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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工商学院“五说”大练兵活动实施方案

根据学校《关于印发<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迎评促

建质量提升年”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做好 2022 年暑期

迎评促建工作的通知》要求，深入推进教育思想大讨论，增

强应用型大学建设理论自觉，全面提升自评自建工作水平，

经研究决定在 2022 年暑假开展“五说”大练兵活动，现就

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活动对象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院部院长（主任）、各教学院长、

各教学秘书、教务处各科科长、各教研室主任、学术（专业）

带头人、所有任课教师。

二、活动内容

（一）职能部门负责人说服务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围绕岗位职责，说本部门工作领域十

四五发展规划，说如何支撑教学中心地位、强化服务意识、

服务本科教学工作，说服务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说对本

部门所承担评建工作中的指标和观测点的内涵理解，以及如

何开展相关评建工作等。

（二）教学单位负责人说院部发展

各院部院长（主任）说十四五时期本院（部）学科专业

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实践教学基

地及产教融合发展规划，说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 OBE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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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本院（部）落实思路、机制和措施。

（三）教学院长、教学秘书、教务处各科长说教学管理

和质量监控

各教学院长、教学秘书，教务处各科科长结合各自工作

职责，说应用型本科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服务意

识、工作思路、管理方法改革创新、制度体系建设，说教学

档案建设等。

（四）教研室主任、学术（专业）带头人说专业建设

各教研室主任、学术（专业）带头人说专业服务面向的

主要行业及岗位需求，专业发展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

体系构架，本专业对标建设（追赶）目标，说 OBE 人才培养

理念，说团队建设及教研科研活动等。

（五）教师说课程

任课教师说承担课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说 OBE

教学理念，说教学内容选择及课程教学设计，说课程教学大

纲，说教学考核评价改革创新，说课程思政，说教研科研，

说服务行业和服务社会。

三、活动安排

（一）各单位内部组织学习相关资料

各单位组织全体教职工集中学习《郑州工商学院“十四五”

发展规划》《郑州工商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学习资料》

（上下册）《郑州工商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学习手册》

（第一册、第二册）《郑州工商学院 2021 年本科教学工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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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评估指标体系观测点内涵解读》《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

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楼阳生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专家辅导报告等资料。

（二）各单位内部进行活动演练

在认真学习基础上，通过集体研讨形成“五说”文稿，

制作 PPT，内部开展“五说”活动演练。

（三）学校集中展示

按学校服务、院（部）发展、教学管理、专业建设、课

程建设与改革五个专场组织开展“五说”活动集中展示点评，

有关人员对所说内容进行展示陈述，回答校内外专家质询提

问，接受全校检阅。

1.时间：2022 年 7 月 18 日-22 日

2.地点：图书馆五楼动感剧场、2 号教学楼智慧教室

3.部门分工：

接待（吃、住、行）——党政办

宣传（拍照、新闻稿）——宣传部

会场组织——评建办、教务处、现教中心

四、活动要求

（一）各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精心谋划，人人参与。

内部活动演练结束后，需将此次内部活动开展的过程性材料

（活动方案、小结、照片、PPT、陈述文字稿等）发送至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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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办王碧荷老师。

（二）“五说”活动中，有关人员均要求以 PPT 的形式

汇报，且对所说内容展示陈述时间控制在 8-10 分钟。

（三）“五说”活动学校集中展示分组安排见附件。

附件：“五说”大练兵活动学校集中展示分组情况

评建办公室、宣传部

202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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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五说”大练兵活动学校集中展示分组情况

专场 单位名称 汇报人 评委 时间、地点

专场一：

职能部门负责人说服务

党政办 李红梅

校领导

校外专家

时间：7月 18 日

上午 9:00-11:30

地点：图书馆五楼动

感剧场

组织部 陈荟宇

宣传部 王文方

督查室 王萍

教务处 王莹

人事处 郑子依

教师发展中心 方昉

学生处 贾青彦

校领导

校外专家

时间：7月 18 日

下午 14:30-17:00

地点：图书馆五楼动

感剧场

团委 张理达

后勤处 刘卫东

现教中心、图书馆 陈长松

财务处 李岚

招生就业处 赵姜评

保卫处 张东飞

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杨国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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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二：

