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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2014 学年第二学期试卷抽查结果通报 

平均成绩 90 分以上的院系部 

序号 院系(部) 抽查试卷课程门数 平均得分 

1 环境学院 3 91.67 

2 数理系 2 90.50 

 

平均成绩 80-89 分的院系部 

序号 院系(部) 抽查试卷课程门数 平均得分 

3 土木学院 3 86.67 

4 材料学院 4 85.50 

5 信息学院 3 85.33 

6 建筑学院 2 85.25 

7 法学院 4 84.75 

8 管理学院 8 83.94 

9 机械学院 4 83.65 

10 思政部 2 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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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2014 学年学生评教结果通报 

    

（一）理论教学部分 
 

排名位居前 30%的院系（部） 
 

学  期 院系（部） 平均分 学  期 院系（部） 平均分 

土木学院 92.39 土木学院 90.67 

管理学院 91.18 环境学院 90.36 

环境学院 90.91 法学院 90.03 
第一学期 

材料学院 90.76 

第二学期 

材料学院 89.88 

 

排名位居前 30%至前 70%的院系（部） 
 

学  期 院系（部） 平均分 学  期 院系（部） 平均分 

数理系 90.65 体育部 89.74 

思政部 90.50 管理学院 89.69 

法学系 90.28 数理系 89.61 

交通系 90.24 思政部 89.61 

第一学期 

体育部 90.12 

第二学期 

建筑学院 89.26 

 

 
（二）实践教学部分 

 
排名位居前 30%的院系（部） 

 

学  期 院系（部） 平均分 学  期 院系（部） 平均分 

土木学院 93.54 法学院 93.63 

环境学院 91.92 交通系 93.00 第一学期 

管理学院 91.67 

第二学期 

材料学院 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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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位居前 30%至前 70%的院系（部） 
 

学  期 院系（部） 平均分 学  期 院系（部） 平均分 

数理系 91.27 管理学院 92.34 

材料学院 91.08 数理系 92.29 

交通系 91.07 人文学院 92.19 

法学院 90.39 土木学院 91.87 

第一学期 

机械学院 89.91 

第二学期 

环境学院 91.42 

 

    三、关于个别院系在教材征订工作中出现问题的通报 

在 2014 年秋季教材征订工作中，人文学院、数理系、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出现订重、订

错及漏订教材现象，具体情况如下：  

1．人文学院订重 5 种教材，计 509 册，金额 14854 元；漏订 12 种教材，计 792 册，金额 26809.20

元；因不开课退订 1 种教材，计 43 册，金额 1591 元。 

2．数理系订错教材 2 种，计 730 册，金额 25502 元；订错的教材退给书商后补订 2 种教材，

计 726 册，金额 31845.60 元。 

3.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订重 1 种教材，计 137 册，金额 4110 元。 

希望各院系进一步加强教材的选用工作，严格教材征订计划的审核把关，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我校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应用型本科院校专门委员会工作研讨会 

 

10 月 18 日—19 日，蒋新华校长率教务处负责人等参加了在合肥学院举行的“全国高等学校教

学研究会应用型本科院校专门委员会”工作研讨会，会议旨在深化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改革，进一

步加强课程教学体系改革和课程内容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杨祥、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博、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青林、

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袁宁、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安徽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储常连等领导专

家以及国内 18 所高校的领导出席本次会议。     

吴博副主任以 PPT 的形式现场讲解了在线公开课程，介绍了国内 MOOC 的发展演变过程。他

指出，MOOC 是以“爱课程”网站为核心，以省级资源平台为依托，以“爱课程”校园端平台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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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家、省、校三级资源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学资源的广泛共享；他着重介绍了在线公开课程

的建设思路、实际应用示意图、建设进程、工作进展、“爱课程”中心站建设、合作与拓展，以及“爱

课程”移动学习课程、工作机制与措施等十大方面内容。吴副主任强调，在线公开课程建设的指导

思想植根于中国高等教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MOOC 的一项新举措。  

      会上，委员会成员就课程教学改革、建设内容、人才培养工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各校代表都指出，师资问题是课程改革中的关键所在，要加强教师团队建设，提高教师工程实

践能力，不断更新教师教学理念，实施师资力量鼓励政策。会议达成以下共识：1.必须始终坚定不

移地以专业提升、基础工程提升为核心；2.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和地方资源；3.

