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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任务部署会
2016 年 4 月 14 日下午，我校 2016 年本科

的尺子、衡量自己”，大家要明确审核评估基

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任务分解布置会在金花校区

本指标和学校自身定位之间的关系，学校相关

第三会议室召开。校长高勇、副校长樊增禄，

部门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好学校的尺子；

审核评估评建办公室全体成员,各学院院长、教

同时，要搞清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之间的关系，

学副院长、教学秘书,教务处相关人员等共计 50

尤其是各学院要下功夫做好平时的教学建设工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樊增禄主持。

作，重在软件即内涵建设。学院要有自己特色

评建办常务副主任、教务处处长万明简要

的小尺子，总结、归纳、提炼自身特色，并合

介绍了审核评估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及质量

理、充分地表现出来；以评促建的核心是“补

内涵的主要考核点，讲解了学校评建工作实施

短板”，各单位要发现工作中的不足，并积极

方案，详细进行了评建工作支撑材料的各项任

改进，不断完善。高勇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

务分解与落实。他希望各单位、各学院要高度

望各单位要将 2014 年巡视诊断整改意见结合到

重视日常教学工作建设、规范教学行为、加强

自己工作实际中，及时发现短板，并进行改进；

过程管理、完善制度不足、落实整改方案，务

二是全员动员，树立审核评估“从我做起、从

必要全面、认真、细致地开展支撑材料的准备

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的思想，及时发现问

工作，按时提交相关材料。

题，弥补不足。

高勇在讲话中就审核要素与尺子的关系、

樊增禄要求各相关部门对照任务分解表制

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的关系、如何通过评建补

定好本部门的评建方案并尽快实施，各单位评

短板、如何突出特色与亮点等四个方面进行了

建方案将在适当时候进行专题汇报。

阐述。他强调，审核评估的特点就是用“自己

（校评建办公室）

我校召开评建工作专题会议，分解、落实评建任务
2016 年 4 月 26 日下午，为进一步做好评建

大学教学基础状态数据库填报工作任务分解

工作，校评建办召开了评建工作专题推进会议，

表”进行了解读，并就各牵头部门所负责的具

会议由评建办常务副主任、教务处处长万明主

体任务进行了分解和落实，强调各牵头部门要

持。发展规划处、人事处、学生工作部（处）、

结合本部门的任务初步形成各自的自评报告。

教务处等评建任务牵头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

随后，各牵头部门就基本状态数据的内涵
及填报事项、具体工作安排落实等方面进行了

会上，评建办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赵小

认真沟通与讨论。由此，相信本次专题会议将

惠就评建办近期拟定的“西安工程大学本科教

对评建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学审核评估支撑材料（参考）”和“西安工程

用。

校 评 建 办 地 址 ： 临潼校区 C 座教学楼 260 室（正常上班时间）

（校评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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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各单位高度重视评建工作,积极落实评建工作任务
按照“西安工程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

任务落实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地安排和落实。

估评建工作实施方案（西工程大校字［2016］7

近期，各教学单位陆续召开审核评估动员大会，

号文件）的要求，我校各教学单位及相关职能

专题部署评建工作，积极落实评建工作任务，

处室积极制定本单位审核评估评建工作方案，

已营造出人人关心评估、人人参与评估的良好

从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机构、工作职责、

氛围……

(以下摘录自校园网“综合新闻”)
近日，理学院召开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动

达的各项任务进行了分解部署，他希望学院全

员大会，理学院党委书记谢明、院长薛红、副

体教师按照学院的评建工作安排，积极配合各

书记杨森、副院长夏蔡娟、李海洋及理学院全

系部中心的各项工作，以本次审核评估为契机，

体教师参加了此次动员会，会议由薛红主持。

促进专业内涵式发展，不断提升学院各专业的

会上，薛红传达了学校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人才培养水平。随后，夏蔡娟对本次审核评估

上关于我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有关精

进行了详细介绍，深入解读了副校长樊增禄关

神，他强调本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核心是“质

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辅导报告，最后结

量”，如何做好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是提高质

合学院实际情况对理学院审核评估评建任务分

量的关键。学院对本次评估工作高度重视，前

解表进行了详细梳理，对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

期召开了党政联席会和评建工作部署会，对学

要求。

校评建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集中学习，对下

（理学院）

近日，计算机科学学院召开审核评估评建

学习，熟悉评建要求，将工作认真落实到位。

工作任务分解大会，学院评建领导小组、评建

牟莉就学院的评建方案、评建指标和任务分配

工作组和评建材料组成员共计 20 人参加。会议

表安排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由教学副院长牟莉主持。副院长薛涛先将各部

要求各系各部门深入研究评估相关指标内涵，

门负责及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依照学校工

明确各自的职责，按要求完成各自负责的工作。

作安排进行了部署，要求大家认真对待，加强

校 评 建 办 地 址 ： 临潼校区 C 座教学楼 260 室（正常上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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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评建办联系人：吴钦、韩萃鸥