教学单位负责人说院部

发展

工学院 褚颜魁

校领导

校内外专家

时间：7月 19 日

上午 9:00-11:30

地点：图书馆五楼动

感剧场

信息工程学院 汪金龙

商学院 曹云明

财税学院 马纪岗

文法学院 王静静

艺术学院 王覃秋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香俊

体育学院 王晓娜

基础教育部 杜明银

专场三：

教学院长、教学秘书、

教务处各科长说教学管

理和质量监控

工学院 张瑞君（教学副院长）

校领导

校内外专家

时间：7月 19 日

下午 14:30-17:00

地点：图书馆五楼动

感剧场

商学院 梁君丽（教学副院长）

财税学院 杨佩毅（教学副院长）

文法学院 申苗苗（教学副院长）

艺术学院 王鹏（教学副院长）

教务科 姚瑞金

考务科 周玲玲

实践教学科 冯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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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 王安琪（教学秘书）

校领导

校内外专家

时间：7月 20 日

上午 9:00-11:30

地点：图书馆五楼动

感剧场

商学院 袁琪（教学秘书）

财税学院 陆鑫（教学秘书）

文法学院 薛媛媛（教学秘书）

艺术学院 崔小瑞（教学秘书）

信息工程学院 符雪江（教学秘书）

体育学院 守佳楠（教学秘书）

基础教育部 王晶（教学秘书）

专场四：

教研室主任、学术（专

业）带头人说专业建设

公共英语第一教研室 赵珊珊

校领导

校内外专家

时间：7月 20 日

下午 14:30-17:00

地点：图书馆五楼动

感剧场

公共英语第二教研室 郭萌慧

思想道德与法治教研室 赵姗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 陈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 刘丹丹

社会体育教研室 张营

公共体育教研室 屈雯慧

数理教研室 程慧燕

语言与文学教研室 柴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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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四：

教研室主任、学术（专

业）带头人说专业建设

网络技术教研室 康利娟

校领导

校内外专家

时间：7月 21 日

上午 9:00-11:30

地点：图书馆五楼动

感剧场

计算机应用教研室 乔阳阳

电子与通信技术教研室 徐音

管理系 胡阳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系 郭静安

经济系 汪小红

土木工程教研室 宋春草

国土资源与环境教研室 吕晖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教研室 石磊

机械动力工程教研室 吴坤

电气工程教研室 申伟

财会实务教研室 杨佩毅

校领导

校内外专家

时间：7月 21 日

下午 14:30-17:00

地点：图书馆五楼动

感剧场

财务管理教研室 李战奇

会计教研室 师修繁

法学教研室 庞萌苗

专业外语教研室 张杨（代理）

教育系 张颖（代理）

艺术设计教研室 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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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教学部 余宁

音乐舞蹈教研室 任增吉

新闻与传播教研室 张卉

表演教研室 张娟

学术（专业）带头人 另行通知
校领导

校内外专家

时间：7月 21 日

地点：另行通知

专场五：

教师说课程

第一组：

工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财税学院

随机抽取任课教师：

工学院：8人

信息工程学院：5人

财税学院：5人

校领导

校内外专家

时间：7月 22 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7:00

地点：2号教学楼

第一组：301 智慧教室

第二组：302 智慧教室

第三组：303 智慧教室

第二组：

商学院

文法学院

随机抽取任课教师：

商学院：8人

文法学院：8人

第三组：

艺术学院

体育学院

随机抽取任课教师：

艺术学院：8人

体育学院：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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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304 智慧教室
第四组：

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础教育部

随机抽取任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8人

基础教育部：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