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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制2019-2020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暨美育工作发展年度报告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上级有关工作要求，现将 2019-2020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和美育工作发展年度报告及相关数据表（以下简称“两报告两表格”）

的编制工作通知如下：

一、任务分解

请根据“两报告两表格”任务分解表（详见附件）的要求，分工

协作，共同做好编制工作。目前省教育厅有关两份报告的公文还未下

发，若公文下发后个别内容有调整，将另行通知安排。

二、时间跨度

报告相关数据应与“2020年度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一致。

三、材料要求

1.内容要求。数据和文字表述应有利于我校硕士学位授予点申报

等重大活动，相比往年内容应有所创新，做到图（照片、表格或柱状

图等）文并茂，逻辑严密，表述清晰，不宜简单地替换往年的数据。

2.格式要求。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及数据表为WORD格式；美育

报告为WORD 格式，美育数据表为 EXCEL 格式；电子照片为 JPG

格式，并分类标注为“教学质量报告”或“美育报告”。

3.照片报送。各单位把与两份报告相关的标志性照片，经挑选之

后，以 JPG格式一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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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时限

各部门应于 2020 年 11月 17 日前将“两报告两表格”的纸质文

本（需部门盖章确认）和电子文档（附照片）报送教务处质量管理科

（707009623@qq.com，陈老师，15659073386）。此外，请各部门执

笔人加入以下微信群，便于工作交流。

微信群二维码

附件:

1.“两报告两表格”任务分解表（按部门顺序）

2.教学质量报告任务分解表（按报告顺序）

3.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表（按部门顺序）

4.美育工作发展年度报告任务分解（按报告顺序）

5.美育工作数据采集表任务分解（按部门）

教务处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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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两报告两表格”任务分解表（按部门顺序）

序号 部门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质量报告数据表 美育报告 美育数据表

1 党政办
5.1 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落实情况

2 宣传部 4.1 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5.5 校园文化环境的营造

3 学工处

6.1 学生学习满意度

6.3 学生就业情况、

6.4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与毕业生成就

21 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24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

表4公共美育教育经

费投入

4 发规处

1.1 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服

务面向

6 办学特色

总体审核

3.2 十三五规划中美育发

展战略

3.4 美育工作发展激励政

策

总体审核

5 外事办 3.8 对外合作办学

5.3.3.艺术教育内容与形

式的拓展、丰富以及创新

（含中外、闽台交流学习）

表9国内外公共美育

相关交流活动

6 人事处
2.1 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含

生师比）

2教师数量及结构

4生师比

4.1 美育师资队伍建设与

水平

表4公共美育教育经

费投入

7 教务处

1.2 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1.3 全日制在校生情况

1.4 本科生源质量情况

2.2 本科生主讲教师情况/教

授承担本科课程情况、

3.1 培养方案与专业建设

3.2 课程建设与开课情况

3.3 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

3.4 实践教学

3.6 毕业论文（设计）

3.7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4.2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4.3 人才培养主要成效

5.2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5.3 教学日常监控及运行

5.4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主要

数据、5.5 专业评估与认证

6.2 本科生毕业情况

1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的比例

3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14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15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16 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17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

总数的比例

18 教授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

次数的比例

19 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20 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23 学生学习满意度

1.前言

2.美育工作发展概况及亮

点工作

3.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中

的美育规格

3.3 美育质量保障机制体

系

4.2.3 美育网络资源、平台

建设

5.1 美育课程体系建设

5.2 美育课堂教学

5.3.1.美育实践活动的课

程化管理

5.4 美育与其他学科的渗

透与融合

表 0基础信息

表 1公共美育管理

表2公共美育选修课

程开设

表3公共美育网络课

程建设

表4公共美育教育经

费投入

表 5公共教学设施、

表8重点美育活动参

与

8 科研处
6.2 美育科研教研数量及

影响力

9 资产处 5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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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质量报告数据表 美育报告 美育数据表

6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值

10 后勤处 2.4 教学用房 9.1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表4公共美育教育经

