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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评促建

张建民院长带队赴张家口学院调研学位评估工作

2019 年 3 月 7 日至 8 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建民带领

学院党政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第一批升本专业所在系部负

责人等工作人员到张家口学院就学位评估工作进行了调研。张家

口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桑秀国、副院长冯玫组织本单位相关部

门负责人对张建民同志一行进行了接待。

学位评估工作经验介绍会上，桑秀国代表张家口学院对张建

民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要求张家口学院参会各部门人员在

会后的对接调研中，要将本部门在评估工作中的经验毫无保留的

分享，与我院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张建民对张家口学院各

位领导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我院调研人员进行接待表示了感

谢，也向张家口学院表达了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的愿望。

冯玫就张家口学院学位评估整体情况进行了介绍。在会后的部门

对接调研中，我院各部门调研人员与张家口学院对应部门相关工

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就本部门学位评估准备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深

入交换了意见，并实地考察了张家口学院实习实训教学场地和校、

院两级学位评估资料室。冯玫全程陪同张建民进行调研。

调研结束后，张建民要求全体参加调研人员抓紧汇总本次调

研成果，尽快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的应用到我院评

估工作中。各调研参加部门要通过本次调研，进一步厘清学位评

估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加大力度，重点建设当前我院评估工作

中的薄弱环节，为保证学院顺利完成学位评估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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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民院长带队赴河北水利电力学院调研学位评估工作

2019 年 3 月 17 日至 18 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建民带

领教务处、学生处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到河北水利电力学院调

研评估工作，与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党委书记兰耀东、副院长杜太

行、副院长张效松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交流会谈。

兰耀东代表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对张建民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介绍了河北水利电力学院的办学历史、办学基本条件、当前

学科专业建设发展思路，要求与会部门领导要充分利用本次对口

交流机会，与我院对应部门人员深入交流，取长补短。杜太行就

河北水利水电学院在教学工作中落实全国本科教学工作会议精神

情况、学士学位授予评估准备情况、首届毕业生毕业论文教学准

备情况、实践教学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张建民对河北水利

电力学院对我院调研组一行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对我院办学总

体思路、学士学位授予评估准备情况和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

了介绍，并表达了希望通过本次调研能够多吸收河北水利电力学

院办学、迎评工作的先进经验，促进我院相关工作水平提升的良

好愿望。在部门对口调研中，我院各部门调研人员与河北水利电

力学院对应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就本部门学位评估准备工作

中面临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实地参观考察了河北水利电力学

院的校史馆、实习实训教学场地。张效松全程陪同张建民一行进

行调研。

调研结束后，张建民院长要求调研组成员要及时汇总调研成

果，并有创造性的应用到今后的教学管理和迎评工作中，各调研

参与部门在推动评估工作时要抓住本科教学内涵建设这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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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指标要求来规范我们本科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从而达

到促进我院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根本目的。

河北省大体协体育教育专家莅临我院指导体育迎评筹备工作

3 月 18 日下午，学院特邀河北省大体协会主席、河北农大督

导委员会主任田振生教授，河北省大体协会副秘书长、华北电力

大学体育部主任房游光教授，河北省大体协会副秘书长、河北地

质大学体育部主任陈卫英教授三位体育教育专家指导我院体育迎

评筹备工作。三位专家与学院首批升本专业负责人、体育部全体

教师在综合办公楼 411 会议室进行了座谈交流。学院党委书记朱

立杰同志出席座谈会。

党委书记朱立杰首先代表学院对三位体育教育专家的到来表

示欢迎和感谢！朱立杰说：我院当前正处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和

学位授予权评估筹备的关键期，体育教学工作是评估指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我院目前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迫切需要三位专家

给我院体育教学工作进行把脉诊断。通过此次指导，一定能够使

我院对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和学位授予权评估体育工作指标进行详

细、深入的了解，使我院有针对性的做好评估准备工作。

随后，三位体育教育专家分别结合对我院体育教学工作的实

地考察与现场查阅资料情况，有针对性的对我院体育教学工作取

得成绩和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做好体育教学工作和本科学位授予

评估的体育教学工作指标进行了深度分析，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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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

我院签署中美产教融合+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项目协议书

根据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的安排，2019 年 3 月 20

日耿世刚同志代表学院与北京金蓝无忧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了“中美产教融合+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项目协议书”，标志

