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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召开本学期第一次教学院长例会

3月5日下午,教务处召开本学期第一次教学院长例会。会议由教务

处处长郑春龙主持，各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教务

处相关负责人首先通报了我校上学期期末考试总体情况和

开学初本科教学秩序检查情况，进一步强调了本科常规教学管理工作

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并就近期转专业、补考、学业警示、毕业资格审

核等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安排与相关工作要求作了具体布置与说明。

郑春龙处长向全体与会人员传达学习了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 在

2019 全国高教处长会议上的题为《演好“连续剧” 念好“九字经”

打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的主题报告及省教育厅陈根芳厅长在

全省教育系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结合学校工作要点， 围绕建设一

流本科教育目标，对我校 2019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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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并对各学院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2019 年，我校要进一步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

本科教育理念，通过在全校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制定实施宁波大学

推进建设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作为我校下阶段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的行动指南。2019 年的重点工作有：抓专业建设推进本科教育改革

发展、抓课程建设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抓制度建设创建优良校风

教风学风、抓基地建设提升实践教学育人成效、抓机制建设提高师范

人才培养质量、抓基础建设提升环境管理育人水平。

会上，教务处印发了《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新高教 40 条）》《教育部等

部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文件》《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

以及省教育厅厅长陈根芳讲话《强化思想引领 把握教育规律 努力在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等学习材料。

（教务处 周永红）

宁大召开师范专业认证工作专题会议

3 月 8 日下午，学校在安中大楼碧华厅召开了师范专业认证工作

专题会议暨师范专业认证工作培训、动员和工作布置会。会议由乐传

永副校长主持，教务处、教育督导与教学评估中心相关人员和 12 个

师范专业（方向）所在学院的院长或书记、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

骨干教师、教务办主任等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邀请华东师范大

学庄明辉教授和浙江师范大学葛永海教授分别做了报告。

庄明辉教授从师范专业认证评估专家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开展师

范专业认证工作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并对认证标准做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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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报告中指出：师范专业认证要求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反向设计、正

向施工”，即以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目标这“三个产出” 为

导向，做好“三个评价”和“三个支撑”。在解读认证标准中的八个

一级指标时，庄教授强调：紧盯“灵魂”引领、抓住“核心” 要求、

落实“基础”底线、关注“质量”保障。

葛永海教授从被认证专业所在学校的角度，分别从认证理念理解、

自评报告撰写、佐证材料制作和专家进校考查等方面全程解析了师范

专业认证工作。他在报告中指出：被认证专业应实现四大转变，即教

学目标从教会转向学会，学生从被动学习者转向自主学习者，教师从

学生学习主宰者转向学习促进者合作者，专业从管理单元转向学习支

持单元。同时，葛教授还对照认证标准的八个一级指标逐条分享了自

评报告撰写的经验和体会。

乐传永副校长受沈满洪校长委托，做了专业认证工作动员讲话。他

指出，师范专业认证是对师范专业的全面体检，所有师范专业应高度

重视并全力做好认证工作，我校专业认证工作成效将直接与专业结构

调整挂钩。

教育督导与教学评估中心赵振宇代表教务处与教育督导与教学评

估中心在会上做了我校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总体安排和2019 年师范专业

认证工作部署。

据悉，我校小学教育、体育教育、英语（师范）、数学与应用

数学（师范）等四个专业（方向）将参加 2019 年师范专业认证工作。

学前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师范）、科学教育、英语

（小学教育）、地理科学（师范）、音乐学（师范）、美术学（师

范）等八个专业（方向）将参加 2020 年师范专业认证工作。

（教育督导与教学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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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大组织召开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交流学生座谈会

3月15日上午，学校组织召开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交流学生座谈会，

副校长邵千钧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邵千钧首先向同学们了解了在宁大学习生活的情况，

