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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 审核评估的基本依据 

二. 审核项目和要素释义 

三. 审核评估的内涵实质 

四. 几点感悟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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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晰审核评估的基本依据 

      （一）基本依据 

      （二）审核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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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依据 

      ● 审核评估方案（实施办法/范围） 

       《实施办法》：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对象与条件、范围与重点 

                                   组织与管理、程序与任务、纪律与监督 

        《审核评估范围》：项目、要素、要点，重要指南 

      ● 学校自评报告 

      ●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 学校自评促建、专家组考察评价的基本依据 

一. 审核评估的基本依据 

评估中心培训资料 版权所有 转发必究



  （二）审核评估范围（指南） 

      ●  审核项目： 6 项 + 自选特色项目 

       ● 审核要素：24 个（目标要求） 

       ● 审核要点：64 个（内涵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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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与目标 

1.1 办学定位 

1.2 培养目标 

1.3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2.师资队伍 

2.1 数量与结构 

2.2 教育教学水平 

2.3 教师教学投入 

2.4 教师发展与服务 

3.教学资源 

3.1 教学经费 

3.2 教学设施 

3.3 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 

3.4 课程资源 

3.5 社会资源 

一. 审核评估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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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过程 

4.1 教学改革 

4.2 课堂教学 

4.3 实践教学 

4.4 第二课堂 

5.学生发展 

5.1 招生及生源情况 

5.2 学生指导与服务 

5.3 学风与学习效果 

5.4 就业与发展 

6.质量保障 

6.1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6.2 质量监控 

6.3 质量信息及利用 

6.4 质量改进 

★ 研究：内涵，相互间内在

逻辑关系；关联性 

  目标、资源、过程、保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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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核项目和要素要点释义 

         解读释义；审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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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与目标 

 1.1 办学定位（2） 
 

● 定位、规划（科学合理、内涵清晰、形成共识） 

 1.2 培养目标（2） 
 
● 学校、专业（依据、标准） 

 1.3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3） 
 

 
● 政策措施、效果、领导重视（资源配置、服务） 

★ 自主办学，遵循规律、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系统研究、顶层设计、协调贯通 

 例：文科发展；人才培养类型定位（目标、规格，学校、专业，需求） 

二. 审核项目和要素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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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资队伍 

 2.1 数量与结构（2） 
 

● 数量、结构；规划、态势 

 2.2 教育教学水平（2） 
 
 

● 专业水平、教学能力；师德建设（措施、效果） 

 2.3 教师教学投入（2） 
 
 

● 上课；教学改革、专业建设、教学研究（精力投入） 

 2.4 教师发展与服务（2） 
 
，， 

● 教学水平；职业生涯发展（政策、规划、待遇） 

★ 全面建设，加强薄弱环节建设 

例：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教师发展中心；多媒体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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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资源 

 3.1 教学经费（3） 
 
 

● 投入保障；年度变化；配置机制、使用效率 

 3.2 教学设施（3） 
 
 

● 课堂、实践、公用设施；开放度、使用率；信息化 

 3.3 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3） 
 
 

● 建设规划；设置调整；培养方案（优势、新建） 

 3.4 课程资源（3） 
 
 

● 建设规划；数量、结构、优质资源；教材建设 

 3.5 社会资源（3） 
 

● 合作育人；共建资源；社会捐赠（措施、效果） 

★ 重视硬件建设，更重视软件建设 
例：网络课程资源；教学资源库；专业发展与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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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过程 

 4.1 教学改革（3） 

● 总体思路、政策措施；模式、体制机制改革；管理信息化 

 4.2 课堂教学（4） 

● 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学习方式；考核评价 

 4.3 实践教学（3） 

● 体系建设；实验教学、实验室；实习实训、毕业设计 

 4.4 第二课堂（3） 

● 育人体系；社团、校园文化、科技活动；国内外交流 

★ 系统建设、抓住重点；重视办学传统、校园文化 

例：学分制探索；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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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发展 

 5.1 招生及生源情况（2） 
 
● 总体生源；专业生源（数量、结构、质量) 

 5.2 学生指导与服务（3） 
 
● 内容、效果；组织、条件保障；教师参与、学生评价 

 5.3 学风与学习效果（2） 
 
● 学风建设；学业成绩、综合素质；学生满意度 

 5.4 就业与发展（2） 
 

● 就业率、职业发展；用人单位评价 

★ 注重提供基于数据和事实的证据 

例：辅导员、班主任、本科生导师工作；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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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质量保障 

