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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多年来，学校不

断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健全规章制度，完善质量标准，

创新监控模式，强化日常监控，建立质量信息反馈和改进机

制，克服“五唯”顽瘴痼疾，创新教师教学评价，提高本科

教学质量保障工作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构建了校内外两个维

度，校-院-系三个层次，政府评估、中介评估、用人单位评价

三个主体的完整、规范、科学的“二三三”闭环本科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 

“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包括内部和外部质量

监控体系。 

内部质量监控体系：按照“三级、四督、五系统”的体

系，发挥学校、学院和系（教研室） 三个层级在督建、督管、

督教、督学，以及在教学决策系统、质量标准系统、教学执

行系统、教学保障系统、教学评估系统的多层次、多形式、

全员、全方位和全过程质量控制。质量监控体系严格执行“四

评、四查、四反馈”的质量监控运行制度，通过领导评教、

督导评教、同行评教、学生评教，期初检查、期中检查、期

末检查、专项检查，将教学信息及时反馈给校领导、学院、

教师和学生，按照 PDCA（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工作方式，

形成闭环质量监控，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外部质量监控体系：以云南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为抓手，

以国家级与省级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双万计划”为发展机

遇，以专业认证为推动，改进和提升本科教学工作，促进本



科教学“建、改、管、服”工作；引入第三方评估，规范和

优化本科教学工作；巩固用人单位评价的跟踪、反馈和改进

机制，不断完善本科教学工作，构建科学、严密的教学质量

监控体系。 

“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凸显现代教育思想，

符合学校实际，提升了专业和课程内涵质量， 形成云南财经

大学特色的质量文化，保障了学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

培养能力的提升。项目主要内容见下图。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通过“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有效解决

了三方面问题： 

１．如何改变教学监控“重监轻控”现象，落实整改和

跟踪调查反馈信息，配套激励与约束机制，打通质量监控闭



环，形成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闭环系统。 

２．如何在基于听课、评课、总结改进教学的基础上，

按照“教师+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三方监测与评价体系，构建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完整体系。 

３．如何将教师教学质量区分等级，形成根据等级实现

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薪酬体系，以及评先评优、职级晋升

和课程准入退出的竞争机制，构建教学质量监控的激励机制。 

三、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根据有效管理活动是一个封闭循环、持续改进和增强的

过程的现代管理理论，把 PDCA（Plan 计划、Do 执行、Check

检查和 Act 处理）四个阶段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应用于教学

质量监控，具体方法为：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规划系统（P） 

根据学校实际和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云南财经大学本科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涵盖包括本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课

堂教学、实习实训教学、实验教学、考试、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等 8 方面的质量标准，按等级定

性、定量明确质量标准指标。同时，构建完整、规范、科学

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修订制定了 78 个教学管理制度，涵盖

任课教师资质、教材选用、新开课和开新课审批、双语教学

资质审核、教学要件编制规范等，对本科教学各环节提出明

确、具体、科学的工作要求。 



教指委进行培养方案审核 

二、全面落实教学质量各环节的监控系统（D） 
按照校—院—系三级，由主管校长、教指委、督导组、

教务处、教师、学生等构成的教学质量执行落实系统，由校

办、纪检处等校属各部门组成的教学质量保障维护系统，每

学期进行期初、期中、期末和专项检查，开展试卷、毕业论

文、专业和课程检查，在领导、专家和同行听课，学生评教

基础上，针对教师具体讲授的课程开展课程评价并确定等级， 

学生信息员开展质量监控信息交流 



实行课程准入和退出机制，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 

三、及时总结、反馈教学质量信息监控系统（C） 

通过教学检查、各类听课、师生座谈、评教、学生信息

员、用人单位评价、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渠道进行信息采集，

确保信息真实客观、全面准确，并反馈给校领导、校属部门、

教师和学生，以便有针对性改进和提升。如督导听课后与教

师面对面反馈听课意见；过教学平台与媒介公布各类教学动

态与信息；学情调查结果按学院和主题反馈给教学单位等。 

督导专家反馈听课意见 

四、总结和跟踪教学质量改进、提升工作（A） 

学校教指委与教务处、课程中心等负责教学质量评价与

改进工作，按照专业、课程、教师教学等层面和试卷、论文

等要素分别进行质量跟踪与改进工作，每年通过新专业、重

点建设专业、品牌专业的检查，跟踪专业建设质量；每学期

选定期中教学检查课程，了解特定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情况；



每年检查毕业论文，每学期检查试卷，不断改进管理工作；

教师收到学生评教结果后须进行反思总结，提出改进措施，

从各个环节形成螺旋上升的持续改进过程。学校根据课程评

价等级落实等级课酬，实行课程准入和退出机制，形成质量

提升的压力和动力。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一、将现代管理理论创新应用于闭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的构建与实施。结合学校实际，科学分析教学管理特点，灵

活应用现代管理理论，基于 PDCA 方法构建“二三三”本科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通过教学信息反馈，利用决策系统有效