并简单介绍了学校与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对口帮扶的工作情况。座谈会

上，同学们分别谈了自己在宁大学习和生活上的感受，并一致表达了

对宁大的认可和感谢，而且非常珍惜来交流学习的机会。最后邵千钧

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珍惜在宁大学习的机会，希望将自己的所见所

闻带回母校激励更多学子，并建议同学们交流活动结束后可以和宁大

的老师、同学继续保持联系，还可以通过报考宁波大学的研究生，继

续在宁大深造。

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是我校对口帮扶的学校，2018年9月，该校

8名教师和20名优秀学生来学校挂职访学交流，其中教师挂职访学半年

已于去年年底圆满结束，学生交流学习时间为1年。

党办/校办、教务处、学生处、后勤管理处等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

会。

（教务处 艾明阳）

宁大召开本科教学工作专题会

3 月 26 日，副校长乐传永主持召开我校本科教学工作专题会。

各学院分管教学负责人、教务处及督评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

上，督评中心负责人首先布置了我校即将开展的专业专项评

估工作。教务处分管负责人根据省教育评估院《关于核验师范类专业

认证一级监测报告数据的通知》，梳理了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师范

类专业认证一级监测报告中我校填报数据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指



5

标内涵和填报核验要求做了分析解读。随后，教务处负责人传达了省

教育厅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回访工作的通知精 神，

就我校迎接整改回访相关准备工作以及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审定、“三位

一体”招生考试、一流专业建设、教学成果奖培育等近期重点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乐传永在总结讲话中表示，以本为本，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

流”建设的必然要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是

我校一流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由之路。他指出，各学院要以学校即将出

台的“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为引领，谋划提出学院的实施方案。

围绕如何进一步做好我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他提出六项要求：第一，

要高度重视专业评估与认证工作，充分认识其价值和意义；第二，要

高度重视各类数据、材料的统计与上报工作，从学校全局出发做好填

报、审核工作；第三，要认真研究、深刻理解教学管理制度文件，在

教学管理工作中严格加以落实；第四，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常

怀敬畏之心，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师德水平； 第五，要摸清家底，掌

握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制定科学的改进对策，推动学校新发展；第

六，要重视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做好顶层设计，并持续不断地按照

既定目标抓落实，力争使我校本科教学总体水平早日跨入全国地方高

校“第一方阵”。

（教务处 周永红）

梅山校区召开标准化考场建设工作专题会议

3 月 28 日上午，梅山校区管委会与教务处牵头在梅山校区召开

标准化考场建设工作专题会议，梅山校区管委会、教务处、校园规划

与建设处、图书馆与信息中心、保卫处及建筑设计院等部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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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并现场考察了拟建的监控室和保密室。会议研究讨

论了梅山校区标准化考场的相关建设工作，着重探讨了监控室和保密

室的安排和建设。此次多部门联动的现场协调会将对随后启动的梅山

校区标准化考场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起到积极作用。

梅山校区建设标准化考场并申请建立社会化考试的考点，是本

学期梅山校区教学环节的重点建设任务。一方面可以解决学校内部考

试、考核中缺少考场视频监控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梅山校区学

生参加大学外语等级考试等社会化考试不便的困难。梅山校区标准化

考场预期在 6 月底前完成施工建设，8 月底前完成整体验收， 预计

12 月份梅山校区独立承办大学外语等级考试。

（教务处·梅山校区 郑芳）

【学院速递】

� 2 月 27 日下午，美国威廉玛丽法学院院长 Davison 教授、院

长助理兼国际办副主任Jennifer 教授一行应邀访问宁波大学法学院。

法学院院长钭晓东、国际办副主任魏丽等参加接待。

会谈中，钭晓东院长介绍了宁大法学院的建院历史和办学情况。其

后，双方分别介绍了自身的国际化办学情况。在两校合作的总体框架

内，双方就学生交流、英文授课、合作办学等方面开展优势互补、培

养国际化创新人才等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签署合作备忘录。

此次Davison 教授一行的来访，不仅巩固和发展了威廉玛丽学

院法学院和我院之间现有的合作办学项目，同时也为两校之间未来更

多的合作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法学院 戴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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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上午，镇海区人民法院刘天恩副院长一行三人莅临

法学院访问。法学院院长钭晓东、党委书记李学兰、党委副书记孙芬

娜等参加接待并举行会谈。

双方就上一年度开展的“法官进课堂”课程教学实践环节进行了

交流，从提升法官授课水平，保障授课效果方面交换意见；就双方开

展科学研究与促进成果产出达成一些共识；就实务专家对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的指导、社会实践、案例库建设、高校设立法庭、三院模拟法

庭举办等方面进行了开放性讨论，并商讨决定了 2019 年上半年双方

开展的项目。

(法学院 王晓申)

�3 月 6 日下午，海运学院在梅山校区海运南楼 1409 室举行了

“思政融教"说课教研活动，活动由教学副院长赵丽君主持。物流 系

主任赵丹老师总结了课程思政试点课程《港口管理》近二年来的教学

改革情况，就如何结合专业上好思政内容分享了相关经验，与会老师

对如何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进行了热烈地研讨。

学院党委书记刘自力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本次教研活动的意 义，

认为《港口管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起到了试点和示范的作用， 给学

院其它专业课程开展思政教学改革提供了思路。学院近 30 位教师参

加了本次活动。

（海运学院 陈福洲）

�3 月 9 日，由音乐学院表演创新团队主办，宁波大学音乐学

院和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荷兰国际声乐比赛（IVC）获奖选手

音乐会在宁波音乐厅展演。我院组织学生进行了学习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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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音乐会由英国皇家歌剧院著名女高音武赫和美国著名女中音

