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 

关于编制 2019-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通知 

 

学校各相关部门，各二级学院： 

编制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是学校开展自我评估、建立健全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高等教育

教学质量常态监测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深入做好本科教学工作审

核评估的重要载体。根据学校工作安排，现组织开展我校 2019-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具体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一）学校办公室、组织人事部（处）、学生工作部（处）、

教务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处、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招生办

公室、就业创业与校友办公室、计划财务处、实验室管理中心、国

有资产与设备处、图书信息中心、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体育与健

康学院研究生处参照并不局限于学校 2017-2018学年、2018-2019学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以及其他兄弟高校的写法，结合学校和本单位

工作实际，按照附件 1的分工，撰写分报告并提供相关支撑数据。 

（二）组织人事部（处）、学生工作部（处）、教务处、就业

创业与校友办公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相关单位和各二级学院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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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附件 2）典型案例的写法，撰写 2019-2020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

告典型案例（其他单位有较好典型案例也可一并提交）。 

二、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内容要求 

（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包括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

向、本科专业设置情况，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情况及本科生所占

比例，本科生源质量情况等。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描述学校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情况、

生师比、本科生主讲教师情况、教授承担本科课程情况，教学经

费投入情况，教学用房、图书、设备、信息资源及其应用情况等。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揭示教学过程各主要方面和关键环

节，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等。特别是

开设课程门数及选修课程开设情况、课堂教学规模、实践教学、

毕业论文（设计）以及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 

（四）专业培养能力。展示本科专业培养能力和发展水平，

主要描述专业概况，突出特色、优势、问题及困难等。包括主要

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条件、人才培养等情况，特别是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与社会人才需求适应性、培养方案特点，专任教师数量

和结构、生师比、教学经费投入、教学资源、实践教学及实习实

训基地，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教授授课、实

践教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风管理等概况。 

（五）质量保障体系。阐述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校领导班子研究本科教学工作情况、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教学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日常监控及运行、规范教学行为情况，本科

教学基本状态分析，开展专业评估、专业认证、国际评估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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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学习效果。呈现学生学习满意度、应届本科生毕

业情况、学位授予情况、攻读研究生情况、就业情况、社会用人

单位对毕业生评价、毕业生成就等。 

（七）特色发展。总结学校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特色和

经验。 

（八）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影响教学质量的突出问题，分

析主要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及建议。 

三、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格式及数据时间要求 

（一）格式要求 

1.标题：黑体小二加粗居中，单倍行距。 

2.一级标题：黑体小三顶左，单倍行距。 

3.二级标题：黑体四号顶左，单倍行距。 

4.三级标题：黑体小四顶左，单倍行距。 

5.段落文字：宋体小四，两端对齐书写，段落首行左缩进 2

个汉字符。行距 20 磅。 

6.表格：表名置于表的上方，宋体五号居中，表格内文字为

宋体，大小根据表的内容自行调整。 

7.图：图名置于图的下方，宋体五号居中，单倍行距。 

（二）质量报告中采用的数据统计时间 

1.自然年：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如财务、

科研和图书信息按自然年度统计汇总数。 

2.学年：2019-2020 学年，即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如教学信息按学年度统计汇总数。 

3.时点：2019 年 9 月 30 日；如学生人数、教师人数、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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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按时点统计汇总。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各相关部门、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质量报告编制工作，

拟定工作方案，分解任务，明确分工，认真组织质量报告编写。要以

编制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为契机，结合审核评估要求，主动开展本科教

学工作的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估，全面展示人才培养状况和教学质量。 

（二）相关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在撰写质量报告时要认真总结、

充分展示 2019-2020学年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及工作特色和经典案例；认真总结

本部门相关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并梳理存在的问题；在撰写报告时要

注意整理收集报告依据及支撑材料。 

（三）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为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撰写工作的第

一责任人，对文档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各单位要对质量

报告组织审定，经单位审定后提交。 

（四）各单位要按照如下时间节点和要求推进和完成本科质量

报告撰写和数据填报工作： 

1.5月 25日前，下发相关通知，部署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 

2. 10月 25日前，相关职能部门（单位）提交 2019-2020学年

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分报告及典型案例。 

3. 11月 15日前，各相关部门提供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 

4. 11月 25日前，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在各单位质量报告分

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学校 2019-2020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并上报

