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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第 二 师 范 学 院 本 科 教 学 工 作  

审核评估快报 
（2018 年 11 月 1 日） 

距离 11 月 12 日正式评估还有 11 天 

 

2018年 11月 1日，学校组织了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预演，

专家开展了集体考察，分组调阅试卷论文、走访学院及实验室、

走访体育场地、听取职能部门 PPT汇报等工作。现将学校预演工

作情况快报如下： 

【预演日程】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预演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参加人员 地点 

10 月 31

日(周

三) 

14:30  专家预备会 全体专家  行政楼四号会议室 

 

11月1日 

(周四) 

8:30-9:00 预演见面会 
全体专家、校领导、学校相关人

员 
 行政楼一号会议室 

9:00－9:10 合影 
全体专家、校领导、学校相关人

员 
行政楼大门前 

9:20－9:50 集体考察 1 全体专家、学校相关人员  教师素质训练中心 

9:55-10:15 集体考察 2 
张国秀、许邦官、柯美录、夏力 创业孵化基地 

胡仲军、刘昕、黄颂、胡兴 图书馆 

8:40-10:00 
调阅的试卷论文检

查 

专家、各学院教学副院长、教学

秘书 
行政楼 154室 

10:25-11:05 走访学院及实验室 
专家张国秀：文学院 文学院 

专家胡仲军：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 

11:10-12:00 走访体育场地 专家张国秀、胡仲军 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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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参加人员 地点 

10:25-11:05 

 

11:10-12:00 

 

 

走访学院及实验室 

 

 

 

专家许邦官：化生学院、建材学

院 
化生学院、建材学院 

专家刘昕：马克思主义学院、管

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

学院 

专家柯美录：计算机学院、数经

学院 
计算机学院、数经学院 

专家黄颂：体育学院、教科院 教科院、体育学院 

专家夏力：物机学院、外语学院 物机学院、外语学院 

 

 

 

13:50-15:50 

 

职能部门 PPT 汇报 

专家张国秀：徐晓、王祖琴、王

正明、林彬 
 行政楼一号会议室 

专家胡仲军：周忠、刘元锋、肖

军、方喻 
 行政楼三号会议室 

专家许邦官：肖明、吴田、何京

敏 
 行政楼四号会议室 

专家刘昕：金殿中、刘儒国、施

应贵  
行政楼五号会议室 

专家柯美录：王勇、王学平、邹

丹、蔡彬 

财务处会议室 

行政楼 260室 

专家黄颂：田恒平、刘晖、杨青、

易建平 

资产处会议室 

行政楼 105室 

专家夏力：龙涛、杜锡彬、王岩、

王诗龙 

教务处会议室 

行政楼 224室 

 
16:00 预演总结会 专家、相关人员 行政楼五号会议室  

 

 

【预演剪影】 

10 月 31 日  下午 2:30 
专家预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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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  下午 3：30 
统计发布专家指令 

11 月 1 日  上午 8：30 
专家见面会 

11 月 1 日  上午 8：40 
检查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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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  上午 9：20 

集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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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  上午 10：25 
走访学院、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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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  上午 11：10 
走访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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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  下午 1：50 
听取职能部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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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工作量统计汇总情况 

日期：2018 年 11 月 1日 专家：全体专家 

1. 共查阅 34 门课程约 1421 份试卷。 

2. 共查阅 25 个专业共 865 份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 

3. 召开 2次座谈会，共 40 人次参加。 

4. 2 人次考察了学生食堂、宿舍、运动场、校医院等生活设施。 

 

11 月 1 日  下午 4：00 专家总结反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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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演反馈】 

●教学材料检查反馈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试卷及

其它 

1.部分教学大纲编写时间

与人培方案的出台时间不

符； 

2.部分授课计划时间与教

案时间不对应； 

3.部分课程无双向细目表； 

4.部分授课计划审签手续

不全，缺学院公章； 

5.个别试卷分数统计有误。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论文指导教师记录过于

简单，指导教师未签字； 

2.部分论文原创性声明未签

字； 

3.部分论文教师指导评语、答

辩小组评语与分数等级不匹

配； 

4.部分论文指导老师评语未从

四个方面进行评述，指导老师

评分未给小分； 

5.部分论文答辩记录提问不规

范。 

教育科学学院 

试卷及

其它 

1.部分授课计划、大纲、教

案的学时不一致； 

2.部分试卷偏难，平时成绩

偏高，分数呈偏态分布； 

3.部分考场情况记录表应

考人数与成绩单上人数不

符； 

4.部分质量分析中“对教学

效果进行归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与建议”较简单。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论文指导教师的评语与

