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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交通大学教务处
处发〔2015〕33 号

关于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2014 年度检查结果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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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专家对我校在建的“本科

教学工程”项目 2014 年度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将检查情

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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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教改等在建项目共计 5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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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查依据及内容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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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项目提交的年度

进展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网站建设及下

一年度建设计划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

三、检查程序

1. 项目负责人自查。项目负责人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至 26

日对照项目申报立项建设标准、申报书或建设任务书，认真总结

2014 年度项目进展情况，制订 2015 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并通过学

校“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申报与评审系统”提交填写完整的《兰州

交通大学“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年度检查与进展计划表》及相应

佐证材料。

2. 承担单位检查。项目承担单位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至 15

日对所承担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填写单位支持与保障情况、

签署检查意见，并根据检查情况填报《兰州交通大学“本科教学

工程”项目年度检查与进展计划汇总表》。

3. 学校检查评审。教务处汇总各项目的年度检查与进展计划

表，在承担单位检查的基础上，组织 23 位专家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至 3月 28 日完成了所有项目的网络评审工作。

四、建设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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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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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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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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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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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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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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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陈旧，甚至为项目申报时的原始佐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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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检查结果与改进意见

（一）检查结果

经学校评审决定：“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2014 年度检查中 11

项被评为良好；21 项被评为合格；8 项需整改并给予警告。校级

重点教改项目中 1项被评为优秀；2项被评为良好；4项被评为合

格；2项需整改并给予警告；2项被评为不合格并终止研究（详见

附件）。

（二）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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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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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负责人要积极主动、勇于担当，组织项目组成员形成

合力，利用团队的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切实加强项目内

涵建设，注重建设过程和实证性资料的记录和整理。

3、各项目组要进一步加强教学改革和研究，积极开展创新型

项目建设与研究工作，凝练建设成果，撰写和发表高水平的教学

改革论文，组织申报各类教学成果。

4、各项目组要及时将研究和建设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充分

发挥项目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5、各项目组要进一步统筹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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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检查结果为“整改”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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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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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检查结果汇总表

2015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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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立项时间
检查

结果

1 国家特色专业 土木工程 土木学院 2007.12 良好

2 国家特色专业 交通运输 运输学院 2008.1 良好

3 国家特色专业 车辆工程 机电学院 2009.9 合格

4 国家级教学团队 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电信学院 2009.8 合格

5 国家特色专业 自动化(铁道信号及控制) 自动化学院 2009.9 合格

6 国家创新实验区 交通信息类创新人才培养 电信学院 2009.9 合格

7 国家特色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学院 2010.7 合格

8 国家特色专业 给水排水工程 环工学院 2008.1 整改

9 省级教学团队 工科数学系列课程 数理学院 2011.6 良好

10 省级教学团队 工程图学系列课程 土木学院 2012.7 合格

11 省级教学团队 力学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土木学院 2013.9 合格

12 省级教学团队 流体与热科学 机电学院 2011.6 合格

13 省级精品课程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及应用 测绘学院 2013.9 良好

14 省级精品课程 机电传动控制 机电学院 2013.9 合格

15 省级精品课程 现代控制理论 自动化学院 2013.9 合格

16 省级精品课程 铁路选线设计 土木学院 2013.9 合格

17 省级精品课程 微观经济学 经管学院 2013.9 整改

18 省级特色专业 通信工程 电信学院 2011.6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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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立项时间
检查

结果

19 省级特色专业 交通工程 运输学院 2013.1 良好

20 省级特色专业 工程管理 土木学院 2011.6 合格

21 省级特色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信学院 2013.1 整改

22 校级教学团队 地理信息科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测地学院 2013.5 良好

23 校级教学团队 管理运筹学教学团队 运输学院 2014.4 良好

24 校级教学团队 控制理论与技术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自动化学院 2014.4 良好

25 校级教学团队 无机化学教学团队 化工学院 2014.4 良好

26 校级教学团队 经济管理核心课程教学团队 经管学院 2013.5 合格

27 校级教学团队 通信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电信学院 2013.5 合格

28 校级教学团队 设计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艺术学院 2014.4 合格

29 校级教学团队 英语专业基础课教学团队 外语学院 2014.4 合格

30 校级教学团队 机车车辆专业教学团队 机电学院 2013.5 整改

31 校级教学团队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团队 数理学院 2013.5 整改

32 校级教学团队 古代文学教学团队 文学院 2014.4 整改

33 新专业建设 遥感科学与技术 测绘学院 2013.9 良好

34 新专业建设 风能与动力工程 机电学院 2012.9 合格

35 新专业建设 葡萄牙语 外语学院 2012.9 合格

36 新专业建设 工程造价 土木学院 2013.9 合格

37 新专业建设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化工学院 2011.9 合格

38 新专业建设 绘画 艺术学院 2014.9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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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立项时间
检查

结果

39 新专业建设 物联网工程 电信学院 2011.9 整改

40 新专业建设 动画 艺术学院 2012.9 整改

41 重点教改项目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遥感类课程教学

改革方法研究与实践
测绘学院 2013.4 优秀

42 重点教改项目
新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专业建设及

管理体制的探究与实践
新能源学院 2013.4 良好

43 重点教改项目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项目驱动教学方

法的研究与实践
电信学院 2013.4 良好

44 重点教改项目
营销类课程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研究

与实践
经管学院 2014.5 合格

45 重点教改项目
面向学生的《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1A》网络仿真课件研制
土木学院 2014.5 合格

46 重点教改项目 形成式考核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自动化学院 2014.5 合格

47 重点教改项目
“项目投资与评估”课程综合案例化

教学的研究和实践
运输学院 2013.4 合格

48 重点教改项目 大学英语特色课程群的建设 外语学院 2013.4 整改

49 重点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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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理学院 2014.5 整改

50 重点教改项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层次

化、特色化教育研究
机电学院 2013.4 不合格

51 重点教改项目 中国古代文学的网状教学模式研究 文学院 2014.5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