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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轨道交通学院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知识读本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

核评估的通知》（教高〔2013〕10 号），江苏省教育厅

决定全面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我校作为本轮审核

评估对象之一，本次评估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

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突出内涵建设，

突出特色发展；强化办学合理定位，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

位，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

院在校大学生作为学校一员，有责任全面了解、学习本科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中的相关知识，认真参与评审工作，顺

利完成此次审核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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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评估学生“应知应会” 

 

一、学校概况 

1、发展沿革 

我校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1 计

划”首批入选高校，国防科技工业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

共建高校，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前 身 为 1900 年 创 办 的 东 吴 大 学 （ Soochow 

University）； 

1952 年，院系调整，由东吴大学文理学院、苏南文

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组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更

名为江苏师范学院； 

1982 年 ， 学 校 更 复 名 为 苏 州 大 学 （ Soochow 

University）； 

其后，苏州蚕桑专科学校（1995 年）、苏州丝绸工

学院（1997 年）和苏州医学院（2000 年）等相继并入苏

州大学。 

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2、基本信息 

●占地面积：3751亩，建筑面积 163余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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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校区：天赐庄校区（校本部、东区、北区）、

独墅湖校区、阳澄湖校区。 

●教学单位：学校设有 24 个学院（部），全日制本

科生 26175人，全日制硕士生 9332人，在职专业学位硕

士 2891 人，全日制博士生 1601 人，临床博士 1593人，

各类留学生 2911人。 

●专业设置：学校现有十二个学科门类，134个本科

专业；49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4个专业学位硕

士点；2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一级学科专业

学位博士点，29个博士后流动站。 

3、十三五学校发展目标： 

到 2020年、建校 120周年时，将学校建设成为国内

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区域高素质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高层次

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综合实力跻身全国高校前 30位。 

二、学院概况 

1、办学历史： 

轨道交通学院是苏州大学与苏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联合筹建的一所应用性工科学院，成立于 2008年 5月。

学院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以学科建设为龙头、重

点实验室建设为基础、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不断开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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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将学院建成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事业高级技术人才和管

理人才的培养基地、高新技术研究基地，同时学院开展高

层次决策咨询和学术交流。2012 年 8月学院整体迁入苏

州大学阳澄湖校区，2017年 9月，学院名称由“城市轨

道交通学院”变更为“轨道交通学院”。 

2、博士点、硕士点情况： 

博士二级学科点：智能交通科学与技术 

硕士一级学科点：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二级学科点：道路与铁道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

控制、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测试

计量技术及仪器、车辆工程 

3、本科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气工程与智

能控制、工程管理、车辆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交通运输 

三、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向、定位、目标、制度

和特色 

1、办学方向：把“两个全面”作为指导思想，把育

人为本作为根本要求，把改革创新作为强大动力，把提高

质量作为核心任务。 

  2、办学定位：面向交通运输行业，以轨道交通为特

色，以轨道交通规划运营管理和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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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建设成人才培养质量有保证、学科有特色的交通运输

工程学院。 

3、人才培养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德育为先、

坚持能力为重、坚持全面发展，将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和

轨道交通特色有机融合，培养特色高素质人才。 

4、相关制度：教学督导制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管

理规定、学院教师听课制度、学生考勤制度、本科生教学

信息员工作条例等。 

5、人才培养特色：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学

生工程实践能力显著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成绩突出等。 

四、审核评估的程序和进校时间 

1、审核评估程序：学校自评、专家审阅自评报告和

状态数据分析报告、专家进校考察等。 

专家进校期间通过深度访谈；听课看课（观摩课堂教

学与实践教学）；校内外考察走访（考察教学设施、实践

基地等）；调阅文卷；座谈交流；评估反馈等形式对参评

学校教学工作做出客观评价。 

2、专家进校时间：2017 年 11月 6日-10日 

五、评估的思路、要求、范围、重点和时间 

1、审核评估总体思路与要求：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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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国家、省教育规划纲要，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突出内涵建设，

突出特色发展；强化办学合理定位，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

位，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审核评估坚持主体性、目标性、多样性、发展性和实

证性五项基本原则,实行目标导向、问题引导、事实判断

的评估方法。主体性原则注重以学校自我评估、自我检验、

自我改进为主，体现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位；

目标性原则注重以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

关注学校目标的确定和实现；多样性原则注重学校办学和

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和自身特色；发

展性原则注重学校内部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及其长

效机制的建立，关注内涵的提升和质量的持续提高；实证

性原则注重依据事实和证据作出审核判断，以数据为依

据、以事实来证明。 

2、审核评估范围及重点： 

审核评估范围主要包括学校的定位与目标、师资队

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监测与控制以

及学校自选特色项目，涵盖学校的办学定位及人才培养目

标，教师及其教学水平和教学发展，教学经费、教学设施

及专业和课程资源建设情况，教学改革及各教学环节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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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招生就业情况、学生学习效果及学风建设情况，

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及运行情况等。 

审核评估核心是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

实现状况进行评价。重点考察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

国家、省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教师和教学

资源条件的保障度，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

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审核评估学生“应做” 

 