费投入

11 财务处 2.3 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10 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11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

12 生均本科实验经费

13 生均本科实习经费

4.2.1 美育教学经费投入

及保障机制

表4公共美育教育经

费投入

12 校团委

4.2.3 美育网络资源、平台

建设

5.3.2.美育实践基地建设

5.3.3.艺术教育内容与形

式的拓展、丰富以及创新

（含中外、闽台交流学习）、

6.1 重大活动及影响力

7.本校特色案例、特色举

措、

8.存在问题、

9.对策建议

表4公共美育教育经

费投入、

表 5公共教学设施、

表7公共美育活动举

办情况、

表8重点美育活动参

与、

表9国内外公共美育

相关交流活动、

表 10 公共美育工作

及建设成效

13
实验室管

理中心
2.6 实验室与设备 9.2 生均实验室面积

14 图书馆 2.5 图书资源
7生均图书

8电子图书、电子期刊总数

15 网络中心 2.7 信息资源

16 文传学院

4.2.2 美育教育教学资源

建设及共享、

7.本校特色案例、特色举

措、

8.存在问题、

9.对策建议

表 5公共教学设施、

表 10.公共美育工作

及建设成效

17 教科学院

4.2.2 美育教育教学资源

建设及共享、

7.本校特色案例、特色举

措、

8.存在问题

9.对策建议

表 5公共教学设施、

表 10.公共美育工作

及建设成效

18 音舞学院

4.2.2 美育教育教学资源

建设及共享

7.本校特色案例、特色举

措、

8.存在问题

表 5公共教学设施、

表 10.公共美育工作

及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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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质量报告数据表 美育报告 美育数据表

9.对策建议

19 美设学院

4.2.2 美育教育教学资源

建设及共享、

7.本校特色案例、特色举措

8.存在问题

9.对策建议

表 5公共教学设施、

表 10.公共美育工作

及建设成效

20 体育学院 3.5 体育教育 22 体质测试达标率

4.2.2 美育教育教学资源

建设及共享

7.本校特色案例、特色举措

表 5公共教学设施

表 10 公共美育工作

及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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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学质量报告任务分解表（按报告顺序）

序号 项 目 负责单位

1.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1.1 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发规处

1.2 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教务处

1.3 全日制在校生情况 教务处

1.4 本科生源质量情况 教务处

2.师资与教学条件

2.1 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含生师比） 人事处

2.2 本科生主讲教师情况/教授承担本科课程情况 教务处

2.3 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财务处

2.4 教学用房 后管处

2.5 图书资源 图书馆

2.6 实验室与设备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

资产处

2.7 信息资源 网络中心

3.教学建设与改革

3.1 培养方案与专业建设 教务处

3.2 课程建设与开课情况 教务处

3.3 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 教务处

3.4 实践教学 教务处

3.5 体育教育 体育学院

3.6 毕业论文（设计） 教务处

3.7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学院

3.8 对外合作办学 外事办

4.专业培养能力

4.1 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宣传部

4.2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教务处

4.3 人才培养主要成效 教务处

5.质量保障体系

5.1 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党政办

5.2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教务处

5.3 教学日常监控及运行 教务处

5.4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主要数据 教务处

5.5 专业评估与认证 教务处

6.学生学习效果

6.1 学生学习满意度 学工处

6.2 本科生毕业情况 教务处

6.3 学生就业情况 学生处

6.4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与毕业生成就 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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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办学特色 发规处

7.需要解决的问题 存在问题、产生原因、解决措施 各单位

说明：

1.各单位要在充分分析和认真总结提炼的基础上，紧扣本科教学工作，分析教学基本状态，突出教学

改革亮点、成就和经验，准确地把握存在问题，实事求是撰写质量年度报告，全面展示本科教学质量和人

才培养状况。

2.请各单位务必于 11 月 17 日前将任务分解表中所属材料汇总至教务处，纸质材料盖章送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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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表（按报告顺序）

