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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理校发„2013‟31 号 

 
 

 
关于印发《成都理工大学 

优秀教学系部评选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成都理工大学优秀教学系部评选暂行办法》已经 2013年 7

月 10 日学校第五十次校务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学习，

并贯彻执行。 

 

 

 

 

成都理工大学 

2013 年 11 月 19日 

 
 

 

 
  

主题词：优秀教学系部  评选  办法  通知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 11月 19日印发 

（共印 2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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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大学优秀教学系部评选暂行办法 

 

为激发教师工作热情，弘扬团队协作精神，构建支撑高水平

大学建设目标的卓越教师队伍，学校建立优秀教学系部评选制度。 

第一条  评选对象 

优秀教学系部评选对象为公共基础课教学部和专业教学系

（含实验实践教学，下同）。 

第二条  评选条件 

参评优秀教学系部，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自觉

维护学校声誉。 

（二）学风建设。教师教书育人，严守职业道德规范和学术

标准。两年内无迟到、早退等不良教学记录，无教学事故。 

（三）教学效果。认真完成教学任务，教学效果好，学生评

价高；毕业生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社会认可度高。 

（四）团队建设。团队结构合理、团结协作精神好，“传、帮、

带”效果显著，中青年教师教学水平高；教研活动开展效果好。 

第三条 评选程序与评选办法 

（一）申报与资格审定 

1.系部申报。符合基本评选条件的系部向所在学院提交申报

材料及相关的证明材料。 

2.学院推荐。学院审查申报系部的基本资格及支撑材料的真

实性无误后，在公布的时限将参评系部的申报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报学校教务处，并提出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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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公示。教务处在网上公示参评系部的申报及支撑材料，

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与评议。公示发现申报材料有弄虚作假者，

取消所在学院的参评资格。 

（二）评选 

1.量化考评 

学校相关部门依据《优秀教学系部评选指标体系》（附后）评

定参评系部的量化考评得分。 

2.系部考评 

全校所有系部负责人依据申报系部的申报材料对参评系部进

行综合评分。全校系部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

均值，作为参评系部的系部考评得分。 

3.教学督导组和教务处考评 

教学督导组和教务处依据教学督导检查记录、教学运行记录、

学生信息员反馈意见、学生反映等综合评定。 

4.分类排序 

参评系部综合得分=量化考评分70%+系部互评分20%+（教学

督导组和教务处评分）10%。 

依据参评系部的综合得分按公共基础课教学部、人文社科类

教学系、理工类教学系等三个系列进行分类排序（同分情况下，

以量化考评分为标准排序，量化考评分高者排前），根据名次确定

优秀系部候选名单。 

（三）评选结果确定与公布 

优秀教学系部候选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天，公示无异议

后由校务会审定，确定最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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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评选名额与奖励 

（一）优秀教学系部原则上每两年评选一次。 

（二）优秀教学系部设一等奖 3名（公共基础课教学部 1 名、

人文社科类教学系 1 名、理工类教学系 1 名），二等奖 7名（公共

基础课教学部 1名、人文社科类教学系 2名、理工类教学系 4 名），

三等奖 8 名（公共基础课教学部 1 名、人文社科类教学系 3 名、

理工类教学系 4名）。优秀教学系部评选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具

体名额及时间以当年评选通知为准。 

（三）学校对优秀教学系部进行表彰和一次性奖励。奖励标

准：一等奖：100,000 元人民币；二等奖：80,000 元人民币；三

等奖：50,000 元人民币。经费从学校专项奖励绩效列支。 

第五条 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实施中的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

解释。 

 

附件：1. 优秀教学系部评选指标体系（专业教学系适用） 

2. 优秀教学系部评选指标体系（公共基础课教学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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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优秀教学系部评选指标体系（专业教学系适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评价点 基准分值 