学校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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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省教育厅规定的时间，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将学校

2019-2020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上报教育厅，并在学校网站向社会发布。 

6.各二级学院、相关职能部门按时限要求将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及分报告的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ouyy0820@126.com；纸质版文档

（1份），须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交至学校质量管

理与评估办公室（行政楼 314室）。 

7.如有疑问，请联系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联系人：欧阳焱、

赵凯凤；地点：行政楼 314办公室；电话：88380590。 

 

附件：1.2019-2020学年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分报告撰写分工 

2.典型案例与经验参考模板 

3.普通高等学校 2018-2019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

数据目录（供参考） 

 

 

 

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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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0 学年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分报告撰写分工 

责任部门 主要内容 字数 内容形式要求 备注 

学校办公室 

学校基本概况 500 文字及图片 

1.支撑数据填报 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校

领导班子研究本科教学工作情

况、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 

800 

文字及图片，必须包含书记、校长

研究本科教学工作的图片，如座谈

会、听课、会议照片等 

学生工作部（处） 

学生学习满意度情况 500 
文字及图表，包含调查方法

与结果 
1.单独提供 1 个学生

工作特色案例（文字及

图表，字数不限） 

2.支撑数据填报 学生指导与服务 600 文字及图片 

组织人事部（处） 

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 

1.单独提供 1 个人事

工作特色案例和 1 个

教师教学发展特色案

例（文字及图表或图

片，字数不限） 

2.支撑数据填报 
生师比 100 文字及图表 

教务处 

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400 文字 

1.单独提供 1 个本科

教学工作特色案例（文

字及图表，字数不限） 

2.支撑数据填报 

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 

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情况及本科

生所占比例 
150 文字及图表 

本科生主讲教师情况 200 文字及图表 

教授承担本科课程情况 200 

文字及图表，必须包含主讲本科

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

（不含讲座）、教授本科课程占

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300 文字及图表 

专业建设 500 文字及图表 

课程建设 300 
文字及图表，必须包含选修课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 

教材建设 300 文字及图表 

教学改革与研究 1000 文字及图表 

人才培养方案特点 600 文字及图表 

开设课程门数及选修课程开设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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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教学规模 300 文字及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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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 500 
文字及图表，必须包含实践教学学

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 

毕业设计(论文) 300 文字及图表 

教学质量日常监控运行情况 800 文字及图表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分析 600 文字 

应届本科生毕业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 

学位授予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 

攻读研究生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 

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特色和经验总结 3000 文字 

影响教学质量的突出问题，分析主要

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建议 
500 文字 

科学研究与技术

开发处 
科研促进教学情况 500 文字及图表  

质量管理与评估

办公室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800 文字 
 

1.支撑数据填报 开展专业评估、专业认证情况 300 文字 

招生办公室 本科生源质量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  

就业创业与校友

办公室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1000 文字及图表 
1.单独提供 1 名优秀

毕业生事迹案例和 1

个创新创业方面特色

案例（文字及图片，字

数不限） 

2.支撑数据填报 

就业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 

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情况 500 文字及图表，包含调查方法与结果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200 文字及图片 

毕业生成就 500 文字及图表，包含调查方法与结果 

计划财务处 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200 

文字及图表，必须含生均本科教

学日常运行支出、本科专项教学

经费（自然年度）、生均本科实

验经费（自然年度）、生均本科

实习经费（自然年度） 

1.支撑数据填报 

实验室管理中心 实验室建设情况 400 
文字及图表，必须包含生均

实验室面积 
1.支撑数据填报 

国有资产与 

设备处 

教学用房及其应用情况 200 
文字及图表，必须包含生均

教学实验用房面积 

1.支撑数据填报 

设备及其应用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必须含生均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当年新

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图书信息中心 图书及其应用情况 200 
文字及图表，必须包含生均图

书，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种数 
1.支撑数据填报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 信息资源及其应用情况 200 文字及图表  

体育与健康学院 体育工作情况 300 
文字及图表，必须包含学生

体质测试达标率情况 
 

研究生处    1.支撑数据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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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典型案例参考模板 

 

一、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借鉴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积

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学校开展的中国-奥地利旅游教育项目是海南省第一个中外合作本科教育项目，此外

还有美国霍夫斯特拉 3+1 项目、美国蒙特爱达大学硕士项目、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大

