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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校硕士学位授权点专硕评估全部合格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和《关于开展 2014

年学位授权点专硕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我校参加 2014 年硕士学位授权点专

项评估的学术学位授权点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有：工商管理硕

士、艺术硕士、工程硕士，工程硕士包含机械工程、材料工程、电气工程、计算

机技术、工业工程、项目管理、物流工程（简称为 1+9 个点）。专项评估由国务

院学位办负责，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组织实施。具体评估指标与内容由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结合人才培养特

点分别制订，在学校总结评估的基础上形成材料呈报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学科

评议组或教指委，采取通讯评议和会议评议的方式进行评审。专项评估主要是检

查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完整性，包括师资队伍（队伍结构、导师水平）、

人才培养（招生选拔、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学位授予）

和质量保证（制度建设、过程管理、学风教育）等。专项评估分为“合格”和“不

合格”。国务院学位办于 2016年 1月汇总了各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的评估结果，

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我校参与专项评估的十个硕士授权点，全部被评定

为“合格”。 

专项评估是 2015 年学校工作的一项重点建设工作。由于学校各级领导的高

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指导；各参评点认准条件和要求，精心组织、精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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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定时、定任务，既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

这项工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为学校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通过这次专

项评估，各参评点也知道了自己的短板，如师资队伍、学科成果、创新团队 、

产学研结合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必须切实加以整改和提升，建议学校尽快制

定整改提升方案，促使我校研究生教育培养再上新台阶。 

二、认真贯彻新学期学校工作会议精神 

2 月 27 日上午，我校新学期工作会议科技楼一楼报告厅召开，校党委书记

唐未兵主持会议。校长谭益民作了题为“深化改革创新，推进内涵发展，以学校

第二次党代会为新起点开创学校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 2015

年的成绩，全面部署了 2016 年的各项工作。报告指出，在新的一年，学校将着

力抓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一、以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目的，进一步提升

本科教学质量；二、以提升服务能力与水平为导向，进一步优化专业学科结构；

三、以“2011 计划”为中心，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四、以贯彻大学章程

为基础，做好学校“十三五”规划的编制；五、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

打造学校核心竞争力；六、以干部聘任制度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为推动力，进一

步加强行政效能建设；七、以拓宽办学经费为重点，进一步继续改善学校办学条

件；八、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构建与完善适应高水平大学建设要求的

现代大学管理制度。 

纪委书记张亚东作了题为“坚持挺纪在前，落实监督责任，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廉政建设工作报告。他指出 2016 年学校纪委工作的总

体要求使：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纪委六次全会、省纪委八次全会和学校党委的要

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校，加强纪律建设。全面落实“两个责任”，加

快纪检督察工作“三转”步伐，强化标本兼治，加大反腐工作力度，从严查处违

纪违规行为，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唐未兵书记就切实做好 2016 年特别是本学期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是认真学习，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要将学校领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持久的任务开展好，结合学校实际，增强



 

全校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二是认真抓实干，

确保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实施。全校上下要抓好党代会精神的学习领

会，抓好任务分解，制定好任务落实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抓好督察工作。三是

凝聚共识，全面深化学校综合改革，要坚持“系统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试点生行”的改革途径，形成新的综合改革方案，加强统筹，突出重点，要扎实

开展“两学一做”，以点带面，扎实推进。四是多措并举，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政

治责任。学习教育，不断夯实党建工作，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会后，研究生处（部）和督导组认真传达了会议精神，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具体贯彻落实。大家认为，在新的一年里要振奋精神，不断增

强进取意识，增强时代使命感和工作责任感，按照学校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切实做好研究生处（部）及督导的各项工作；切实按照国家和省里关于深化研究

生教育改革的会议于文件精神，结合学校研究生学位点发展实际，对学位点建设

进行全面规划，强化优势，整合资源，为申报省“十三五”重点学科做好准备；

切实加强“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项目”建设力度，确保“绿色包装与安全”博

士人才培养项目验收合格；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加强学位点培养教育环节，从严

要求，从严考核，从严督导，不断提升我校研究生教育与管理水平，为学校发展

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学校各硕士点热议“五大发展理念”促改革发展 

阳春三月，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在北京举行。新政如春风拂面而来，热议如

海浪此起彼伏。我校各个硕士点十分关注两会精神和文件的学习，特别是的那个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成

