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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组织教学系统相关人员召开迎评工作

专题会议
教学质量监测和评估中心

为指导各二级学院切实做好迎评准备工作，3月 12日下午，

我校组织教学系统相关人员在图书馆七楼会议室召开迎评工作专

题会议。执行校长杨虹出席会议，教务处、评估中心全体人员、

各二级学院院长、教学副院长、主管实践教学副院长以及各系（教

研室）主任参加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副处长毛宁主持。

首先，教务处处长刘汨凡和教学督导委陈和太教授分别就教

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如何进行教案设计进行了反馈和解读。刘

汨凡处长指出了部分教案在教学目标的表达、教学设计的体现、

教学环节的完整度、课程思政的融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陈和太

教授提出，一份优秀的教案要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和艺术性，课

堂教学要形成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的闭环模式。接着，评估中

心主任李新年从教学档案、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师资队伍、迎

评准备和氛围营造六个方面对二级学院开展迎评准备工作的自查

自建进行了安排，并要求全体师生要以主人翁的姿态，以高度的

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重视评估、参与评估，做到“千斤重担

大家挑，人人肩上有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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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校长杨虹在总结发言中强调，教案是教学活动的依据，

是上好一节课的重要前提，我们解剖教案就是要抓住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的牛鼻子，让课堂真正活起来。杨校长指出，教务处和评

估中心发布的自查自建通知为二级学院评建工作提供了行动指

南，请大家认真落实。对于下一步迎评工作，杨校长提出了四点

要求：第一，要坚定通过评估的信心；第二，要强化担当意识，

修炼本领，精准发力，主动作为；第三，要主攻重点工作，点亮

课堂，突出特色，弥补短板；第四，要凝聚精神力量，以良好的

精神面貌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学校教学督导委开展教学档案专项检查
教学督导委

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加强教学环节的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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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督促二级学院扎实推进评建工作，3 月 21 日起，学校教学

督导委全体成员开始对各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和试卷材

料进行专项检查。

此前，根据《关于开展二级学院迎评准备工作自查自建的

通知》（湘信院教务处〔2022〕20 号）要求，各二级学院已对

教学档案进行了自查自纠。学校教学督导委在各二级学院自查

自纠的基础上，分别从毕业论文（设计）材料完整性、论文选

题、论文质量、评分记录，试卷命题质量、批阅质量、分析质

量、归档管理等各方面对约 170 份 2021 届、2022 届毕业论文（设

计）和上学期约 280 个教学班的期末试卷进行了检查。

检查结束后，教学督导委对检查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反馈，并

提出了相关的整改建议。下一步，教学督导委将负责督促各二级

学院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整改和完善，为学校教学质量的持续

改进提供保障，促进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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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组织召开教学评建工作推进会
教务处

2022年 3月 19日下午，教务处在求实楼二楼会议室组织召开

教学评建工作推进会，会议由执行校长杨虹主持，教务处正、副

处长、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中心主任、实验实训中心主任、教学督

导委副主任、各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参会。

首先各二级学院院长从课堂教学、课程资源建设与利用、实

习基地筹备、试卷自查、实验室开放与利用等方面对近期迎评准

备工作的自查自建情况和下一阶段的工作思路进行了汇报。教务

处处长刘汨凡对各项工作专项检查安排、教师队伍培养培训等进

行了强调，教学督导委副主任陈长明对课堂教学督查工作进行了

安排，评估中心主任李新年对评建重点工作进行了补充强调和说明。

最后，杨虹校长表示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迎评工作已进入

冲刺阶段，要求各二级学院制定倒计时工作安排表，在学院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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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迎评促建氛围，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团结一心，

对标对点，查漏补缺，落实到位。

课程与思政同行 赛场助力成长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开展 2022 年课程思政教学竞赛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为了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质量推进以“课程

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

力，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于 3月 21日在格物楼举行了课程思

政教学竞赛。

通过学院各系、教研室进行初步筛选与推优，入围学院决

赛的 8位教师根据比赛要求，认真编写课堂教学设计及方案阐

述，积极备赛。比赛评委从教师教学设计（课程分析、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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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案规范）和现场教学（教学内容

