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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交通大学教务处 
处发〔2016〕06 号 

 

关于公布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2015 年度检查结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各项目负责人：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2012‟4 号）精神，切实加强学校“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的建设与管理，确保各级各类项目建设取得实效，按照《兰州交

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兰

交教发„2012‟101 号）规定，学校组织专家对 2015 年度教育部

和甘肃省教育厅在我校实施的特色专业、精品课程、教学团队、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项目；我校实施的新专业建设、教学

团队、重点教改项目等 51 项“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年度建设情况

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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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结果 

本次检查按照《兰州交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项目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兰交教发„2012‟101 号），经过项目

负责人自评、教学单位初评和教务处组织的集中答辩验收三个环

节，对各项目年度建设与进展情况、专题网站建设及下一年度建

设计划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分为“优秀”、“良好”、

“合格”、“整改”四个等级。其中“本科教学工程”项目中 4

项被评为优秀、8 项被评为良好、31 项被评为合格、3 项需整改、

1 项检查不合格并给予警告；校级重点教改项目中 2 项被评为良好、

2 项被评为合格（详见附件）。 

二、建设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2015 年度，学校累计投入各级各类“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建

设经费达 112 万余元，期望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促进项目内涵发展，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在一年的建设中，多数项目负责人和承担单位能够按

照建设目标与实施计划开展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部分

项目建设不力，成效不显。 

（一）建设成效 



 - 3 - 

1、通过特色专业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彰显了专业的铁路行业

特色，增强了专业的社会适应性，学生就业率再创新高。对其他

专业的特色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与指导作用。 

2、部分项目能够将建设的最新成果融入实际教学过程，改进

教学方式方法及教学组织模式，强化了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进一步提升了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3、部分项目通过强化“课程资源”这一基本教学元素的建设，

使相应课程的结构体系更加优化；网络辅助教学资源不断丰富和

完善，进一步强化了师生之间的线下交流与互动，使传统的课堂

教学得以有效延伸。 

4、部分项目通过选派青年教师赴国内外其他高校、研究所、

企事业单位进修和实践锻炼，进一步强化了青年教师的工程实践

背景，增强了专业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同时，通过组织开展系

列学术讲座及其他教学研讨活动，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及时总结

和交流团队教学经验，指导青年教师更好地潜心教学。 

（二）存在的问题 

1、部分项目建设目标不明确，进展缓慢，效果不佳。项目负

责人不注重对项目建设的研究，项目建设目的不明，举措不详，

内容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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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2、部分项目建设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项目建设重点不突出，

创新型教学改革研究成果不显著。 

3、项目团队协作不够，承担单位监督管理不力。多数项目是

项目负责人一人所为，没有充分调动和发挥项目组成员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且部分项目建设缺乏承担单位的监督与统一管理。 

4、部分项目存在“重申报、轻建设”的现象。提交年度建设

成果佐证材料陈旧，没有足够的实证性建设成果。 

5、项目成果展示网站建设相对滞后。部分项目还没有建设项

目专题网站；已建成的网站内容更新不及时，部分素材链接失效。 

三、建设要求与建议 

各项目建设应强化“本科教学”这一主题，认真研讨，潜心

思考，结合“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建设目标及主要建设内容，强

化项目内涵建设，制定确实可行的建设目标和详实的工作计划，

使建设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本科人才培养”这一根本目标。  

1、项目承担单位要按照《兰州交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认真履行分层管理职

责，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和指导。 

2、各项目要进一步加强项目团队的建设，尤其是青年教师的

培养。项目负责人要积极主动、勇于担当，组织项目组成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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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利用团队的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切实加强项目的

内涵建设，并注重建设过程和实证性资料的记录和整理。 

3、各项目必须要率先执行学校有关教学改革及管理文件精

神，积极开展创新型项目建设与研究工作，及时总结凝练建设成

果并将其应用于教学实践，充分发挥项目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4、各项目要进一步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做好项目建设专题

网站的建设与管理，及时发布项目建设进展与成果。 

5、检查结果为“整改”和“不通过”的 4 项项目，要求项目

承担单位及时组织项目组成员认真研讨，制定详实的年度建设内

容与计划，并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前提交项目建设与整改报告。 

学校将进一步强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三级管理体系建设，

健全项目建设和管理的长效机制，以实证性材料为依据，严格执

行项目年度检查制度，做到以查促建、以查促管、以查促改，彻

底改变“重项目申报，轻项目建设”的现象，同时要求各教学单

位确实加强对“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工作，充分发挥

“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附件：“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2015 年度检查结果汇总表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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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2015年度检查结果汇总表 