着我院正式加入了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与美国应用技术

教育联盟（GCC）共同开展的中美应用技术教育“双百计划”。根

据协议，我院将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的指导下对市场

营销和环境工程两个专业进行产教融合建设，重点对应用技术领

域的教育内容和模式进行改造升级，加强校校、校企之间的国际

合作，共享国际应用技术教育资源，对接国际知名企业，提高学

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建设一流的应用技术人才培养体

系。

“双百计划”于 2016 年 5 月正式启动，被纳入第 7 轮中美人

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成果，主要围绕先进制造、绿色能源、绿色

食品、生物医疗、大数据等领域为国内院校提供师资、课程等资

源，帮助院校实现转型发展的目标。 “双百计划”的特点是采用

平台对平台的模式，实现精准合作和协同共享；帮助项目院校建

设有竞争力的学科专业集群超级平台，推动学校的系统化改革，

包括治理机制、专业和课程开发、人才培养模式、学习成果验证、

创业创新能力等，全面激发学校改革创新的活力，更好地服务于

区域经济发展；通过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和国际合作，接入本地

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全球化的技术生态圈，不断做强以产教融合为

主要特征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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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控

学院召开新学期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会议

2019 年 3 月 4 日，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在综合办公楼 213 召

开了新学期工作会议，会议由池建斌教授主持，教学督导委员会

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教学督导委员对上学期的教学督导工作进行了交流、

研讨，委员们针对上学期教学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本学期

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池建斌教授宣读了本学期的教学督导计划。本学期教学督导

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一是进行专项的教学检查，重点检查上学期的

课程考核资料，系部先行自查，教学督导委员会再进行抽查，针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并及时反馈；二是要有针对性的进行查课，

本学期教学督导委员将不定期的对学院整体教学情况进行检查督

导。

张宝安教授对于本学期教学督导计划给予了高度评价，教务

处将积极配合教学督导委员会做好教学督导工作。本学期教务处

将健全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推动教学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教学评价方式改革等工作的进行，重拾师道尊严，促进学院教学

工作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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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教学异常及教学事故情况通报

2019 年 3 月，学院院级教学检查组、院教学督导组、教务处

及系部教学检查组均正常开展工作，保证了对学院教学秩序的有

效监控。在 3 月份的教学检查中，共发现教学异常情况 2 起，教

学事故 1 起。

2019 年 3 月 1 日，人文社科系一名教师按教学计划安排应

于 1-2 节在综合教学楼 B102 教室，3-4 节在 B205 教室讲授经济

学原理，但学院相关部门在该时间段进行教学检查时发现教师学

生均未到教室上课。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教师事先已向系主任

请假，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中提交了调课申请，并通知了学生，

但系主任因故未能在上课前通过审核。该事件虽未造成实质性的

教学事故，但是教师在办理调课手续时，没有关注手续是否全部

履行完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应承担部分责任。

2019 年 3 月 14 日，环境工程系一名教师按教学计划安排应

于 1-4 节在理科楼 216 专业实训室讲授样品分析技术，但学院相

关部门在该时间段进行教学检查时发现教师学生均未到教室上

课。经检查人员现场与教师联系发现，教师在未在教务处备案的

情况下，私自将上课时间调整为 8：30。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环

境工程专业组在教研室会议上根据实践课程教学实际情况，将该

课程的上课时间进行了微调，但未事先在教务处备案。该教师虽

然执行的是专业组的集体决定，但是当对课表进行调整时应在执

行前到教务处履行审批备案手续，该事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该

教师对此情况的发生应承担部分责任。

针对以上两起教学异常情况，学院启动了教学工作约谈机制。

学院院长张建民对人文社科系和环境工程系主任进行了工作约

谈。教务处处长张宝安对两名责任教师进行了工作约谈，约谈双

方现场填写了《教学工作约谈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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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3 日，环境科学系一名教师按学院专接本考试

工作安排，有一天的监考任务，但该教师没有来监考也未履行任

何调换手续。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教师因未及时查看部门教学

工作通知，导致未能正常执行监考任务。经 2019 年 4 月 9 日，学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认定该教师为三级教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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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

我院举行 2019 级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函授学生开学典礼

2019 年 3 月 23 日上午，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2019 级成人高等

学历教育函授生开学典礼在我院学术交流中心举行。继续教育部

主任杜卫、环境科学系副主任王政代表学院领导热烈欢迎 80 余名

新同学的到来。

杜卫主任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历程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建校

38 年以来，我院在环保领域探索成长，在磨练中实现跨越式的发

展，今天的河北环保工程学院已经成为环保专业本科院校，将一

如既往的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环保专业人才。杜主任殷切的期望同

学们能秉承我院“团结、严谨、求实、创新”的校训，发扬“笃

学、致用、绿色、和谐”的校风，恪守“严谨求实、止于至善”

