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任务书及时间表

学校名称：广东白云学院

项目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牵头部门
负责人

责任人 完成时间
中期检查

时间
校内验收时间

1.定位和目标

1.1 开展系列研讨与培训 发展规划处
 教师发展中心、教务处、

校长办公室 
饶丽娟 李红英、李念良、李林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1.2 制定“两大战略”的实施意见 发展规划处 国际交流处、教育技术中心 饶丽娟 刘毅、张文生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2. 师资队伍

2.1 充实师资数量 人事处 人事处、二级学院 程明学 程明学、张传军，二级学院院长 持续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2.2 优化师资结构 人事处 人事处、二级学院 程明学 程明学、张传军，二级学院院长 持续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2.3 加强外聘教师、实验技术人员
和专业负责人队伍建设

人事处 人事处、二级学院 程明学 程明学、张传军，二级学院院长 持续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2.4 改革岗位聘任制度、评价制度
和薪酬制度

人事处 人事处、教务处 程明学 程明学、李念良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2.5 强化教师培养和发展 教师发展中心 教师发展中心、人事处 李红英 李红英、程明学 持续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3.教学资源

3.1 新校区基础设施、设备及条件
建设                

基建处 基建处 黄若海 苏月凤 2019年9月 2019年6月 2019年12月

3.2 体育设施和器材建设 通识教育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张绪平 孙细英 2019年12月 2019年6月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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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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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业课程资源建设 教务处 教务处、二级学院 李念良          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 2019年12月 2019年6月 2019年12月

3.4 通识类课程资源建设 教务处
通识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
李念良

张绪平、郭华鸿、张美娟、徐剑侠

、杨璐璐、易志成、郭华鸿
2019年9月 2019年6月 2019年12月

3.5 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教学资源
建设                

教务处 教育技术中心、二级学院 李念良
张文生、谭鑫，二级学院教学副院

长
2019年12月 2019年6月 2019年12月

3.6 图书资源建设 图书馆 图书馆、二级学院 张志莲 张志莲，二级学院分管领导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3.7  教室形态改造、多媒体设备
更新、智慧教室建设

教育技术中心 教育技术中心、二级学院 张文生
张文生、谭鑫，二级学院教学副院

长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3.8 教育教学信息化建设 教育技术中心 教育技术中心 张文生 张文生、谭鑫、邓涛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3.9 校园无线网络改造、在线网络
教学平台功能完善

教育技术中心 教育技术中心 张文生 张文生、杨琳、谭鑫 2021年10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3.10 实验设备更新、实验条件改
善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相关二

级学院
张国安 张国安，相关二级学院分管领导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3.11 科研和创新训练实验室增建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科研处、创新创业学院、实
践教学管理中心、相关二级

学院
张国安

周美娟、赵霖、张国安，相关二级

学院分管领导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3.12 实践教学基地开发及内涵建
设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校企合作办公室、二级学院 张国安
张国安、王西进，二级学院分管领

导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4.培养过程

4.1 编制2019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教务处
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校团委、二级学院
李念良

刘诗安、杨宝丽、张国安、王晓

燕，二级学院院长、教学副院长、
系主任、专业负责人

2019年6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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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
改革与实践

教务处 教务处、二级学院 李念良
刘诗安、杨宝丽、刘佳，二级学院

教学副院长
2019年12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4.3 修订、完善2019届毕业设计
（论文）质量标准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教务处、二级学院 张国安
张国安、李念良，相关二级学院分

管院领导
2019年12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4.4 完善“以成果为导向”的形成
性考核评价制度

教务处 教务处、二级学院 李念良
李念良、马迎春、熊志峰，二级学

院教学副院长
2019年12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4.5 实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 校团委
校团委、学生处、教务处、
就业指导中心、二级学院

王晓艳
王晓艳、邓建侠、李念良、赵霖，

二级学院分管院领导
2019年12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4.6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创新创业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教务处、各

二级学院
赵霖

赵霖、李念良、高永丰，各二级学
院院长

2019年12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4.7 修订《广东白云学院创新创业
学分转换管理办法》

创新创业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教务处、学

生处、校团委
赵霖 赵霖、李念良、邓建侠、王晓燕 2019年12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5.学生发展

5.1 招生专业优化及招生计划调整 招生办 招生办、教务处、二级学院 肖军田
李念良、杨宝丽，各二级学院院长

、教学副院长、各专业负责人
2019年5月 2019年4月 2019年10月

5.2 招生宣传
招生办 招生办、二级学院 肖军田 各二级学院院长，李楚浩、岑瑞标 2019年8月 2019年5月 2019年12月

5.3 修订学籍管理等相关制度 教务处 教务处 李念良 李念良、马迎春 2019年12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5.4 建设协同学习支持中心 创新创业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教务处、学

生处、团委
赵霖 黄天林、李念良、邓建侠、王晓艳 2019年9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5.5 实施“文明修身”和“励学笃
行”两大优良学风创建工程

学生处 学生处、二级学院 陈峰
陈峰、邓建侠，二级学院党总支书

记
2019年12月 2019年6月 2019年12月

5.6 制定并实施加强国际教育实施
方案

国际交流处 国际交流处 刘毅 刘毅 2019年10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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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质量保障

6.1 编制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运行手
册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
估中心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招生办、就业指导中心
李念良

李念良、杨宝丽、张国安、芩瑞标
、赵霖

2019年9月 2019年5月 2019年12月

6.2 完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修订
相关考评制度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
估中心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人事处

李念良 李念良、杨宝丽、张国安、程明学 2019年4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6.3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学习培训，
教学综合测评系统应用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

估中心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二级学院
李念良

李念良、杨宝丽、舒雅静，二级学

院教学副院长
2019年6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6.4 完善各二级学院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
估中心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各二级学院

李念良
李念良、杨宝丽，二级学院教学副

院长、教学督导
2019年12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6.5 完善质量反馈与改进系统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

估中心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各二级学院
李念良

李念良、杨宝丽，二级学院教学副
院长

2019年12月 2019年7月 2019年12月

7.特色项目

7.1 实施“3+1”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质量示范工程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教务处

、二级学院
张国安

张国安、李念良、杨宝丽、二级学
院院长

持续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7.2 开发建设综合化企业实践教学
基地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张国安
张国安，二级学院分管企业实践教

学领导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7.3 完善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管
理相关文件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
实践教学管理中心、教务处

、二级学院
张国安

张国安、王西进、李念良，二级学

院教学副院长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7.4 “1”阶段多元化教育研究与
实践

教务处
应用技术大学研究中心、实
践教学管理中心、教务处、

二级学院
李念良

饶丽娟、张国安、刘诗安、杨宝
丽，二级学院院长

持续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说明：项目根据评估整改问题分解而成，项目可以再细化为若干个小项目，由不同部门（负责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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