教学运行 

教学任务完成 

按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无调整教学计划、漏

排课程，计 5分；调整教学计划课程扣 0.5分/门；

漏排课程扣 2 分/门； 

5 

教学管理 
教师调课率；以当年全校平均调课率为基准，每

高或低于基准百分比值，扣或加相应分值1； 
5 

考试管理 

期末考试成绩因任课教师提交逾期扣 1分/人（教

师）次；成绩更正人次高于全校平均值，扣 0.1

分/人（教师）次； 

5 

教学系监考教师不到位或考场组织不力，扣 1分/

次； 
5 

试卷质量控制，试卷命题不规范、阅卷不规范扣 1

分/次； 
5 

教学效果 

学生评教 

以当年全校教师评教平均分为基准，教学系教师

学生评教平均分高或低于全校教师评教平均分，

加或减相应分值； 

25 

毕业率 
以当年全校平均毕业率为基准，每高或低于基准

百分比值，加或减相应分值； 
5 

一志愿报考率 
以当年全校平均一志愿报考率为基准，每高或低

于基准百分比值，加或减相应分值； 
5 

毕业生签约率

+考研率 

以（当年全校各专业签约率+考研率）平均值为基

准，每高或低于基准百分比值，加或减相应分值； 
10 

毕业生英语过

级率 

以当年全校毕业生平均四（三）级通过率为基准，

每高或低于基准百分比值，加或减相应分值； 
6 

毕业生计算机 

过级率 

以当年全校毕业生平均二（一）级通过率为基准，

每高或低于基准百分比值，加或减相应分值； 
4 

                                                        
1 如某系教师调课率低于全校平均调课率 1.25%，则加 1.25 分；反之亦然。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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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教研活动 

每两周一次教研活动，钻研教学业务，有详尽记

录，有落实措施和总结提炼，计 5分；每两周一

次教研活动，钻研教学业务，有记录，有总结，

计 2分； 

5 

教研成果 
每个系每年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1篇及以上，计 5

分；未完成任务，扣 1分/篇； 
5 

师资队伍建设 
队伍数量与 

结构 
师资队伍建设成效（由人事处评定） 5 

学生管理 学风考风建设 学生学风考风整体表现（由学生处评定） 5 

发展成效 教学进步 

如果某系教学效果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不含毕业

论文（设计）优秀率）进步显著，可申请加分。

计算公式为：（（（当年值-上年值）/上年值）-0.1）

10 

不超过 20 分 

附加分（教学

系申报） 

本科生优秀毕

业论文（设计） 

本科生获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加 1分/篇，

获校级十佳毕业论文（设计）加 2分/篇； 

不超过 20 分 

教师教学水平 

教师参加讲课、微课比赛获奖，校级加 1分/人次，

省级加 2分/人次，国家级奖加 4分/人次； 

教师获教学成果及行业认可的教学类奖项，校级

加 1分，省部级加 2分/项，国家级加 4分/项； 

质量工程项目 
获批质量工程，校级加 1分/项，省级 2分/项，

国家级 4分/项； 

学生竞赛与 

课外科技 

本科生参加竞赛获奖，省部级加 1分/项（以项计）；

国家级加 2分/项；本科生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普

通期刊加 0.5 分/篇，核心期刊及以上 1分/篇； 

注：1）除附加分外，以上各加、扣分项不设上限； 

2）系部成员统计以在编在岗人员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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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优秀教学系部评选指标体系（公共基础课教学部适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评价点 基准分值 

教学运行 

教学管理 
教师调课率；以当年全校平均调课率为基准，每高

或低于基准百分比值，扣或加相应分值2； 
5 

考试管理 

期末考试成绩因任课教师提交逾期扣 1分/人（教

师）次；成绩更正人次高于全校平均值，扣 0.1

分/人（教师）次； 

10 

学院指派后教学部监考教师不到位或考场组织不

力，扣 1分/次； 
5 

试卷质量控制，试卷命题不规范、阅卷不规范扣 2

分/次； 
10 

教学效果 

学生评教 

以当年全校教师评教平均分为基准，教学系教师学

生评教平均分高或低于全校教师评教平均分，加或

减相应分值； 

45 

期末考试通过率 
以当年全校公共基础课期末考试通过率±5%为基

准，每低于或高于基准百分比值，扣减相应分值； 
10 

教学研究 

教研活动 

每两周一次教研活动，钻研教学业务，有详尽记录，

有落实措施和总结提炼，5分；每两周一次教研活

动，钻研教学业务，有记录，有总结，2分； 

5 

教研成果 
每个教学部每年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1篇及以上，计

5分；未完成任务，扣 1分/篇； 
5 

师资队伍

建设 
队伍数量与结构 教学部师资队伍建设成效（由人事处评定） 5 

附加分

（教学部

申报） 

可比性考试全省

排名 

可比性考试全省排名第一名加 5 分，第二名加 3

分，第三名加 1分； 

各单项均

可申报加

分，但各

项加分总

和最多为

20分 

教师教学水平 

教师参加讲课、微课比赛获奖，校级加 1分/人次，

省级加 2分/人次，国家级奖加 4分/人次； 

教师获教学成果及行业认可的教学类奖项，校级加

1分，省部级加 2分/项，国家级加 4 分/项； 

质量工程项目 
获批质量工程，校级加 1分/项，省级加 2分/项，

国家级加 4分/项； 

组织学生竞赛 
组织本科生参加竞赛获奖，省级加 0.5 分/项（以

项计）；国家级加 1分/项；  

注：1）除附加分外，以上各加、扣分项不设上限； 

2）系部成员统计以在编在岗人员为依据。 

                                                        
2 如某系教师调课率低于全校平均调课率 1.25%，则加 1.25 分；反之亦然。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