为我校广大教师热议的重要话题。 

包设、包印学院、体育学院、文新学院的教师们认为，贯彻创新发展理念，

只要是以振奋精神、激发活力和动力为前提，对人才培养观念、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途径、质量评价、人才评价机制等如何创新的问题，需要深化探讨，凝聚共

识，使大家的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学校改革创新与发展的目标上来。机械、电气与

信息工程学院、冶金学院、法学院的教师们认为，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就学校内

部而言，最主要的是要处理好教师、干部、学生和员工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各方



 

利益，推进学校综合改革，使学科、专业、人才类型结构与学校定位相协调。充

分发挥优势，办出特色，促使协调和谐发展。计算机与通讯、土木学院、思政部、

音乐学院的教师们认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切实严谨治学，营造优良的

学风、校风、作风，真正尊重、遵循学术自由、教育教学规律、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找规律办学、育人。还要注重营造良好的育人生态建设

绿色文明校园，培养环境生态意识，引领依法治校的全面推进。商学院、财经学

院、外国语学院、科技学院的教师们认为，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就是要坚持产学

研的有机结合，校内校外联动发展，拓展办学视野。面向社会和未来办学，充分

利用社会资源，借鉴国外办学经验，不断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治理水平。建筑

与城乡规划学院、理学院、国际学院和机关处室的教师们认为，贯彻共享发展理

念，就是要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公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依法保障教师、

学生的合法权益，切实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

生活提供良好的校园生态环境与法治环境，使大家从心眼里有获得感、满意感、

幸福感。 

为提高硕士研究生课程质量，规范教学秩序，本学期开学第一周安排了部分

研究生处（工作部）领导及学院研究生工作主管领导、研究生督导进行研究生课

程听课及评价活动，现将听课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学期研究生开课第一周，部分处部及学院领导参与研究生听课，共回收

10 份有效评价表，课程类别含 3 门公共课，6 门专业课，10 个教学班级，详情

见表 1：  

表 1：听课评价基本概况 

课程名称 听课时间 上课班级（专业） 
到课

率 

选课 

人数 

实到 

人数 

迟到 

人数 

 

早退

人数 

 

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 
3 月 7日第五节 

15级马克思主义与

社会科学方法论 2班 
/ 97 / 12 0 

运筹学 3 月 8日第三节 15级工业工程 100% 7 7 0 0 



 

（二）主要问题和建议 

1、课堂纪律与学术氛围：  

（1）部分课程到课率不理想，迟到人数较多，任课教师应该点名，强调课

堂纪律，如《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2 班这门课有超过 10 人迟到，其

中有同学迟到 22分钟。 

（2）部分学生上课不专心，如《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2班、《材

料分析与测试技术》等课程，一些学生不专注于课堂，埋头做自己的事情。 

（3）学生与教师缺乏必要的互动，课堂气氛较为沉闷，如《数值分析》1

班、《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 

2、教学方法和手段： 

（1）应注意利用和合理使用各种教学资源和教学媒体，教学媒介忌过于单

一，应将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板书相结合，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教

师完全使用板书教学，《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课程教师则过多依赖多媒体教学，

因此建议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课件与板书两种方式共同使用，互为辅助。 

（2）讲课较多注重理论性，结合实际案例不足，如《新能源发电技术》《结

数值分析 3 月 7日第三节 15级数值分析 1班 91% 76 69 0 0 

新能源发电技术 3月11日第五节 15级电气工程 91% 11 10 0 0 

材料分析与测试

技术 
3 月 8日第一节 

15级材料学、材料加

工工程 
80% 15 12 0 0 

结构稳定理论 3 月 8日第一节 
15级岩土工程、结构

工程 
100% 18 19 0 0 

马克思主义节本

原理专题研究 
3 月 9日第三节 

15级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81% 16 13 1 0 

药物新技术与新

剂型 
3 月 8日第三节 15级生物医学工程 83% 6 5 0 0 

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 
3 月 8日第二节 

15级社会体育指导、

体育教学 
100% 24 24 0 2 

数值分析 3 月 7日第一节 15级数值分析 2班 / / / / / 



 