调整教学活动和计划，落实与质量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完

善“三级四督五系统” 内部监控体系，坚持“四评、四查、



四反馈”运行制度，打通质量监控闭环，教学质量监控实现

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制度化、系统化的教学质量监控体

系凸显现代教育理念，符合地方普通高校实际，对营造学校

质量文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有效作用和保障。 

二、创新教师教学评价模式，实施“评价+监控+激励+

提升”的教学质量监控良性机制。课程评价定位于“教师+课

程”，而不是整个专业或整门课程，评价基于课前、课中、课

后各要素，采集评价要素即是对每位教师、每门课程、每节

课堂的过程结果的监控。随机教学录像改进难以对课堂教学

活动进行监控的难题。评价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打破唯科研、

唯学历、唯职称痼疾，根据教学质量实行准入、退出和等级

薪酬待遇，压实教师提升教学质量的主体责任。具有云南财

经大学特色的课程评价模式与方案，是教学质量监控的创新、

大胆尝试和贡献。 

三、创建多种机制于一体的、全面系统的教学质量监控

长效机制。在传统的教学检查、学生评教基础上整体设计质

量监控体系框架，遵循质量优先、以人为本理念，完善和创

新监控环节，构建多元监督机制、分类评估机制、考核激励

机制、持续改进机制于一体的长效机制，实施专业、课程、

教学各环节，教师、学生、管理服务各主体，试卷、毕业论

文、实践、考试等各要素的全方位、立体化、全过程监控，

实现过程与结果，监控与改进、评价与监控、内部与外部的

有机结合、协同配合，促进教学质量监控内循环与外循环的



良性互动、相互融合，确保了学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

培养能力的提升。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成果应用效果 

1. 专业和课程内涵建设成效显著，有力提升学校教学能

力 

2019 年分别有 11 个和 5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2018 年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结果在省内高校

中名列前茅，5 个专业评定为 B 类（国内一流专业）；43 个专

业被评定为 C类（国内平均水平），其中 8个专业评定为 C+。

2019 年专业综合评价结果显著提高，B 类专业增加 1 个，C

类专业增加 5 个，D 类专业减少 6 个。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有

力促进教学内涵建设，外部与内部监控体系相互融合、相互

促进的做法有力提升学校教学能力。 

2. 营造出云财特色的质量文化 

通过“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有效运行，实

施具有云南财经大学特色的“精彩一课”、“四评、四查、四反

馈”等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质量监控，将质量意识、质

量标准、质量评价、质量管理等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内

化为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营造出以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为核心的具有云南财经大学特色的质量文化，创新创

业文化浓厚。 

3．教风学风持续好转，学生学习满意度持续提升 



“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促进了制度建设，从

政策导向、队伍建设、教学改革、激励奖励等方面，强化人

才培养中心工作，营造“以本为本”氛围，巩固教学中心地

位，激发教师潜心教书育人，促使学生努力学习，教风学风

持续好转。2017-2020 学年期初教学运行情况检查中，第一周

教师累计按时到课率为 99.6%，学生累计平均到课率为

99.09%。3 年间共表彰“课堂教学优秀教师”691 人次。 

从 2017 年开始，学校委托校外机构对全校大四学生进

行了学生学习满意度在线匿名调查，从专业培养、教风、学

风、实践教学、教学管理、教学设施等 6 个方面设计了 20 个

问题，提供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四个选项供

学生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 20 个调查问题的平均满意

度为 92.2%，其中意度较高的是：教学工作责任心 97.86%、

总体教学效果 97.58%、教学水平 97.71%、教学方式 97.01%。

教师教学水平普遍得到学生认可，本科教学质量持续稳步提

高。 

4．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通过实施“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学科专业竞赛成绩突出，学生创新创业

意识明显增强。2017 年以来，组织 4 千余人次参加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先后荣获国家级奖励 2 项、省

级奖励 49 项，从省级银奖 1 项到 2019 年国家铜奖 2 项，实

现了我校在该项赛事上国家级奖项零的突破。立项校级本科

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1040 项，67 项国家级和 204 项省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准立项，建成由大学生创

业孵化园、校园创业平台、云财众创空间组成的“三位一体”

创新创业孵化服务园区。就业质量不断提升，毕业生年终就

业率平均为 94.8%，每年均被评为云南省就业创业工作目标

责任制考核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国大学生

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外研社杯”全国英

语阅读、写作大赛竞赛成绩逐年提高，其它各类竞赛成绩稳

步提升。学生基本理论知识扎实，基本技能明显提高，学生

取得各种资格证书人数逐步增多，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

通过率在省内一直领先。 

（二）成果推广情况 

1. 理论成果服务于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和

学校学分制综合改革。 

2017 年，“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得到教育部

审核评估专家认可，有力支撑和保障了学校学分制综合改革

的施行。 

2. 实践经验推广起到示范效应 

“二三三”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具有适用性和通用性，

在省内产生较大辐射作用，云南师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昆明学院、昭通学院、文山

学院等院校就监控体系及具体实施细节进行过不同形式的

交流，为兄弟院校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