组织与讲授、方法运用、教学效果、教学风格、教学课件、信

息化及思政元素运用）等多方面对选手进行综合考核。在比赛

过程中，各参赛选手准备充分，教学过程设计合理，语言表达

准确生动，教学方法独特新颖，教师恰如其分的课堂驾驭能力，

充分展示了学院教师较高的整体素质和扎实的教学水平。

最终，谢鑫、黄小凤和陈芳三位教师脱颖而出，分获学院

一、二等奖。本次课程思政教学竞赛，极大地推动了学院教师

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和思政融入课程教学的举措，充分体现了我

院落实“立德树人、三全育人” 根本任务的实施成效。

校企合作谋新篇 互利共赢谋发展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赴力合科技开展企业交流调研活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创融合，推进协同创新，加强

校企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3月 3日下午，学院院长余波、

电子信息工程系系主任陶曾杰、副主任雷琳、教师张慧一行赴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企业交流调研活动。力合

科技总经理聂波、人事经理吕琴、产品经理彭冉、项目经理严

浩热情接待并就校企双方合作进行了交流。

余波院长一行首先参观了力合科技产品展示厅、研发中心

和产品生产检测中心，重点了解了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空气/烟

气自动监测系统、工业过程控制自动监测系统和环境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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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使用情况。随后，校企双方开

展交流座谈会。会上，双方就校企产学研创、协同育人、学生

实习就业、科研联合攻关、科技创新等相关事宜进行了充分交

流和深入对接。本次院长带队走访企业调研活动，为学院进一

步找准人才培养方向、强化专业建设等开拓了思路，对推进校

企深入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既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也

是学校实现内涵式发展，推进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重要路径。近

年来，学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校地校企合

作、搭建交流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为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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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磨课”管理 提升教学质量

——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系召开“磨课”动员会

管理学院

为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关于

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着力

推进课程的“两性一度”建设，深化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升财务管理系全体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财务管理系

计划于 3月 15日至 5月 6日开展为期近两个月的教学“磨课”

活动。本次活动得到学院的充分认可，院长谭元发和主管教学

副院长陈丽佳参加会议。

首先，副院长陈丽佳传达了学校相关文件精神，要求系部

引导新、老教师有目的、有方向、有成效地进行“磨课”。接

着，系主任李爱娥就本次“磨课”活动进行相关安排，分 6个

小组进行，各小组要制定活动计划，严格按计划进行集体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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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课程教学进度，认真制作和编写课件和教案，有序组织“磨

课”活动及开展专题研讨会。最后，院长谭元发对全体教师提

出希望，希望大家积极准备、勇于探索、明确“磨课”内涵、

做好“磨课”设计、加强“磨课”研讨，促进课堂教学质量实

质性提高。

通过本轮“磨课”动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系部教师课堂

教学能力提升的方案和要求，激发了教师的责任感和拼搏精神，

期望本轮“磨课”活动的开展能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系教师整

体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推进校企合作 共育专业人才

——我校“互美信息科技”实践教学基地正式启动

国际商学院

在去年与长沙互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校企合作协议的

基础上，2022年 3月 16日，国际商学院遣派商务英语系学科带

头人李明清、系主任楚佳、系副主任赵兰信等一行 5 人前往长

沙互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实践教学基地成立暨授牌仪式

并商谈进一步校企合作共赢事宜。互美公司经理赵睿对此行表

示热烈欢迎并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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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睿经理介绍了公司发展历程、经营情况和公司高速、高

质量发展中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楚佳主任从办学情况、专业

定位、学科发展、专业设置、实习基地建设的总体思路等方面

介绍了商务英语专业的情况，重点介绍了学院专业人才培养的

情况，与企业需求进行了匹配，实践教学基地授牌正式开启了

双方长期且实质性合作的序幕。

双方就学生实习实训、学生竞赛、人才引进、协同育人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此次校企合作蓝图已绘就，关