的教风和“勤奋诚信、志存高远”的学风，认真完成学习任务，

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环保人。

王政副主任从专业角度对环境科学这门专业课进行了简要的

介绍，同时希望同学们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带入学习中来并加

以解决，也希望同学们根据自身的工作经验，相互交流，相互沟

通。

函授班全体任课教师与 2019 级新生亲切交流，班主任张哲瑞

对函授学习的特点及各个教学环节进行了讲解，并在学习和日常

管理方面向同学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焦志龙同学代表 2019 级新生发言，全体新生会珍惜这次来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和学院的培养，为社会环保

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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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动态

环境工程系召开全体教师大会

2019 年 3 月 27 日，环境工程系党总支在环境科学楼 204 召

开全体教师会议。系主任张宝安、系党总支副书记朱爱虹及全体

党员、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环境工程系副主任纪献兵主持。

系主任张宝安对我系工作提出总体要求。他说：我院当前正

处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和学位授予权评估筹备的关键期，教学质

量控制过程是重中之重，大家要继续认真研读“高教四十条”，

注意教学行为的规范性。要在课程思政、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团队建设、大学质量文化建设方面多下功夫，在评估和学院的发

展过程中积极进取走在前面。

系党总支副书记朱爱虹传达学习了 2.28 党委扩大会、3.14

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议精神及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对我系 2019 年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对全体党员、教师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理论

学习，深刻领会，学以致用，学用相长，尤其强调要加强学习强

国的学习；二是坚持底线思维，提高思想站位，强化“三个意识”，

抓住“三个关键”；三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做到“九个坚持”，

“下六个功夫”。

系副主任纪献兵对我系教学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全体教师要

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验实训课

要严格管理，系教学督导组继续开展工作。总结了我系在课程考

核材料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整改要求。结合本科毕业论文先试先

行工作，进行了实验室的分配。最后，希望全体教职工在评估工

作中不要掉以轻心，积极配合，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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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系污染修复与生态工程技术专业举办专接本指导交流会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专科生升本的信心，

提高学生专接本成功率，2019 年 3 月 5 日生态学系污染修复与生

态工程技术专业在教学楼 A209 举办了 2016 级学生专接本指导交

流会。

交流会邀请生态工程 Z181 班专接本考试优秀学生代表与本

专业在校生同学分享专接本备考经历。会议由环境生态工程专业

长刘小丹博士主持。 在指导交流会上，专业长向同学们介绍了我

系往年学生专接本报考与录取相关情况，邀请 3 位已接本优秀同

学代表根据自身专接本的经历，向在校的学弟学妹们传授经验和

方法，并就如何进行专接本报考和备考给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同学们也针对专接本考试提出了很多问题，他们都耐心地逐

一进行了解答。

交流会最后，专业长刘小丹老师希望全体与会学生向考取专

接本的同学学习，确定奋斗目标，努力学习，争取考取本科继续

深造，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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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艺术系召开系务工作扩大会议

为贯彻落实学院党委组织学习的全国教育工作大会精神，规

范执行学院有关本科教育教学的系列要求，为迎接首届本科学士

学位评估，环境艺术系于 3 月 29 日在文科楼 310 召开了系务工作

扩大会议。

党总支书记王湃、副主任马金祥、曹宏以及各教研室主任、

专业负责人、学工办主任、团总支书记、教学秘书、辅导员等参

加了会议。会议由系主任宋鸿筠主持。

会上分别将开学初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梳理，近期工作进行落

实，期末工作进行部署。针对本学期“五一”假期后环境艺术系

各年级集中外出写生采风和专业考察，为使校外实训基地教学课

程顺利实施，各专业负责人对本专业召开的动员会议情况进行了

交流，按照课程内容安排了带队教师，组织落实了交通以及线路，

反复强调安全注意事项，与学生签订了安全协议，确保写生考察

期间师生人身安全和课程目标有效实现。会上

针对首届专接本班级部分学生反映的关于专业基础课程有部

分重复学习的问题，安排专业组具体进行整改落实，把课程设计

与建设落到实处，让学生能够学到真东西，培育省内同类高校环

境设计学科专接本品牌专业点，为今后专接本的招生树立良好口

碑。

对于本科 16 级先试先行工作进行了检查，因为是首届本科

班，对于选题等前期工作，专业组建规立章，完善各个环节，教

研会议专题认真研讨，数次调整修改，目前第一轮 A 组学生已初

步确定选题。

环境艺术系按照招生就业处要求，进一步落实就业数据的登

统报告工作，责任落实到人，每专业设专门联络员，充分利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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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班委、专业长、骨干教师等各种资源，专人催收按时统一汇

总，及时报送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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