歌唱家Nina Van Essen联合出演。音乐家在舞台上展示了不同时期的

音乐作品，多种体裁、多样的歌唱形式以及高超的歌唱技术与处理方

式，让学生从多个方面去学习和感受声乐舞台表演艺术。以此“标杆”

类的音乐会，让学生们在观赏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自查自省，对照自己

的不足，更加明确今后的学习目标和前进方向。

（音乐学院 教务办）

�3 月 10 日，由宁波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美国兰森音乐家大师

班、公益音乐会在宁波大学拉开帷幕。

安朵涅特·佩里教授、爱德华·沃兰因教授携手 Encore 萨克斯

四重奏乐团在西区小音乐厅为学院师生们献上了精彩的大师课。安朵

涅特·佩里教授倾听了学生的演奏并进行了一对一的指导，在演奏技

巧及基本功方面进行了细致讲解，同时还耐心回答了同学们在练琴与

演奏方面的种种疑问。爱德华·沃兰因教授和 Encore 萨克斯四重奏

乐团还进行了现场演奏指导。精彩的讲课和精湛的演奏技巧博得了现

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当日晚上，大师们在林杏琴会堂为宁大师生献上了《G 小调小赋

格曲》、《探戈》终曲、《克里蒂斯》节选、《波吉与贝丝》节选等

节目，艺术家们的翩翩风度和精湛的演奏技巧，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

众。

（音乐学院 教务办）

� 3 月 11 日上午，机械学院召开学期初教学工作研讨会。会

议由教学副院长张明华主持，各系主任、教务办老师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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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张明华副院长布置了本学期教学工作要点，组织大家一起

学习了上级重要文件，强调了学校本科专业建设、制度建设、课堂教

学管理相关规定和要求，要求各系会后组织任课教师认真学习并严格

执行。

会议初步讨论和明确了每个系第七轮聘期目标任务，并就一流

专业建设、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制定、教学检查、

创新创业、毕业设计工作、研究生推免等近期工作展开了广泛交流。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张晓娟）

� 3月 12日下午，外国语学院在李达三外语楼 422会议室召

开了关于英语师范专业认证的专题会议。会议由教学副院长贺爱军主

持，学院院长、副书记、英语系主任、骨干教师、院督导主任、教务

办全体参加了会议。

会上，李奕老师对英语师范专业认证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英

语系主任张陟老师发表了自己意见和建议。屠国元院长对师范认证工

作进行了指示，他要求大家要高度重视，从思想和行动上全面落实。

最后，贺爱军副院长对师范认证工作进行了安排，把任务分配落实到

人。

（外国语学院 教务办）

� 3 月13 日下午，教师教育学院在实验楼 307 召开了本

学期系主任教学工作会议。会议由教学副院长张林主持，李慧仙副

院长、各系正副主任和专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各系主任首先就第六轮聘期工作总结，专业发展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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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及第七轮聘期工作的设想等方面做了简要汇报。随后副院长张林

解读了《（新高教 40 条）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意见》和《教育部第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 2.0 的意见》等相关文件，布置了本学期学院的教学任务。最后张

院长总结并肯定了各系主任为专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教师教育学院 吴菲菲）

�3 月 14 日，应宁波大学心理学系的邀请，宁波智囊团网CEO李

貌、宁波数字贸易人才学院郭昆鹏副院长一行来到教师教育学院进行

座谈交流，助力应用心理学本科人才培养。李貌是我院心理学专业优

秀硕士毕业生，毕业后自主创业创立了智囊团网公司，该公司作为垂

直于人力资源行业的B2B平台，已成为中国猎头电商平台的佼佼者。

座谈中，张林副院长、心理学系主任李伟强以及贺豪振老师分别

介绍了当前宁波大学应用心理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现状，提到在实践教

学方面特别是实训、见习与实习，以及走出校门、走进企业等方面存

在着的薄弱环节，希望能够通过双方合作，提高应用心理学本科人才

培养质量。李貌、郭昆鹏副院长一行表示，非常愿意为宁大心理学人

才培养提供支持。双方约定未来进一步协商和确定相关人才培养的合

作方案，共同致力于提高应用心理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质量、

提升协同育人水平。

（教师教育学院 李伟强）

�3 月 15日至 17 日，人文与传媒学院连续召开了三场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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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辅导会，分别面向 2016级新闻传播系、中文系、历史系有意向

