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频；
【组长：郭杰忠、罗胜联】 下一步工作布置；
★参加预评估有关工作，并根据专家反馈情
★审定预评估工作方案。
况作出下一步工作布置。

协调小组
【组长：刘卫东】

★根据工作需要协调本阶段审核评
估有关工作。
★制订第二轮督查方案并组织实施；
★协助专家工作办公室做好第二轮
督查工作总结与反馈，并向领导小组
汇报；
★修改完善学校自评报告；
★修改完善学校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向校长办公会汇报近期评估工作
进展。

★根据工作需要协调本阶段审核评
估有关工作。
★协助专家工作办公室做好第二轮
督查工作总结与反馈，并向领导小组
汇报；
★制作进校评估专家案头材料；
★进一步修改完善学校自评报告；
★制订预评估工作方案；
★向校长办公会汇报近期评估工作
进展。

★根据工作需要协调本阶段审核评估有关
工作。
★制定《迎接专家进校评估工作方案》，报
领导小组审定；
★完成学校自评报告、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报领导小组审定；
★组织预评估工作；
★及时总结预评估情况，并向领导小组汇
报；
★向校长办公会汇报近期评估工作进展。

★接受第二轮校内专家督查，并根据
项目组
【定位特色组长：郭 卫】 专家督查意见进行整改；
【师资队伍组长：陈爱生】 ★进一步完善支撑材料；
【教学资源组长：严青松】 ★进一步修改完善自评报告；
【培养过程组长：严青松】 ★及时向宣传部提供本项目组评估
【学生发展组长：罗来松】 工作动态及特色，以便在评估网刊
【质量保障组长：王龙锋】 发。

★完成支撑材料编制工作；
★完成自评报告；
★及时向宣传部提供本项目组评估
工作动态及特色，以便在评估网刊
发。

★接受预评估检查，并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
整改和完善；
★做到优良秩序常态化；
★教学区域的教学文化建设；
★及时向宣传部提供本项目组评估工作动
态及特色，以便在评估网刊发。

评估办
【主任：王龙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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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责任机构

宣传工作办公室
【组长：刘芝平】

专家工作办公室
【组长：
】

7 月中旬～8 月中旬
★及时报道评估工作进展和动态，挖
掘表现突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继续开展学校本科教学特色专题、
教学名师专题及评估等系列专题报
道；
★完成学校评估宣传画册与宣传视
频初稿。

★及时报道评估工作进展和动态，进
一步挖掘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继续开展学校本科教学特色专题、
教学名师专题及评估等系列专题报
道；
★完成学校评估宣传画册与宣传视
频的制作，并报领导小组审定。
★对学校自评报告，提出进一步完善
意见；
★对学校自评报告，提出进一步修改 ★结合第二轮全面督查情况与整改
意见；
要求，分组对各项目组和学院组进行
★分组对各项目组及学院组实施校 第三轮督查，提出进一步整改完善意
内第一轮全面督查；
见；
★撰写第二轮督查总结报告，报领导 ★撰写第三轮督查报告，报领导小组
小组审阅。
审阅；
★制订进校评估专家案头材料目录，
报领导小组审定。

★进一步理清学院的办学理念和
办学思路、办学定位，使其与学校
相协调、相一致；；
★对主要教学文档近三学年（重点
学院（中心）评建办公室 是专家进校近一学年的考试试卷，
【主任:各学院院长、书记】 2018 届毕业设计（论文））开展
自评自查；
★整治学院环境，开展学院文化建
设。
★接受校内第二轮督查
审核评估工作督查办公室

【组长：应保银】

9 月中旬前

9 月下旬前
（预评与整改阶段）
★及时报道评估工作进展和动态，进一步挖
掘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制定《迎接专家进校评估的宣传工作方
案》；
★及时报道预评估工作进展。

★协助评估办做好预评估工作；
★根据预评估结果，指导各项目组及学院组
做好整改工作。

★学院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办
学定位与学校想一致；
★教师课堂状态调整到最佳；
★全面自评自查主要教学文档近
★接受预评估检查，并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
三学年（重点是专家进校近一学年
整改和完善；
的考试试卷，2018 届毕业设计（论
★做到优良秩序常态化；
文））；
★学院环境和学院文化建设达到
最佳状态。
★接受校内第三轮督查

★对审核评估自评自建中的重大 ★对审核评估自评自建中的重大 ★对审核评估自评自建中的重大事项开
事项开展督办。
事项开展督办。
展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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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迎评与接受现场考察阶段
时间
责任机构

10 月下旬前

11 月中旬

领导小组
【组长：郭杰忠、罗胜联】
协调小组
【组长：刘卫东】
评估办
【主任：王龙锋】

★提交相关材料到教育部评估中心；
【定位特色组长：郭 卫】 ★巩固前期评建成果，维持和稳定最佳状态，准备迎接 ★按《迎接专家进校评估工作方案》执行。
【师资队伍组长：陈爱生】 专家进校。
【教学资源组长：严青松】
【培养过程组长：严青松】
【学生发展组长：罗来松】
【质量保障组长：王龙锋】
宣传工作办公室
【组长：刘芝平】
专家工作办公室
【组长：
】
学院（中心）评建办公室
【主任：各学院院长、书记】

审核评估工作督查办公室
【组长：应保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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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总结与整改阶段
时间
2018 年 12 月后

责任机构
领导小组
【组长：郭杰忠、罗胜联】

★审定审核评估工作总结、整改工作方案。

协调小组
【组长：刘卫东】

★根据工作需要协调本阶段审核评估有关工作。

评估办
【主任：王龙锋】

★总结审核评估工作；
★组织召开审核评估总结表彰大会；
★反馈进校专家意见，督促各项目组制定整改方案并汇总。

项目组
【定位特色组长：郭 卫】
【师资队伍组长：陈爱生】
【教学资源组长：严青松】
【培养过程组长：严青松】
【学生发展组长：罗来松】
【质量保障组长：王龙锋】

★根据进校专家反馈意见，制定整改方案并实施改进工作。

宣传工作办公室
【组长：刘芝平】

★宣传评建工作过程中涌现的先进典型。

专家工作办公室
【组长：
】

★审阅各项目组制定的整改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专家联络员的遴选与培训工作：预评估前一周，正式评估前两周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