要实现教学课程形式的多样化。 

18 所与会高校的代表汇报了各自在实施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具体措施，也指出了存在问题和难

点。  

 

我校召开教学工作例会 

 

10 月 17 日下午，我校在办公楼第五会议室召开教学工作例会，教务处、学工处、人事处、现

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人，各院系部院长（主任）、分管教学及实验副院长（副主任）、校级工程实践

中心主任等参加会议。会议由童昕副校长主持。 

教务处负责人首先就近期重点工作——专业建设规划编制及其标准问题作了说明。会上印发了

《关于制订校内专业建设标准的通知》，从定位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成果、师资队伍、组织管理、

条件支持等方面，系统规范专业建设规划的编制。与会人员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童副校长作了总结讲话。他阐释了国家标准和校内标准二者之间的关系，

要求各院系坚持高标准编制出能体现自身特色的专业建设规划，以国家标准为基准，及时根据社会

需求和行业需要，制定我校标准。童副校长希望，在向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的进程中，要千方百计找

寻社会需求，抓住校内优势与地方需求的契合点，在人才培养特色上下功夫，预先布局，未雨绸缪，

实现既定目标。 

会上，教务处还通报了实验室建设及教材管理工作情况，通报了《教务处、人事处致全体教师

的一封信》，以配合学工处发出的上课关闭手机的倡议。 

 

 

我校对国脉信息学院、软件学院进行教学检查指导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0月 28 日、30 日，在教务处负责人带领下，

教务处、人事处、学工处、团委、院系等部门人员组成的检查组，针对历次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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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常教学工作检查存在的问题，分别对国脉信息学院、软件学院进行了教学检查。 

通过听取汇报、考察教学现场和教学设施设备，查阅教学档案、随堂听课、学生座谈等方式对

办学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组对两个学院在历次检查整改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

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通过教学检查，两个学院进一步理清了办学思路，明确了目标定位，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有利于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学校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完成。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工作部署，教务处牵头组织编

制了《福建工程学院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该报告约 15000 字，已于日前完稿。经提交校

长办公会议讨论，并在全校范围内征求意见，现已公布。 

我校高度重视编制工作，认真布署并研讨教学质量报告的撰写。10 月 17 日，童昕副校长主持

召开我校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协调会，就报告各部分的撰写做了工作部署和任务分

解；11月 5日，童昕副校长再次主持召开我校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研讨会，就如何

修改完善已形成的报告初稿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校领导悉心指导教学管理规范制（修）订。11月 11 日上午，童昕副校长召集教务处处、科

长在办公楼第五会议室共同研讨新一轮教学管理规范的制（修）订工作，提出制（修）订的基本原

则与具体措施，并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制（修）订提纲。 

 

 

 

 

管理学院召开“广联达 BIM 综合实验室建设及教学应用研讨会” 

 

11 月 6 日上午，“广联达 BIM 综合实验室建设及教学应用研讨会”在管理学院五楼会议室顺利

召开。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培训事业部建设教育研究中心王全杰主任、工程教育事业部亓

会斌经理等企业代表，福州大学、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等五所院校相关专业教师代表，我院工程

管理类专业教师代表和实验中心教师代表等 20 多人参加研讨会。管理学院院长陈群教授出席并主

持研讨会。 

研讨会中，广联达软件有限公司企业代表系统介绍了 BIM 技术在工程项目设计阶段、施工阶段

院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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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维阶段的应用，分析 BIM 技术的发展和 BIM 软件在教学中的应用。参会教师代表针对 BIM 软件