 6.1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4） 

● 质量标准；模式、体系；组织、制度；管理队伍 

 6.2 质量监控（2） 

● 监控内容、方式；实施效果 

 6.3 质量信息及利用（3） 

● 数据库，信息统计分析、反馈、公开；质量报告 

 6.4 质量改进（2） 

● 改进途径、方法；改进效果与评价（有效性） 

★ 质量标准、指标体系、评价方式、反馈改进、制度建设 

例：质量信息、评教结果利用；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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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把握审核评估的内涵实质 

  （一）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符合度 

  （二）资源条件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 

  （三）质量保障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 

  （四）培养效果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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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清和明晰四个“符合度” 
 

    1. 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符合度 

        学校确定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与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发展要求 

                         的适合度 
      

       ● 办学定位、培养目标、中心地位、政策措施等 

三. 审核评估的内涵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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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条件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 

        学校人力资源和教学资源 

                       对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的保障度 
 

  ● 师资队伍、教学经费、教学设施 

      专业与课程建设、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 

      学生指导与服务、社会资源 

      校风学风、校园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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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质量保障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 

         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对 

                监控人才培养过程 

                      的有效度 
 

     ● 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教学管理队伍 

          组织制度建设、运行机制 

          教学改革、质量改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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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培养效果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 

          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 

                        对 

             学校人才培养效果 

                   的满意度 
      

    ● 学习效果、学生发展 

         招生与就业、社会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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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需求；条件、制度、效果与目标 

   涵盖：人才培养全过程及其各个关键环节 
   

● 重视：人力资源与教学资源使用效益 

             学生学习效果与人才培养成效 

             内部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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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几点感悟与建议 

 （一）把握审核评估的重要导向 

 （二）克服传统的评估思维定式 

   （三）抓住重点，重在建设 

  （四）基于证据，写好报告 

 （五）心态平和，保持常态 

 （六）认真整改，注重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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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审核评估的重要导向 

       ● 引导高校更新教育观念，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质量

观，坚持以学生为本，加强内涵建设（目标性） 

      ● 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各安其位，多样化发展； 

        遵循规律，深化改革，办出特色（多样性） 

       ● 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强化高校质量建设的主体地

位，推进高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主体性） 

     ● 引导高校集中精力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学建

设，激发高校人才培养的创造性（发展性） 

      例：目标定位、培养规格、培养方式；批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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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克服传统的评估思维定式 

     谈及评估就要有由量化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 

  ● 目的：引导学校依据办学定位，设定适合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应

的质量标准，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级专门人才 

  ● 重点：内部质量保障的有效性，以及为达到质量标准而采取的改

革建设举措、政策措施和取得的实际效果 

  ● 学校提供：基于数据和事实的证据，证明人才培养各个环节目标

的实现情况及其与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的吻合程度（实证性） 

  ● 开放性设计：为学校诠释教育内涵和教学改革建设工作留出充足

空间，避免学校间盲目攀比，对自我审核工作提出新挑战 

  例：师资队伍结构、教师职业发展（目标、思路、举措、成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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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住重点，重在建设 

    ● 将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信息监控、学校自评、专家

进校考察与学校整改相结合。专家进校实地考察是审核

评估的重要环节，但远非全部  

    ● 开展教育思想讨论，加强系统研究、顶层设计与综

合改革，调动师生员工积极性，将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

放在教学改革和建设上。坚持自主性和首创精神 

   ● 将审核项目、要素、要点的内涵与学校实际相结合。

发现问题，重视薄弱环节建设 

   例：培养模式，专业建设，试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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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证据，写好报告 

  ● 自评报告：学校自我审核评估水平的集中体现 

           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水平与质量的高度浓缩 

  ● 以基于事实和数据的证据为支撑，围绕四个“符合度” 

     准确而清晰地表述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客观而丰富地展示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成效和特点 

      具体而深入地剖析本科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力戒：空话套话和“八股”文风 

     优化：报告结构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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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态平和，保持常态 

  ● 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坚持评估方针，保持平和心

态和正常教学工作秩序。压力过大、心态失衡、

功利性过强，容易导致盲目攀比、形式主义、违

规公关或弄虚作假等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审核评

估初衷的现象产生 

  ●  接待从简：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以方便专

家工作为度 

  ● 宣传适度：围绕审核评估目标和自评自建进行，

以突出主题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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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认真整改，注重实效 

  ● 在审核评估专家离校后，认真梳理专家反馈的

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教学工作 

  ● 在接到专家组审核评估报告后，及时制定整改

方案，落实各项整改举措和措施，尤其是要加

强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并将整改方案

和阶段性整改成效及时总结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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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blzhong@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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