序号 项 目 责任人及部门 数据

1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教务处

2 教师数量及结构 人事处

3 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 教务处

4 生师比 人事处

5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资产处

6 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资产处

7 生均图书 图书馆

8 电子图书、电子期刊总数 图书馆

9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
后勤处/实验
室管理中心

10 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财务处

11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自然年度内学校立项用于本科教学
改革和建设的专项经费总额）

财务处/教务
处

12
生均本科实验经费（自然年度内学校用于实验教学运行、
维护经费生均值）

财务处/实验
室管理中心

13
生均本科实习经费（自然年度内用于本科培养方案内的
实习环节支出经费生均值）

财务处/教务
处

14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学年度内实际开设的本科培养计
划内课程总数，跨学期讲授的同一门课程计一门）

教务处

15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 教务处

16 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 教务处

17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 教务处

18
教授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一门课程的全
部课时均由教授授课，计为 1，由多名教师共同承担的，
按教授实际承担学时比例计算）

教务处

19 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教务处

20 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教务处

21 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 学生处

22 体质测试达标率 体育学院

23 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学工处

24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学生处

25 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



- 9 -

附件 4

美育工作发展年度报告任务分解（按报告顺序）

1.前言（教务处）

2.美育工作发展概况及亮点工作（教务处）

3.美育工作发展理念和定位

3.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中的美育规格（教务处）

3.2 十三五规划中美育发展战略（发规处）

3.3 美育质量保障机制体系（教务处）

3.4 美育工作发展激励政策（发规处）

4.美育工作发展条件

4.1 美育师资队伍建设与水平（人事处）

4.1.1 美育教师队伍的数量与结构（人事处）

4.1.2 美育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人事处）

4.2 美育教学资源建设与水平

4.2.1 美育教学经费投入及保障机制（财务处）

4.2.2 美育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及共享（教科学院、音舞学院、美设学院、

文传学院、体育学院）

4.2.3 美育网络资源、平台建设（团委、学工处、教务处）

5.美育培养实施过程

5.1 美育课程体系建设（教务处）

5.2 美育课堂教学（教务处）

1.美育课程目标的制订

2.美育课程的设置及开足开齐

3.美育课程培养方案的执行及考试考核方式

5.3 美育实践教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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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美育实践活动的课程化管理（教务处）

5.3.2.美育实践基地建设（团委）

5.3.3.艺术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拓展、丰富以及创新（含中外、闽台交流学

习）（团委、外事办）

5.4 美育与其他学科的渗透与融合（教务处）

5.5 校园文化环境的营造（宣传部）

6.美育工作产出效果

6.1 重大活动及影响力（团委）

6.2 美育科研教研数量及影响力（科研处）

7.本校特色案例、特色举措（文传学院、美设学院、音舞学院、教科学院、体

育学院、校团委）

8.存在问题（文传学院、美设学院、音舞学院、教科学院、体育学院、校团委）

9.对策建议（文传学院、美设学院、音舞学院、教科学院、体育学院、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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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美育工作数据采集表任务分解（按部门）

表格 填写部门 备注

表 0 基础信息 教务处

表 1 公共美育管理 教务处

表 2 公共美育选修课程开设 教务处

表 3 公共美育网络课程建设 教务处

表 4 公共美育教育经费投入

财务处 经费投入与比例

学生处
购买教学用服装、学生美育

活动经费支出

校团委
购买教学用服装、学生美育

活动经费支出

教务处 教室改造

后勤处 设施建设

人事处 人才引进

表 5 公共教学设施

教务处 公共艺术课程专用教室

音舞学院 艺术演播厅

文传学院 博物馆

教科学院 舞蹈厅、特教活动厅等

美设学院 美术馆

体育学院 体育练功厅等

校团委
其他固定艺术场馆设施名

称（孙中山广场等）

表 6 学校艺术团 校团委

表 7 公共美育活动举办情况 校团委

表 8 重点美育活动参与
校团委

教务处

表 9.国内外公共美育相关交流

活动

外事办

校团委

表 10.公共美育工作及建设成效 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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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填写部门 备注

文传学院

美设学院

音舞学院

教科学院

体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