一、审核评估对学生的影响 

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对于高等教育的促进提高非常明

显，评估的最大受益者是广大学生。 

1、评估将进一步促进高校加大本科教学投入，改善

教学设施，加强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营造良好的校

园学风。 

2、评估将进一步促进学校加大师资力量建设、课程

建设、学风建设的力度，促进学校提高办学硬件和育人环

境，广大学生将会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8· 

二、学生如何参与 

1.评估深度访谈的意义是什么？ 

深度访谈是评估专家在现场考察阶段用以采集信息、

调查核实的主要方法，针对学校薄弱环节中的主要问题，

与被访谈对象（教职工、学生等）交谈与询问，达到探究

原因及解决问题的目的。访谈质量将对评估结果产生直接

而重要的影响。 

2.评估与学生有何关系？ 

评估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让被评学校通过评估，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受益。因此，深

度访谈事关学生的切身利益，学生访谈是专家进行深度访

谈的重要环节，学生应予以高度重视，以积极的态度和饱

满的热情参与其中，为学校的繁荣、学院的发展献计献策。 

3.学校的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机构有哪些？功能又

是什么？ 

学校设立党委学生工作部（处），负责全校本科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日常事务管理、学风建设、贫困生资助帮

扶、理论和实践研究等管理工作。设立共青团苏州大学委

员会,围绕领导全校共青团组织和团员青年，以思想政治

引领为核心，设立组织宣传部和创新实践部，紧紧围绕创

新创业、“青马工程”、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服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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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文化建设、团组织建设、社团管理、权益维护等开展工

作。设立招生就业处，负责学生招生录取、毕业生就业指

导与服务等相关工作；设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

心，负责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普查、教育及心理咨询工作。

设立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负责指导学生参与创新创

业，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培训，进行就业、择业教育。各学

院设立学生工作办公室和团委，主要是结合本学院专业设

置和学生特点，在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处)和校团委的指

导下，具体实施本学院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服务工作。 

4.学生文明行为基本要求有哪些？ 

（1）自觉遵守校规校纪，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维护

良好的学习、生活秩序，养成自律的好习惯。严格遵守《苏

州大学学生管理规定》、《苏州大学学生宿舍管理规定》、

《苏州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等规定和

规章制度。 

（2）自觉遵守学习纪律，严格规范课堂行为。①提

前 10 分钟到教室配合学委、考勤班长做好签到工作，一

年级学生提前半小时到教室早读，自觉出席晚自习，不迟

到，不早退、不旷课。②课堂上认真听讲，勤记笔记，积

极参与讨论、回答提问，认真完成作业、做好实验。③遵

守课堂纪律，不在上课、自习时开启手机等通信工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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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睡觉、玩游戏、收发短信，不翻阅与课程内容无

关的书籍，不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 

（3）自觉约束公共场所自我行为。①在教室、图书

馆等公共场所要服从教师、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大声喧哗、

嬉闹、起哄，不妨碍他人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②男

女同学交往得体，不在公共场所勾肩搭背或有其他过分亲

昵行为。③着装整洁、大方、得体，不穿无袖背心、拖鞋

等出入教学和办公场所。④不吸烟、不酗酒、不赌博，不

打架斗殴。⑤文明、理性使用互联网，不沉溺网络、迷恋

游戏、不因上网而影响学习和休息。⑥自觉保持教室、寝

室、餐厅、校园公共区等公共场所的整洁、卫生。⑦爱护

公共财物，不在课桌、黑板、墙壁等处乱刻、乱写、乱画；

不攀折树木、采摘花果、践踏草地。⑧文明就餐，自觉排

队就餐，不浪费粮食，不乱扔乱倒饭菜，就餐完毕自觉将

餐盘送至收集处；不把食物等带到教学区和宿舍。 

（4）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关心

集体，热心社会工作，积极参加校、院、班级组织的各项

活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待人接物文明礼貌。进办公

室要敲门；同学相处真诚平等；不讲粗话、脏话，不恶语

伤人。 

（5）严格遵守宿舍管理规定。①按时起床，按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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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就寝，不喧哗、打闹，不影响他人的正常学习和休息。

②不私接电源，不违章使用电器，不损毁和私自拆装宿舍

设备。③不擅自在校外租房居住。④遵守寝室管理，保持

室内整洁，宿舍布置整齐、卫生、美观、高雅。尊重舍

友的风俗习惯和隐私，互帮互助，互相谅解，团结一致，

营造良好的宿舍人文氛围。 

（6）对学校有高度的认同感。对校史有清楚了解，

知道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目标定位、优势特色和工作亮

点，要有“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 

5.学生与评估专家接触的场合一般有哪些？有哪些

注意事项？ 

（1）专家到教室听课。了解学生出勤情况、是否专

心听课、与教师的互动、对教师的评价。 

（2）专家召开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对学校、学院

的意见和建议，专业建设、个人发展，对学校资源的利用

情况。 

（3）专家到学生食堂吃饭或考察。了解学校后勤和

学生生活情况，察看学生饮食礼仪，如排队、餐具的回收

等。 

（4）专家察看学生晨读和晚自习情况。专家到运动

场、到教室、到图书馆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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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家察看学生宿舍。了解学生卫生、用电、生

活情况。 

（6）专家到操场、篮球场察看学生体育活动情况。

学生是否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情况、群体性体育活动情况、

学校的体育强项等。 

（7）专家察看学生活动情况。了解学生组织和学生

社团活动、学校各类文体、校园文化活动。 

（8）校园公共场合与评估专家路遇。注意礼仪、主

动、自信、对学校的热爱和自豪感。 

（9）对专家提出的问题，应对不慌张，回答问题能

结合学校、学院和自身特点，有思想、深度和内涵，对于

学校的特色、亮点、优势正面客观宣扬；对于不足要从大

局出发，回答问题应从建设性意见和加强提高的角度入

手，不一味否定和发牢骚。 

 

苏州大学轨道交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