第4版

西安工程大学评建工作简报

2016 年第 2 期

近日，应用技术学院在金花校区召开本科

此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务必按照时间节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作部署会。会议由马

点，保质保量完成分解的任务。马保科最后指

保科副院长主持。会上，副院长刘玉森按照学

出，学院各科室要以此次本科审核评估为推手，

校关于本次评估的总体要求，就应用技术学院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院在高职、成人继续教育

配合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作的实

教学各个环节的建设，达到以评促建，为学校

施方案进行了任务分解和部署，他强调学院全

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做出贡献。

体教职员工要以主人翁的精神，高度重视学校

（应用技术学院）

近日，机电学院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动

求。胥光申就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中需要注

员大会，机电学院党委书记杨永革、院长胥光

意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说明。他指出开展本科教

申、副院长贺辛亥及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了

学审核评估工作，首先要做好自评自建工作，

动员大会，大会由杨永革主持。首先，杨永革

学院已经成立本科教学审核评估领导小组和办

传达了学校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关于我校

公室，会及时将学校在此方面的各项要求及时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有关精神，她希望学

传达到各教研室。同时，他希望各教研室要认

院上下要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认

真梳理评建材料，有序推进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真学习和熟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内涵和

工作。他强调学院全体教职员工要在本学期针

指标体系，务必将此项工作落到实处。贺辛亥

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要求，积极开展各

作了关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辅导报告，

项教学活动，把“以评促建”落实到日常的教

他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做了深入解

学工作中。

读，并结合学院实际，对近期具体工作做了要

（机电工程学院）

4 月 14 日，管理学院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

作，全体教职工要认真学习和熟知审核评估工

估工作动员大会，全体教职工参加了会议，大

作的内涵与指标体系，根据学校、学院的工作

会由学院院长王进富主持。会上，王进富首先

分解安排积极开展工作，严格把握节点，举全

传达了 4 月 8 日学校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院之力将审核评估工作落到实处，并以审核评

上关于“宣讲及动员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估工作为契机，推进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

的会议精神，并对副校长樊增禄关于本科教学

提升。随后，根据 4 月 14 日学校召开的“评建

审核评估工作的辅导报告《以评估为契机 强化

工作任务分解安排”会议的部署，副院长刘瑞

内涵建设 提高培养质量》做了深入解读。他强

霞就审核评估工作的相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调，学院上下要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
校 评 建 办 地 址 ： 临潼校区 C 座教学楼 260 室（正常上班时间）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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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下午，人文学院召开专题会议，

划》、《人文学院<大学生职业生涯培养计划>

传达学校党委中心组会议精神，集体学习《本

实施方案》三大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有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作实施方案》。院

效开展教学活动 ，把以评促建落实到日常教学

长胡伟华、党委书记徐利兰、副院长秦伟、何

活动中。徐利兰就审核评估评建工作做了重点

芳及各系部主任、各支部书记共计 30 余人参加

强调。她要求各支部书记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会议，会议由胡伟华院长主持。胡伟华首先传

确保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秦伟对副校长樊增禄

达了学校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精神，并宣读

关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辅导报告《以评

《西安工程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

估为契机 强化内涵建设 提高培养质量》做了

作实施方案》。结合人文学院实际情况，胡伟

深入解读，并结合学院实际，对具体工作进行

华对《实施方案》进行了深刻解读。他指出，

了安排。

各系部要按照学院制定的《人文学院教师能力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提升计划》、《人文学院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

4 月 13 日，思政部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

审核评估工作的内涵和指标体系，严格按照学

传达学习学校 2016 年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

校工作方案和要求，加强质量意识，以评促建，

作有关精神，布置安排有关工作。会议由思政

确保按任务、时间节点，努力完成好教学等方

部主任王志刚主持。王志刚重点对本科教学工

面的工作。

作审核评估的内涵和主要内容及各要素涵义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行了详细的解读。他希望全体教职工充分认识
审核评估的重要性和工作要求，认真学习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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