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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高〔2015〕3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福建省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推进我省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提高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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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

通知》（教高〔2013〕10号）精神，结合我省高等院校办学监测

体系建设要求，我厅决定于2015-2018年在我省开展首轮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审核评估是教育部在总结已有评估经验，借鉴国外先进评估

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型评估模式，核心是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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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培养效果的实现状况进行评价，旨在推进人才培养多样化，强

调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体现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

位。各有关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充分认识审核评估

的意义，通过审核评估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健全质量保障体

系，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按审核评

估计划做好审核评估的相关准备工作。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高等教育治理方式推动

高等学校内涵发展的若干意见》（闽政文〔2014〕229号）和全

省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进会议的要求，审核评估依据“管办评分

离”原则，委托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具体实施。

审核评估实行信息公开，严肃评估纪律，开展“阳光评估”，

确保评估工作有序、规范、公平、公正。省教育厅设立举报电话

和信箱（0591-87091312，福州市鼓屏路162号省教育厅高等教

育处，350003）接受社会各方监督。

附件：1.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实施

方案

2.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范围

3.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计划

福建省教育厅

201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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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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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2013〕10号）要求，结合我

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国家

和福建省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为指导，按照省委省政府“稳定

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服务需求、加强监控”的工作要

求和“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

的工作方针，推动普通本科高校突出内涵建设，突出特色发展，

强化办学合理定位，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强化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总体要求

审核评估坚持主体性、目标性、多样性、发展性和实证性

五项基本原则，实行目标导向，问题引导，事实判断的评估方

法。

（一）主体性原则。注重以学校自我评估、自我检验、自

我改进为主，体现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位。

（二）目标性原则。注重以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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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关注学校“一校一策”目标的确定与实现。

（三）多样性原则。注重学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多样化，

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和自身特色。

（四）发展性原则。注重学校内部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体

系及其长效机制的建立，关注内涵的提升和质量的持续提高。

（五）实证性原则。注重依据事实作出审核判断，以数据

为依据、以事实来证明。

三、评估对象

凡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得“合格”

及以上结论的高校均应参加审核评估。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获得“通过”结论的新建本科院校，5年后须

参加审核评估。

本轮审核评估从2015年开始，至2018年结束。

四、评估条件

参加审核评估学校办学条件指标应达到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规定的

合格标准；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须达到《财政部关于进

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意见》（财教〔2010〕

567号）规定的相应标准。

五、评估范围

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范围》设

定的审核项目、审核要素、审核要点为基础，结合我省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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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用技术类大学建设要求，落实学校“一校一策”责任

目标，以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实现状况为评价核心，重

点考察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的适应度，教师和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教学和质量

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六、组织管理

（一）省教育厅统筹协调审核评估工作，制定审核评估具

体方案和评估计划，落实审核评估专项经费；成立福建省高等

教育评估委员会，对审核评估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仲裁等。

（二）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具体实施审核评估工作，制定

审核评估工作手册等技术性文件，承担审核评估的过程管理、

技术服务和质量监控等工作。

（三）审核评估专家原则上从教育部审核评估专家库和福

建省教育评估专家库中遴选，同时吸纳港、澳、台地区的专家

参加。专家组由熟悉教学、管理和评估工作的教育专家以及行

业、企业和社会用人部门的有关专家组成。进校考察的专家中，

外省（区、市）专家人数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一。

七、评估程序

审核评估程序包括学校自评、专家进校考察、结论审议与

发布、整改回访等。

（一）学校自评。参评高校根据本实施方案和审核评估内

容及上一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结合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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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认真开展自我评估，按要求填报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评报告》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同时提交各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二）专家进校考察。专家组在审核学校《自评报告》、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及《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基础上，通过查阅材料、个别访谈、集体访谈、考察教学设施

与公共服务设施、观摩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等形式，对学校教

学工作做出公正客观评价，形成写实性的专家《个人意见》和

专家组《审核评估报告》提交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

《审核评估报告》应在全面深入考察和准确把握所有审核

内容基础上，对各审核项目及其要素的审核情况进行描述，并

围绕审核重点对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总体情况作出判断和评价，

同时明确学校教学工作值得肯定、需要改进和必须整改的方面。

（三）结论审议与发布。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向省教育厅

提交参评高校的《审核评估报告》和建议结论。省教育厅组织

“福建省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受理参评高校申诉、审核参评

高校《审核评估报告》和结论，形成意见。省教育厅按年度将

所组织的审核评估情况报教育部审议，并依据教育部审议结果，

向社会公开发布审核评估结论。审核评估结论不分等级。

（四）整改回访。《审核评估报告》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是学校整改工作的主要依据，也是下一轮评估的重要内容。学