学、乌克兰卢甘斯克达拉斯•舍普琴科民族大学、哈萨克斯坦阿布莱罕•国际关系与世

界语言大学、台湾真理大学、台湾屏东科技大学、台湾首府大学、台湾海洋大学交换

生项目等多个学生项目。十三五期间，我校还将实施英国普利茅斯大学 3+1 项目、

韩国水原大学 3+1 项目、泰国农业大学渔业师资培训项目、泰国东亚大学实训基地、

印尼万隆旅游学院汉学院、缅甸仰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马来西亚研究中心、马来西

亚汝来大学科教中心等多个项目。 

学校自 2015 年顺利通过“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与奥地利克雷姆斯国际管理中心

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简称中奥项目）本科层次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后，2015 年底该项目有学生 264 位，专任教师 17 位，其中外籍

教师 6 位。2016 年，招生 116 人，有 2 名学生被推荐至奥地利 IMC 应用技术大

学交换一个学期。2017 年，招生 104 人，有 5 名学生被推荐至奥地利IMC 应用技

术大学交换一个学期。2019年在校生419人，学生对项目教学内容、教学安排和教学

效果比较满意，大部分同学可以接受全英文教学，认为通过四年的学习，对自身的专

业技能、英语语言表达、跨文化交流能力有显著提升。中奥项目不仅在人才培养方面

结下硕果，更在培养目标定位、培养轨迹、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推动学校的国际化办

学进程，分别在严格的面试选拔制度、强调自我学习的教学大纲设计、能力导向型的

教学方式、多元化考试评估制度、出勤管理制度、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给学校本科教

育提供国际视野和参照。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2016年学校开办泰语招生，

是全省最早开办泰语专业的高校，我校泰语专业实行“3+1”中外合作办学培养模式，

即学生入学后大一大二在校学习泰语基础，大三到泰国合作高校一年进行语言进阶学

习，并完成专业核心课及专业实习，大四返回校内做毕业论文。目前学校与泰国孔敬

大学达成合作协议，2019年8月即有40名同学赴泰学习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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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普通高等学校 2018-2019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支撑数据目录（供参考） 

 

1.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2.教师数量及结构（全校及分专业） 

3.专业设置情况（全校本科专业总数、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

数以及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 

4.生师比（全校及分专业） 

5.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6.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7.生均图书 

8.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种数 

9.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 

10.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11.本科专项教学经费（自然年内学校立项用于本科教学改

革和建设的专项经费总额） 

12.生均本科实验经费（自然年内学校用于实验教学运行、

维护经费生均值） 

13.生均本科实习经费（自然年内学校用于本科培养方案内

的实习环节支出经费生均值） 

14.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学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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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 

1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专业） 

16.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专业） 

17.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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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分专业） 

18.教授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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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及分专业） 

19.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分专业） 

20.应届本科生毕业率（全校及分专业） 

21.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全校及分专业） 

22.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全校及分专业） 

23.体质测试达标率（全校及分专业） 

24.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5.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6.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 

 

说明： 

1.数据的计算方法参照《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通知》（教发〔2004〕2号）文件。 

2.财务数据（如经费、工资等）按照自然年计算，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教学数据（学生、教师、专业、课程等）按照

学年计算，为2018-2019 学年。 

3.第4项数据，分专业生师比＝分专业在校本科生数／分专

业教师总数。分专业教师总数＝分专业专任教师数＋聘请校外教

师数×0.5。分专业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主要从事本专业教

学工作的人员。单名教师最多归属一个专业，参与多专业教学的

教师不得在多专业中重复计算。对于按专业类招生或未将教师分

到专业的学校专业，分专业生师比暂时按照所在专业类生师比

计。专业类生师比=专业类内所有专业在校本科生数／专业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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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总数。 

4.第 10 项数据参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教高厅 ( 2011 ) 2 号）文件，

是指学校开展普通本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仅指

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 类）（不含教学专项拨

款支出），具体包括：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考试考务

费、手续费等）、印刷费、咨询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

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

（含体育维持费等）、劳务费、其他教学商品和服务支出（含学

生活动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教学改革科研业务费、委

托业务费等）。取会计决算数。 

5.分专业名称为教育部正式备案或审批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名称。 

6.第 24 、25 两项数据可视本校此项工作基础酌情公布。 

7.质量报告中的各项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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