考研的学生。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学庆、副院长李乐参加了动员辅导会。

朱学庆老师从考研的意义、学业规划和学院政策等方面做了动员

报告。他希望同学们积极投入考研复习，做好考研与学习、考研与毕

业、考研与就业的规划。他表示学院会积极创造条件，为同学们营造

良好的考研环境。

李乐老师从坚定信心、锲而不舍、目标学校选择、各科目复习备

考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了辅导。讲到目标学校选择时，李老师强调要正

确评估自己和目标学校，他还从多个方面介绍了评估方法。谈及各科

目复习备考时，他介绍了各科目的特点、复习时间规划及复习方法，

并特别强调同学们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吸收学长学姐的经验， 不能照搬

照抄。

（人文与传媒学院 教务办）

� 3月18日下午，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推进

会在西区实验楼 426会议室顺利召开。院长贺国庆、书记方莹芬等学

院领导、系主任、督导主任和骨干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副院

长李慧仙主持。

会上，李院长传达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师范

专业认证基本理念，提出了对小学教育专业认证的总体要求，解读了

小学教育专业认证的工作方案，明确了认证流程并布置了各认证工作

小组的具体责任人及工作分工。最后与会成员就认证相关问题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

专业认证作为专业建设的重要抓手，在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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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次认证是提升我院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契机，学院将紧盯目标、扎实工作。

（教师教育学院 吴菲菲）

� 3月 19日下午，我院在学院 208室召开新学期留学生座谈

会。主管学生工作的朱学庆副书记，留学生辅导员孔灵婕老师，以及

全体留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朱学庆老师分别从学校、学院两个层面向留学生介绍了我校留学

生管理相关规定，着重强调了来华留学生工作对学校、学院发展的重

要性。他指出，留学生群体与人文学院，与宁波大学，不仅是一个学

业共同体，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朱学庆老师要求我院全体留学生遵

守学校留学生管理规定，加强与学院的联系、交流。他表示，学院将

努力为大家创造条件，解决问题，分担困难，确保来华留学生在我院

学习期间有一个安全、稳定、亲切的环境。

会上，我院全体留学生用汉语作了自我介绍。朱学庆老师表示，

希望我院留学生在生活上照顾好自己，在学业上能有所进步，希望能

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以专业的姿态传播汉语魅力和中华文化。留学

生辅导员孔灵婕老师从日常管理工作层面，也向全体留学生提出了三

点要求：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增加自信心，踊跃报考 2019 年度

HSK 考试；积极参与我院汉语角活动，增强对学院的认同感与归属

感。

座谈会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结束。我院将继续为来华留学生营

造良好的育人和学习环境，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

（人文与传媒学院 教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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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推进我院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应用，推动优质

教学资源共享，我院于 3月20日在 216室举办以“关于课程建设与

申报等相关问题分享”的教学沙龙。参加本次沙龙的有主管本科教学

工作的李乐副院长、各专业教师和青年助讲培养教师。

三位主讲人分别为汤志耘老师、王丽老师和赵书松老师。首先，

汤志耘老师以“用品牌思维打造品牌课程”为主题，向各位老师介绍

了慕课的相关成果及课堂截图。她的课程是一个“好玩+专业”的广告

学课程，追求“有料，有趣，有粘性”，为其他教师建设慕课提供了

新的思路。随后，王丽老师以“关于慕课”为主题，从慕课的设计与

制作，慕课项目的申报，慕课的教学设计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并结合自身经验总结了教育部在线精品课程建设的导向。赵书松老师

介绍了他参与每个精品课程建设的经验，从拍摄、布景、后期制作等

角度为其他教师提供了专业的参考意见。

最后，钱茂伟老师等人分享了自己多年的经验，并就课程前期自

身准备阶段的一些问题与三位主讲教师进行了探讨。

（人文与传媒学院 教务办）

� 3月21日下午，关于 2019年本科德语专业专项评估工作

布置会议在李达三外语楼 422会议室召开。会上传达了学校本科专

业专项评估工作的要求，并统筹安排了 2019年德语专业专项评估工作。

外国语学院高度重视本次专项评估工作，外国语学院院长、书记、副

院长、副书记、教务办、学工办、院办各位老师和德语系全体教师参

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外国语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贺爱军教授主持，贺老