在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员就广联达 BIM 软件应用、BIM 综合实验室建

设、BIM 教学过程和课程设计、高等院校“广联达杯”专业竞赛、校企联合开发实训课程等进行了

热烈深入地探讨。 

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对于教师把握工程建设信息化发展趋势，了解行业先进理念和新技术应用，

熟悉先进的教学方法，培养应用实践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我院 BIM 综合实验室建设和

相关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奠定了基础。 

（管理学院供稿） 

 

台湾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财务金融学院教授莅院交流合作 

 

10 月 24 日上午，台湾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财务金融学院刑慰祖博士和林财印博士应邀到我

院洽谈合作事宜，校港澳台办公室牛励强主任、管理学院陈群院长、蔡彬清副院长以及相关骨干老

师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管理学院陈群院长主持。 

首先，陈群院长代表学院对邢慰祖博士和林财印博士的来访表示欢迎，并逐一介绍了与会人员。

陈群院长强调，学院高度重视对台合作办学，希望多与台湾同行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多方位

的交流和合作，吸取应用型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促进学院发展。 

随后，蔡彬清副院长简要介绍了管理学院的基本情况、发展展望以及面临的困难与挑战。邢慰

祖博士和林财印博士介绍了台湾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财务金融学院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

等，希望我院能积极鼓励教师赴台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并通过派遣交换生等方式深化合

作内容。 

会上，双方就合作办学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细致商谈，为加强未来合作搭建了桥梁。 

（管理学院供稿） 

                                                   

 

台湾各合作高校为闽台联合培养项目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 

 

根据闽台联合培养人才项目进展要求，台湾各合作高校结合自身特点，日前组织 2012 级闽台

合作项目各专业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工程学院组织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前往第 14 届台湾国际五金

展览会(THS2014)参观、组织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赴台湾云林县消防局和阿里山等实地参访，开展教

学实践活动；台湾中原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组织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前往台中参观交通部门铁路改建工

程；台湾明道大学先后举办了“明道大学新生导航系列活动”、“新生杯”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赛、“资



 

 7

声堂”歌唱比赛，我校学生在各项比赛活动中都表现优异，分别获得“明道大学新生导航系列活动”

4项冠军、“新生杯”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赛双冠军、“资声堂”歌唱比赛第 3名的好成绩。 

这一系列教学实践活动，强化了闽台合作项目课程专业学习的开放性、系统性和实践性，丰富

了专业学习内容，增强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参与度和融入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闽台合作项目的专业

内涵建设，有利于提升闽台合作项目的人才培养质量。  

（海峡工学院供稿  教务处编辑） 

 

 

城市规划专业通过本科教育评估中期督察 

 

受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学科专业评估委员会委派，10 月 23 日至 25 日，由原全国高等学校

城市规划学科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厦门市人大城建环资委主任边经卫教授和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

划学科专业评估与指导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世福教授组成的督察小组莅临我校

对城市规划专业的教学质量进行中期督察。 

督察小组会晤了蒋新华校长、童昕副校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建筑学院负责人、教学管理

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听取了建筑学院林从华院长关于城市规划专业教学情况的汇报后，先后视

察了教学楼、专业教室、专业资料室和图档室，查阅了教学档案、学生作业，又现场观摩了“城市

总体规划”课程教学，还与部分师生进行了座谈交流。 

督察小组向我校城市规划专业本科教育评估领导小组成员反馈了督察情况。督察小组认为，城

市规划专业自 2012 年通过专业评估以来，高度重视评估意见的落实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

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学校对督察工作进行了认真组织和准备，汇报内容全面

客观地反映了两年来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状况，基本落实了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评估视察报告中提出

的工作建议，城市规划专业的本科办学符合专业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师生的教学状态相当积极，教

学工作已具有良好基础和条件，具有自身特色。督察小组建议，学校应根据城乡规划专业教学要求，

扩充专业师资规模，加强相关学科与城乡规划学的协同，积极申报和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进一步

结合专业教学和学科特色培育并建设生产实践基地、专业实验室和科研平台，做好迎接 2016 年 5

月复评的各项准备。 

 
                                     （建筑学院供稿  教务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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