校应针对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重点、措施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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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等。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在评估结束后1年内，结合学校

整改工作情况，适时进行回访。

审核评估结果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反映，与学校办学、

发展直接相关。省教育厅将学校《审核评估报告》和结论、整

改情况等审核评估结果作为政策制定、规模核定、资源配置、

项目评定、舆论引导和监督指导的重要参考依据。

八、纪律监督

（一）审核评估实行信息公开。相关政策文件、《本科教

学质量报告》、《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审核评估

报告》及整改方案等，均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

（二）严肃评估纪律，开展“阳光评估”。评估工作要广

泛接受学校、教师、学生和社会的监督，确保公平公正，不得

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秩序。严禁学校为应付评估突击准备材料。

对评估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作出严肃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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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范围

审核项目 审核要素 审核要点

1.定位与

目标

1.1办学定位
（1）学校办学方向、办学定位及确定依据

（2）办学定位在学校发展规划中的体现

1.2培养目标
（1）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及确定依据

（2）专业培养目标、标准及确定依据

1.3人才培养

中心地位

（1）落实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政策与措施

（2）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体现与效果

（3）学校领导对本科教学的重视情况

2.师资队

伍

2.1数量与结

构

（1）教师队伍的数量与结构

（2）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及发展态势

2.2教育教学

水平

（1）专任教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能力

（2）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措施与效果

2.3教师教学

投入

（1）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情况

（2）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与建设情况

2.4教师发展

与服务

（1）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政策措施

（2）服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政策措施

3.教学资

源
3.1教学经费

（1）教学经费投入及保障机制

（2）学校教学经费年度变化情况

（3）教学经费分配方式、比例及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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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教学设施

（1）教学设施满足教学需要情况

（2）教学、科研设施的开放程度及利用情况

（3）教学信息化条件及资源建设

3.3专业设置

与培养方案

（1）专业建设规划与执行

（2）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优势专业与新专业建设

（3）培养方案的制定、执行与调整

3.4课程资源

（1）课程建设规划与执行

（2）课程的数量、结构及优质课程资源建设

（3）教材建设与选用

3.5社会资源

（1）合作办学、合作育人的措施与效果

（2）共建教学资源情况

（3）社会捐赠情况

4.培养过

程

4.1教学改革

（1）教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政策措施

（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

（3）教学及管理信息化

4.2课堂教学

（1）教学大纲的制订与执行

（2）教学内容对人才培养目标的体现，科研转化教学

（3）教师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方式

（4）考试考核的方式方法及管理

4.3实践教学

（1）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2）实验教学与实验室开放情况

（3）实习实训、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的落实

及效果

4.4第二课堂

（1）第二课堂育人体系建设与保障措施

（2）社团建设与校园文化、科技活动及育人效果

（3）学生国内外交流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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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发

展

5.1招生及生

源情况

（1）学校总体生源状况

（2）各专业生源数量及特征

5.2学生指导

与服务

（1）学生指导与服务的内容及效果

（2）学生指导与服务的组织与条件保障

（3）学生对指导与服务的评价

5.3学风与学

习效果

（1）学风建设的措施与效果

（2）学生学业成绩及综合素质表现

（3）学生对自我学习与成长的满意度

5.4就业与发

展

（1）毕业生就业率与职业发展情况

（2）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6.质量保

障

6.1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

（1）质量标准建设

（2）学校质量保障模式及体系结构

（3）质量保障体系的组织、制度建设

（4）教学质量管理队伍建设

6.2质量监控
（1）自我评估及质量监控的内容与方式

（2）自我评估及质量监控的实施效果

6.3质量信息

及利用

（1）校内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情况

（2）质量信息统计、分析、反馈机制

（3）质量信息公开及年度质量报告

6.4质量改进
（1）质量改进的途径与方法

（2）质量改进的效果与评价

自选特色

项目
学校可自行选择有特色的补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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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计划

序号 学校名称 接受上次评估年份 接受审核评估年份

1 福州大学 2007年

2015年2 仰恩大学 2008年

3 福建工程学院 2010年

4 福建师范大学 2007年

2016年

5 福建农林大学 2008年

6 福建医科大学 2003年

7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07年

8 集美大学 2007年

9 闽南师范大学 2008年

10 泉州师范学院 2004年

11 莆田学院 2011年

2017年12 闽江学院 2012年

13 厦门理工学院 2012年

14 三明学院 2012年

2018年15 龙岩学院 2012年

16 武夷学院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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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年 2月 3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