分数不匹配； 

2.部分论文存在教师评定成绩

与答辩小组答辩成绩不在同一

等级的现象； 

3.部分论文文献综述、参考文

献格式不规范，缺英文摘要； 

4.部分论文教师评语程式化，

比较简单，针对性不强。 

文学院 

试卷及

其它 

1.部分成绩等级册无教师

签字； 

2.部分质量分析表中“对教

学效果进行归因分析”太简

单，且无改进措施； 

3.部分试题册问答题仅给

总分，未按得分要点给出步

骤分，未见批改痕迹和得分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论文缺论文检测报告； 

2.部分材料册下达任务书处缺

学院盖章； 

3.部分论文材料册《成绩评定

表》未盖章； 

4.个别材料册指导时间填写有

误； 

5.个别指导教师评分与答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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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4.抽调了四门课程，仅提供

三门课程的材料，其中《编

校软件应用》（非笔试考查

课）未能提供任何材料。 

组评分差距过大，不在同一等

级。 

外国语学院 

试卷及

其它 

被查三份试卷总体情况较

好，仅有个别的存在审签时

间不严谨（系、学院、学校

在同一天完成审核）的问

题。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论文摘要、正文、参考

文献、注释不规范；部分无英

文文献； 

2.部分论文开题报告中的研究

进程安排只涉及论文初稿及之

前的准备工作，论文后续工作

没有体现；部分选题的研究现

状写法有误； 

3.部分审签手续不完备； 

4.部分指导教师给出的论文成

绩和答辩小组给出的答辩成绩

不是同一等级； 

5.部分无检测报告。 

数学与经济学院 

试卷及

其它 

1.部分教学大纲课程代码

与双向细目表中课程代码

不一致； 

2.个别课程考查低能力层

级的题型比例（如名词解

释）过大； 

3.个别课程教学计划审签

无时间； 

4.个别课程未提供教案； 

5.个别课程授课计划补课

信息填写不规范。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材料册开题报告中“创

新点与重难点”表述太简单； 

2.部分论文正文及文献综述的

格式不规范，首行未缩进两个

字符； 

4.部分图表注释不规范； 

5.部分材料册的论文题目与论

文定稿中的论文题目不相符。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试卷及

其它 

1.部分材料缺少教师签字； 

2.部分课程中教学大纲、授

课计划与双向细目表中学

时不一致。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论文指导教师评语与评

分不匹配； 

2.个别指导教师评分与答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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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评分差距较大（差 10 分以

上），不在同一等级； 

3.个别论文仍存在指导记录以

学生角度撰写的问题； 

4.部分材料册上论文题目与论

文定稿题目不一致； 

5.个别学生论文定稿封面的专

业名称填写有误。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试卷及

其它 

部分试卷质量分析中“对教

学效果进行归因分析”的针

对性不强，过于简单。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不规

范 ；                                                 

2.部分论文中目录序号有误； 

3.部分论文的学术评语没有按

照规定的四个方面来撰写； 

4.个别论文的答辩评语中未提

及答辩情况。 

计算机学院 

试卷及

其它 

1.平时成绩记载不规范，存

在以下问题：①个别课程无

平时成绩记载；②平时成绩

分数过高，95-100；③平时

成绩的记载与成绩单上的

不一致。                                                            

2.期末考试不及格人数较

多，几乎近一半，平时成绩

分数偏高，几乎都在 95 分

以上； 

3.院内审核工作做得很好，

都附有检查情况表，能反映

存在的问题，但是教师整改

不到位。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论文没有提供纸质版查

重报告； 

2.个别老师开题报告填表时间

不对； 

3.个别指导老师指导记录过于

简单； 

4.个别论文学术评语过于简

单； 

5.个别论文审签手续不完整，

时间不合逻辑，部分日期修改

痕迹太明显。 

管理学院 

试卷及

其它 

1.部分教学大纲与授课计

划不匹配； 

2.部分授课计划中学生人

数与命题报告单中应考份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材料册记录时序问题； 

2.个别指导记录存在仍由学生

撰写、过于笼统、没有针对性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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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一致； 

3.部分试卷分析中“成绩构

成”、“考试类型”、“考试人

数”、“平均分”、“最高分”