键在落实。在双方协商一致下，提出了具体的合作措施：首先，

企业提供行业专家作为指导老师，进校开展专题报告或讲座，

指导商务尤其是电商实践技能，提供市场人才需求信息，让学

生尽早为就业做好技能和心理准备；其次，与企业开展学生专

业认知实习的合作，带领学生到企业现场观摩与学习；第三，

开展毕业就业合作，让学生实地参与相关工作，既解决企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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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性用人需求难题，又让学生系统地掌握岗位工作知识，增强

协作意识、就业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

本次签约授牌活动，是国际商学院和互美公司双方在实习

就业及教育教学领域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合作的一大有力举措，

在实现双方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将为共同培养多层次创新

专业人才提供新的契机。

我为评估做贡献 我为未来练本领

——艺术学院举办艺术实践周民族声乐专场学生音乐会

艺术学院

继上一场艺术学院音乐表演系艺术实践周流行专场学生音

乐会圆满结束之际，3 月 21 日 19：00 在音乐厅举办了第二场民

族声乐专场学生音乐会。来自音乐表演系各个年级的优秀民族

唱法的学生给在场的观众们带来了一场古风古韵、民族地方特

色浓郁的专场音乐会。艺术学院副院长谭红星、艺术学院音乐

表演系系主任杨圣长、国家一级作曲家刘建辉教授以及国家一

级演员孙丽萍教授莅临现场观看了演出，给予学生们热烈的掌

声和鼓励。

传统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音乐会的举办旨

在通过优秀民族声乐作品来感染和鼓舞学生，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被中国民族民间独特的音乐魅力所征服并加以传唱。本场

音乐会分别从古诗词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中国民族歌剧

选段、地方民歌、中国近代创作歌曲五个部分来演绎我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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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统音乐。学习和欣赏中国民族传统音乐，能够增强学生

对音乐文化的热爱和浓厚的情感，也是发扬和传承中华民族音

乐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场民族声乐专场学生音乐会以欣赏中国各个时期、各个

地域风格的音乐为主导，能够充分激发学生们学习中国民族声

乐的积极性。促使学生们不断了解中国音乐历史，了解中华民

族传统音乐文化，了解民族民间音乐在我国音乐发展中所做出

的巨大贡献。这些对于增强学生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及更好地

传承、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都有着重要深刻的意义。音乐会

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歌颂家国情怀、弘扬时代精神，同

时展示了艺术学院音乐表演系教育教学的成果，也体现了学院

学生对专业孜孜不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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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学院召开 2022年评估工作专题会
通识教育学院

为进一步落实董事长主持召开的工作会议精神和学校组织

召开的迎评工作专题会议精神，3月 12日下午，通识教育学院

院长况守忠在体育馆 107贵宾室主持召开 2022年评估工作专题

会，学院院领导班子、各教学部主任参加会议。

依据“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

建设”的评估二十字方针，况院长对学院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

详细部署：一是要编撰以外语为引领的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典型

材料；二是要加强在线课程资源建设，提升在线课程资源使用

率；三是要建设学院“荣誉室”；四是要进一步完善教师业务

档案；五是要开展评估知识学习活动；六是要加强学院网站建

设；七是要创建咖啡屋文化，营造温馨、宽松、舒适的休闲空

间；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学校疫情防控要求，保障自身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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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最后，况院长号召，学院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狠

抓教学中心工作，全体教师要按照董事长“认识要到位，思想

要统一；任务要明确，标准要统一；行动要快速，干部要带头；

力量要积聚，氛围要营造”的指示，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全

力以赴打好迎评促建攻坚战。

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 2022年评估工作部署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3月 8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励智楼 106会议室召开评

估工作部署会。会议由院长刘洪波主持，全体教职工参加。

为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刘洪波院长首先对各教研

室前三周教师磨课情况进行摸底，各教研室均按每周一至两次

的进度在有条不紊地开展集体备课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学院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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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队伍建设，学院将继续加大教师招聘力度和新教师培养力度，

希望各位新教师尽快熟悉学院教学管理特点，完善教师个人业

务档案；为进一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院联合学校其他

二级学院深入各企业、用人单位进行调研，针对其人才培养要

求进行课程思政和 2022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罗斯静副院长强调，学院将以此次合格评估为契机，持续

聚焦全体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开展思政课质量提升和

改革创新，不断开创学院思政课建设新局面，发挥思政课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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