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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政 策

教育评估有关文件及领导讲话摘录

★前沿科学中心建设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教育部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验

收。验收方式包括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现场考察、提出

质询、综合评议等。根据前沿科学中心验收标准和中心建

设方案，形成书面验收意见。

第十五条 教育部组织对中心进行定期评估。评估周期

为五年，委托独立第三方组织国内外专家开展。评估要点

包括：成果产出质量、人才队伍水平、人才培养质量，运

行管理情况等，重在判断是否形成创新高地，是否达到国

内不可替代、国际领先并进入世界第一梯队。教育部根据

评估结果，对评估合格的中心予以滚动支持；对评估不合

格的中心限期整改，整改期内暂停经费支持，整改后仍不

能达到要求的不再支持。

——摘自《前沿科学中心建设管理办法》（教技函

〔2019〕57 号)

★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工作，统

计数据是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就业统

计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毕业生就业统计数

据是掌握毕业生就业进展、服务政府宏观调控、优化高等

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的重要依据。面对就业工作新形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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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进一步改革完善毕业生就业统计评

价的重要意义。

——摘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翁铁慧副部长在全国就业

统计会议上讲话

★教育部近日印发了改革完善高校毕业生统计评价工

作的通知，各地各高校要认真抓好落实，以提升就业统计

的“科学性、即时性、真实性”为目标，抓住“统计指

标、统计方式、监管核查、信息发布”四个着力点，建立

系统科学的就业统计评价制度，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加大信息公开，健全就业质量报告发布制度。就业质

量报告是社会了解、监督高校就业情况的重要渠道。针对

当前部分高校就业质量报告发布不及时、数据不系统、部

分社会评价机构不当排名等问题，各地各高校要加强信息

公开，规范编制发布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接受社会监督。一要统一就业数据发布节点。从今年

起，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发布的就业数据时间

节点统一为 8 月 1 日。二要多维度发布就业状况。各地各

高校要在就业质量报告中采用多维度就业统计指标和评价

指标，更加全面、立体、客观地呈现就业质量，避免以单

一就业率高低评价就业情况。三要加强省级统筹，就业数

据等重要指标需经省级就业部门核准后再进行发布。

——摘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王辉司长在全国就业统计

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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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各高校要认真组织毕业生

就业状况跟踪调研，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发布毕业生就业

质量年度报告，确保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报告

发布工作。要加强结果应用，把就业质量评价与经济社会

发展、人才培养、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紧密结

合。

——摘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河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吕

冰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网络视频会议河南

分会场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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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估 动 态

1.商丘学院 2016-2018 届本科毕业生、家长及用人单

位调研工作启动

受商丘学院委托，省教育评估中心于 9 月中旬组织实

施了该校的 2016-2018 届本科毕业生、家长及用人单位调

研工作。

中心承担此项目的专家组积极与委托学校配合，认真

研制调研指标体系和实施方案。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方式开

展数据收集工作，并基于数据统计分析，编制客观、详实

的调研报告，为学校完善专业设置、深化教学改革、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2.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

进校考查工作圆满完成

受贵州省教育厅委托，省教育评估中心于 9 月 22 日-

25 日组织开展了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专业第

二级认证进校考查工作。

省教育评估中心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

实施办法（暂行）》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

作指南（试行）》等文件精神，经教育部师范类专业认证

专业委员会秘书处批准，聘请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武汉大

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

郑州外国语中学、淮阴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的师范类

专业认证知名专家组成现场考查专家组，对贵州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专业进行现场考查，教育部师范类专业认证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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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秘书处指导专家、武汉大学桑建平教授到现场全程指导

和观察，我中心副主任张新民教授、董学武教授全程参加

现场考查工作。

专家组在进校前认真审读专业自评报告、专业教学状

态数据分析报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核心课程大

纲，形成审读意见、确定考查重点及考查计划的基础上，

严格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

（暂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指南》

（试行）和河南省教育评估中心《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

业第二级认证工作手册（试行）》的要求，开展了深入而

细致的现场考查工作。以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

专业定位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教师及教学资源的支撑

度、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

度“五个度”为主线，通过深度访谈、听课看课、考查走

访、查阅文卷、集体评议等方式，对该专业的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师资队伍、支撑条

件、质量保障、学生发展 8 个一级指标和 39 个二级指标进

行了认证考查，对专业人才培养状况进行了客观评判，并

向贵州师范大学反馈了现场考查意见。

河南省教育评估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师范类专业

第二级认证工作标准和程序等要求，严格认证过程管理，

严把各环节质量关，积极推动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取得了显著成效，

得到贵州省教育厅、贵州师范大学、教育部观察员桑建平

教授和现场考查专家组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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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交 流

1.省教育评估中心副主任张新民、董学武教授参加 2019

年全国师范类专业认证机构工作研讨会

2019 年 9 月 11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在重

庆召开 2019 年全国师范类专业认证机构工作研讨会。经教

育部批准全国具有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资质的 11 个评估

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省教育评估中心副主任张新民、董

学武教授参加了会议。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教

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周爱军出席会议并讲

话，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委员宋冬生

教授做了主题报告。与会代表就进一步做好师范类专业第

二级认证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省教育评估中心副主任张

新民教授在会议上作了交流发言。

2.省教育评估中心副主任张新民教授参加 2019 年师范类

专业认证专家组组长研讨活动

2019 年 9 月 27 日，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组组长研讨活

动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

家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周

爱军出席，近 100 位专家组组长及组长候选人参加了研讨

活动，有关教育评估机构代表列席会议，省评估中心副主

任张新民教授应邀出席会议，我省 6 位专家组组长及组长

候选人参加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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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周爱军做了《当好专家组长，做好认证工

作，切实提高师范人才培养质量》的主题报告。他强调了

师范类专业认证对于振兴发展教师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的重要意义，回顾了认证工作开展以来取得的工作进

展，分析了当前的工作形势和存在问题，着重从把握认证

逻辑“主线”和坚守评价“底线”两方面对认证工作、特

别是专家组组长工作提出了要求。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委员宋冬生

教授做了《把握毕业要求内涵，统领认证标准要点》的重

要报告，围绕“毕业要求”内涵，系统讲解认证标准逻辑

“主线”以及如何落实评价“底线”。华东师范大学庄辉

明教授结合专业认证工作流程，以问题为导向，详细解读

了现场考查工作的要点。湖南师范大学黎大志教授介绍了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方法，提出了构建客观合理、具有师范

特色评价方法的建议。

师范类专业认证开展，是为了推动师范类专业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家一致认为现阶段认证工作在认识

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较多薄弱环节，在此种情况

下，专家组组长对保证认证工作质量至关重要，需要大家

达成共识，明确要求，聚焦重点，把握认证“主线”与

“底线”，带领认证工作质量不断提升。大家还围绕做好

认证工作，提出了其他意见与建议。

最后，周爱军副主任对各位专家的积极参与和辛勤付

出表示感谢，强调师范类专业认证整体水平的提升有赖于

专家队伍水平的提升，希望专家能够加强学习，收集案

例，总结反思，建言献策，保持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的良

好态势，推动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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