等信息不完整。 

3.部分论文正文篇幅不够，分

量不足； 

4.部分论文存在正文格式不规

范（目录、标点符号）、参考文

献格式不规范的问题。 

艺术学院 

试卷及

其它 

1.个别课程教学大纲内容

太简单； 

2.部分授课计划填写不规

范，补课信息填写不够清晰

（前面应有节假日放假停

课内容）； 

3.部分教案撰写不规范，教

学基本内容过于简单，教学

难点没有具体知识的阐述； 

4.个别老师授课计划修改

过多，建议重新打印一份。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论文任务书下达日期与

论文进展不合；任务书院系审

核意见栏未签署日期； 

2.开题报告院系审签手续不

全； 

3.部分指导意见无签名，指导

记录稍简单，且部分教师指导

记录无针对性，答辩记录简单，

答辩问题少（只有 2 个，一般

要求 3 个）； 

4.部分指导教师评语、答辩小

组评语雷同（有 2 个学生的完

全一样），且无针对性； 

5.部分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不规

范； 

6.部分材料册上已用铅笔标注

要修改的问题未修改。 

体育学院 

试卷及

其它 

1.部分授课计划未完成审

签手续，学院未盖章； 

2.部分试卷质量分析过于

简单，缺乏针对性。 

毕业论

文（设

计） 

1.个别论文审签手续不全，有

的缺指导老师、学生签名，有

些缺院系审签手续； 

2.个别论文指导教师评语与分

数不匹配； 

3.部分论文关键词过长，未能

反映论文主题； 

4.部分学生引用文献缺乏权威

性、数量较少，正文未有引用； 

5.部分论文调查数据样本太

少，无法说明问题。 

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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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及

其它 

1.部分合班上课，分班登记

成绩，但成绩分析的时又是

全班分析，分别装盒的，应

统一； 

2.部分论述题等主观题在

参考答案没有给出答题要

点和评分细则； 

3.部分试卷质量分析的针

对性不强。 

毕业论

文（设

计） 

1.部分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不规

范、不符合学校、学院的统一

标准；                                                          

2.个别论文答辩评语过于简

单，只有一句话（该论文还是

优秀论文），不符合答辩评语要

针对论文质量和答辩情况进行

评价的要求； 

3.2018 届论文未见查重报告； 

4.部分论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不

规范，有的注释出现但在文章

中未标注，有的参考文献未标

注引用内容的页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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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考察反馈 

1.校园环境问题：厕所、实验室清洁有待加强；校园车辆乱停乱放。 

建 议：后勤及综治部门继续加强校园环境综合治理。 

2.精神面貌问题：教职员工、学生、教师精神面貌欠佳。 

建 议：评估期间统一着装、佩戴校徽，提升“爱校”意识，增强评

估期间工作主动性。 

3.集体考察问题：线路规划、讲解安排、接待细节等需重新优化。 

建 议：集体考察路线应凸显优美的校园环境，来回规划不同路径；

学生讲解员应熟悉讲解内容，对于特色内容应以实际操作展示为主；

接待专家过程中还应注重细节。 

4.PPT 汇报问题：超时严重，以汇报部门工作为主，未凸显评估主题。 

建 议：学院 PPT，应进一步优化、提炼，讲明三点：概况、亮点、

问题及解决思路，突出办学特色，注意学院人才培养与学校总体办

学定位的一致性。职能部门 PPT，要明确评估的主题，除简要介绍部

门概况外，应着重突出各项工作如何体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并

讲明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5.材料准备问题：材料内容存在一些错漏，材料摆放存在一定疏忽，

缺少目录检索。 

建 议：对报送给专家的材料需再三核对；对提供的课表、论文等材

料应从便于专家使用角度考虑，以颜色或不同封面区分学年，对罗

列的内容进行整理细化，增加目录检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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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联络员反馈 

校园文化环境方面： 

1.文学院一楼门口的牌匾，建议将旧的、学校层面的卸下来，将更

重要的、省级及以上的挂上去。 

2.文学院门厅、楼道卫生有待进一步改善。 

3.教科院中门及大厅设施老化，去会场的途径路段有的门门框翘起。 

4.建材学院实验室建议物品按标准摆放，部分实验室桌面有灰。 

5.化生学院实验室墙面注意事项为手写稿不正式。部分实验室桌面

有灰。自行车等不相关物品摆放实验室。 

6.艺术学院教学楼楼道展示学生作品缺少介绍。 

7.艺术学院地下沉展厅地板污迹较难去除。 

8.艺术学院靠楼道各窗台积灰尘，墙面待粉刷。 

9.艺术学院会议室整体环境需改进，汇报环节有手机响铃。 

10.行政楼、实验楼前车辆拥挤，考察车辆无法正常停放。 

11.老图书馆后面至东迈体育墙面卫生较差，乱贴及乱贴后胶水遗迹

明显。  

12.操场整体比较陈旧，需修正的地方比较多，沿途卫生需加强。 

13.体育馆房顶仍有少数漏水情况。 

14.实验楼六号楼门口摆放垃圾桶，门厅内摆放大量展板，影响美观。 

考察接待工作方面： 

1.考察点讲解员不熟悉讲解词，讲解不流畅，需要加强演练。 

2.参观路线需再规划，会议室里的桌椅摆放拥挤。 

3.集中考察路线要再完整走 1-2遍，记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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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一天上午的环节一定要有人全程跟踪，及时反馈和通报情况。 

5.联络员在所有集中考察项目时，密切关注群里通知，以便掌握最

新情况，注意衔接。 

6.集中考察路线讲解员的讲稿需进一步核对，讲解员要再次进行培

训，强调礼仪要求，引导要求。 

7.联络员必要时要进行时间提醒。 

8.整合流程要规范环节，落实到人，固定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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