构稳定理论》，建议适时添加案例教学，更多联系实际。对于《数值分析》这类

理论性与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应补充相关的实践环节，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

促进对理论的深入理解。 

（3）课堂教学应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又需安排紧凑，围绕主题，例如《数

值分析》1班，老师讲课缺乏必要的引入环节，直接进入正题稍显突兀，应该设

计良好的引入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运筹学》这门课则非相关性话题过

多，耗时过长，建议老师缩短无关话题谈论时间，更快引入正题。 

3、教师能力 

授课语言应规范、准确，语速适中，语音洪亮，教师应避免因讲方言导致学

生听不懂的情况，尽量使用普通话教学，同时可借助音控设备提高音量。 

管理与教学亮点： 

（1）部分课程采用互动式讨论教学，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以案例结合实际，课堂氛围轻松活泼，学习气氛热烈，能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极

大提升了学生的投入度、参与度。 

（2）任课教师善于思考，有独特见解和师者风范，对于教学内容信手拈来、

全局在胸，如《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3）部分学院管理严格规范，有亮点。以体育学院为例，课前由学生轮流

自行准备课堂，启用多媒体设备；课中教学秘书进行随堂点名，严格考勤；学院

统一安排晚自习，确保学生投入学习与科研的时间。 

四、认真探讨提升 2016 年研究生督导工作 

3月 2日下午，研究生处（部）召开研究生督导工作专题会议，分管研究生

教育工作的副校长罗定提教授，研究生处处长吴卫教授、副处长祝方才教授、研

究生工作部部长黄春华教授、副部长孙慧老师、督导组全体老师和研究生处（部）

的相关通知出席了会议。 

督导组组长和各位督导就 2015 年的督导工作进行了认真回顾总结，并就如

何开展 2016 年的督导工作提供了具体安排和建议。祝方才副处长原则上赞同督

导组提出的工作安排，认为工作重点明确清晰，所提督导任务切合学校实际，有

针对性和操作性，必会使督导工作有新的提升。他认为“督”与“导”的关键是

针对问题、抓住重点、抓住特色、抓住质量，严格实行课程负责制和导师责任制。 



 

罗定提副校长就进一步提升督导工作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认为督导组的老

教授有优势，教书育人经验丰富，发表意见和看法有份量，对年轻老师有激励和

启迪作用，这是做好督导工作的重要基础。他认为提升督导工作要从以下几方面

努力：一是要全过程、全覆盖、全方位开展督导；二是严格标准、严格方案、严

格过程、严格要求开展督导；三是重点工作、重点内容、重点环节进行督导；四

是针对培养方案，熟悉产、学、研基地特色开展督导；五是重视自身建设，从严

要求自己，发挥督导师范表彰作用。 

五、督导组 2016 年上学期工作安排表 

时间 主   要   任   务 

二月 1. 讨论贯彻学校工作会议精神； 

2. 确定本学期的主要工作任务和责任划分； 

3. 配合研究生处（部）开展相关开学工作。 

 

三月 

1. 坚持听课制度； 

2. 了解各培养点讲授专业课的相关情况； 

3. 配合研究生处（部）开展研究生招生复试相关督察工作； 

4. 参与了解各培养单位研究生论文预答辩情况。 

 

四月 

1. 到相关院部了解研究生培养情况； 

2. 协助研究生处对专项评估的短板制订整改方案； 

3. 坚持听课、评课制度和巡查制度； 

4. 配合研究生处（部）开展深化我校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探讨。 

 

五月 

1. 巡查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情况； 

2. 配合研究生处（部）开展 2014 级研究生中期考核情况； 

3. 配合研究生处（部）深化我校研究生教育改革探讨； 

4. 配合研究生处（部）开展硕士毕业论文检查。 

 

六月 

1. 巡查研究生课程考试考查工作； 

2. 配合研究生处（部）做好研究生毕业离校相关工作； 

3. 推介优秀研究生导师的育人经验； 

4. 配合研究生处（部）开展期末相关工作。 

 

七月 

1. 与兄弟院校交流研究生培养情况； 

2. 回顾总结本学期的督导工作； 

3. 协助研究生处（部）总结整改方案执行情况。 

 

注意：此安排可根据研究生处（部）工作进展要求作相应调整。 

 

 

                                             （本期责任编辑  周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