序

号 
单位 项目名称 级别 类别 负责人 

分类

排序 

检查

结果 

1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 国家级 国家特色专业 虞庐松 1 优秀 

2 电信学院 交通信息类创新人才培养 国家级 国家实验区 党建武 2 良好 

3 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国家级 国家特色专业 牛惠民 3 合格 

4 机电学院 车辆工程 国家级 国家特色专业 商跃进 4 合格 

5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与信号 国家级 国家特色专业 武晓春 5 合格 

6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国家级 国家特色专业 赵峰 6 合格 

7 环境学院 给水排水工程 国家级 国家特色专业 王三反 7 整改 

8 土木学院 工程管理 省级 省级特色专业 王恩茂 1 优秀 

9 电信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省级 省级特色专业 胡晓辉 2 良好 

10 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 省级 省级特色专业 吕斌 3 合格 

11 电信学院 通信工程 省级 省级特色专业 伍忠东 4 合格 

12 环境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省级 省级特色专业 周文和 5 合格 

13 机电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省级 省级特色专业 赵志刚 6 整改 

14 电信学院 物联网工程 校级 专业达标评估 赵庶旭 1 合格 

15 化工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校级 专业达标评估 董文魁 2 合格 

16 土木学院 工程造价 校级 新专业建设 王恩茂 1 优秀 

17 测地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校级 新专业建设 闫浩文 2 良好 

18 艺术学院 绘画 校级 新专业建设 郭殿声 3 良好 

19 机电学院 风能与动力工程 校级 新专业建设 王良璧 4 合格 

20 外语学院 阿拉伯语 校级 新专业建设 余莉 5 合格 

21 外语学院 葡萄牙语 校级 新专业建设 余莉 6 合格 

22 艺术学院 动画 校级 新专业建设 王永生 7 整改 

23 机电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校级 新专业建设 祁文哲 8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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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 项目名称 级别 类别 负责人 

分类

排序 

检查

结果 

24 经管学院 
营销类课程情景模拟教学方

法研究与实践 
校级 重点教改项目 夏礼斌 1 良好 

25 土木学院 

面向学生的《画法几何及工

程制图 1A》网络仿真课件研

制 

校级 重点教改项目 李兴田 2 良好 

26 数理学院 

基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

与实践研究 

校级 重点教改项目 张睿 3 合格 

27 自动化学院 
形成式考核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 
校级 重点教改项目 罗映红 4 合格 

28 电信学院 离散数学 省级 省级精品课程 王海涌 1 优秀 

29 化工学院 微生物学 省级 省级精品课程 薛林贵 2 良好 

30 运输学院 旅客运输组织 省级 省级精品课程 崔炳谋 3 合格 

31 土木学院 水力学 省级 省级精品课程 何文社 4 合格 

32 土木学院 力学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省级 省级教学团队 康希良 1 良好 

33 机电学院 机车车辆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商跃进 2 良好 

34 机电学院 机械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石广田 3 良好 

35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

教学团队 
省级 省级教学团队 袁杰 4 合格 

36 化工学院 无机化学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许力 5 合格 

37 数理学院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常文利 6 合格 

38 土木学院 
土力学专业基础课程群教学

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梁庆国 7 合格 

39 电信学院 通信工程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伍忠东 8 合格 

40 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吴芳 9 合格 

41 测地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系列课程校级

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闫浩文 10 合格 

42 体育部 
定向运动与野外生存训练教

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乔梁 11 合格 

43 马克思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程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刘慧明 12 合格 

44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系列课程教学

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董昱 13 合格 

45 外语学院 
大学英语语言思辨与跨文化

交际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赖露 14 合格 

46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技术系列课程教

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滕青芳 1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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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 项目名称 级别 类别 负责人 

分类

排序 

检查

结果 

47 外语学院 英语专业基础课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陈静 16 合格 

48 环境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

业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周文和 17 合格 

49 运输学院 管理运筹学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何瑞春 18 合格 

50 艺术学院 设计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郭殿声 19 合格 

51 文学院 古代文学教学团队  校级 校级教学团队 郭令原 20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