师首先介绍了学校2019 年本科专业专项评估工作的背景和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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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接着，教务办主任刘春丽老师详细介绍了学校对本次专项评估工

作的具体要求和各项工作的日程安排，并将各项具体工作进行了任务

分解。德语系主任张芸教授就专项评估工作中涉及到德语专业的内容

做了详细介绍。方晓春书记指出，在专项评估工作中必须要找到我们

学院专业的特点，找到我们自己的亮点，学院各部门将尽全力配合做

好本次专项评估工作。

最后，屠国元院长做总结发言，他强调我们务必要高度重视本次

专项评估工作，要有危机意识，要找短板，找不足，群策群力， 认真

完成 2019 年德语专业专项评估工作。

（外国语学院 教务办）

� 3月22 日上午1-2 节，陶涛老师代表我院在阶三教室举行

了 2019 年第一期“一院一课”校级公开观摩课活动。医学院教学副

院长龚朝辉、临床教学副院长叶孟、院本科教学督导、相关专业教师、

近年来新入职的青年教师近 20 余位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此次公开观摩课《医学微生物学》是临床医学专业平台必修课程。

陶老师以病例分析为线索，以问题为导向，注重与学生的互动， 深入

浅出地为学生讲解了各相关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

的理解与掌握。整个授课过程，表述清晰流利，教学内容娴熟，课堂

气氛活跃，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课后，副院长龚朝辉老师主持了课堂经验交流研讨。院督导及其

他专任老师等对本次观摩课进行了点评，老师们畅所欲言，就教学过

程中的感悟与困惑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公开观摩活动充分展示了我院教师的教学风采，为青年教师

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调动了教师们进行教学改革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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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了浓厚的教学研究氛围。

（医学院 杨梦洁）

�3 月 26 日上午，体育学院公开观摩课活动在 2 号楼 404 教

室如期举行。本次晒课的毕业老师讲授的课程为《运动生理学》。学

院全体党政领导、督导及 43 名专业教师全程参加了听课和研讨活动。

任峰副院长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对毕业老师的教学态度、教学 方

法、教学过程做了充分的肯定，并期望青年教师能在新时代背景 下，

接过教学任务的教鞭，为宁波大学的教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体育学院 教务办）

�为提升我院教师指导大学生学科竞赛水平，鼓励、帮助我院

教师参与学科竞赛，近日，我院召开了由教学副院长周艳主持的学科

竞赛指导会议，各专业的十多位教师参加本次会议。

我校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负责人周艳和大学生摄影竞赛负责

人涂慧分别从竞赛流程、作品收集时间、以及往年的获奖作品进行了

详细的解读与分析，并交流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让参会老师受益匪浅。

通过本次指导会，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科竞赛指导，争取在今年的学

科竞赛方面成绩有新的突破。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王维新）

�3 月28 日上午第 1-2 节课，材化学院在本部 4 号教学楼

409 室举办第三期“一院一课”全校公开观摩课，除我院教学督导和

行政领导外，前来听课的教师有 30 余位。本次公开观摩课由陈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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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主讲，内容是溶液及溶液的离子平衡。

课后，督导主任王老师主持了研讨会。他点评了陈老师的课， 认

为不亚于优质网课，各部分的时间节点分配合理精准。接着，与会教

师一一发言，一致认为陈老师声音宏亮、仪态端正、表述清楚， 知识

点清晰、信息量大。同时，能联系实际案例，易于本科生理解， 并能

启发学生思考。

本次公开观摩课不仅展示了陈老师扎实的学术及讲课功底,也给

本院尤其是参加青年助讲培养的教师一次很好的示范。

(材化学院 李淼)

� 为确保机械学院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有序推进，3 月28日

上午，机械学院召开了工程教育认证自评工作交流会。学生工作负责

人、机械专业负责人、机械系主任及专业骨干教师、教务办和学工办

老师参加会议，教学工作负责人张明华主持会议。

张明华强调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指出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对学院本科专业发展、学生培养的重大意义，

学院将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专业负责人黄海波介绍了机械专业在准

备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总体情况及进展，对前期自评报告的撰写、教

学材料的整理等专业认证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接下来的专业认证自评

工作的组织开展、任务分工、进度安排、各项工作完成的时间节点以

及专家进校考察等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布置。学生工作负责人邵丽表示

学工办将梳理学生相关成果，提供专业认证基础数据，全力配合学院

的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工作。

最后，与会人员围绕机械专业工程教育认证自评以及专家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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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考察等工作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

深入交流。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周刚毅）

送：校领导、校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院

长／书记、各学院教学副院长、各学院教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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