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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人才培养目标
学校贯彻地方性、应用型、工程化的办学定位，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秉承“笃学、重行、修德、立才”的校训精神，按照 “实基础、适口径、重应
用、强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立足蚌埠，服务安徽，辐射周边，面向行
业企业，着力培养素质全面，基础扎实，勤奋务实，敬业奉献，具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意识，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学科专业设置情况
学校目前设置本科专业总数 51 个，涵盖 8 个学科门类，目前本科专业布局
结构为：工学专业 28 个占 54.90%、理学专业 2 个占 3.92%、文学专业 5 个占 9.8%、
经济学专业 1 个占 1.96%、医学 1 个占 1.96%、管理学专业 5 个占 9.80%、教育
学专业 2 个占 3.92%、艺术学专业 7 个占 13.73%。

图 1 本科专业学科门类占比情况

（三）在校生规模
2017-2018 学年，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总规模为 14682 人，其中本科在校生
13417 人，本科生数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 97.04%。目前举办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 2 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在校生 210 人。

（四）本科生生源质量
2018 年，学校计划招生 4150 人，实际录取考生 4149 人，实际报到 4024 人。
实际录取率为 99.98%，实际报到率为 96.99%。招收本省学生 3940 人。学校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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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15 个省招生，其中理科招生省份 15 个，文科招生省份 3 个。生源情况详见
下表。
表 1 2018 年度招生生源情况
录取数
省份

批次

文
科

江苏省

山西省

海南省

河北省

天津市

福建省

浙江省

山东省

湖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云南省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B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广西壮族

第二批次

自治区

招生 A

甘肃省

安徽省

第二批次
招生 A
第二批次
招生 A

理科

批次最低控制线

当年录取平均分与批次最低控制

（分）

线的差值（分）

不分

文

理

不分

文理

科

科

文理

文科

理科

不分文理

0

2

0

281

285

0

--

35

--

0

3

0

476

432

0

--

14

--

0

5

0

579

539

0

--

4

--

0

5

0

441

358

0

--

131

--

0

5

0

436

407

0

--

39

--

0

5

0

446

378

0

--

63

--

0

5

0

490

490

490

--

68

--

0

5

0

505

435

0

--

33

--

0

8

0

526

450

0

--

17

--

0

10

0

434

428

0

--

49

--

0

10

0

492

458

0

--

50

--

0

5

0

490

430

0

--

39

--

1

7

0

403

345

0

72

67

--

5

18

26

456

436

190

22

16

10

348

2,553

280

480

432

0

47

44

665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696 人，外聘教师 170 人，折合教师总数 781 人。学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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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师中副高职称及以上 193 人，占比 27.73%，硕士学位及以上 513 人，占比
73.71%，40 岁及以下 361 人，占比 54.2%。根据本学年全日制在校生 14682 人，
折合教师总数 781 人计，生师比为 18.80%。2018 年底，学校组织完成了 2018
年度的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又新增教授 10 人，副教授 19 人，讲师 23 人，高级
职称教师的数量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职称结构进一步优化。学校目前有省级高
层次人才 2 人，省级教学名师 10 人，省级教坛新秀 17 人，省级教学团队 7 个。

（二）本科主讲教师情况
本学年正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98 门，占总课程门数的 5.55%，
其中教授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89 门，占总课程门数的 5.04%；副高级职
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578 门，占总课程门数的 32.73%，其中副教授职称教
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509 门，占总课程门数的 28.82。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本科
专业核心课程 316 门，占所开设本科专业核心课程的比例为 33.55%。
本学年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教授 31 人，占教授总人数的比例为 88.57%；主
讲本科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授 21 人，占授课教授总人数的比例为 63.64%。

（三）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教学经费投入逐年增加。2017 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为 2,999.03 万元，
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为 2042.66 元；本科实践教学经费支出为 207.08 万元，
生均实践教学经费支出为 145.35 元。

（四）教学设施应用情况
1.教学用房
学校总占地面积 752250.43m2，总建筑面积 314718.61m2。学校现有教学行政
用房面积（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共 173677m2，其中教室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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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05m ，实验室及实习场所面积 62917.51m 。按全日制在校生 14682 计算，生
均学校占地面积为 51.24（m2/生），生均建筑面积为 21.44（m2/生），生均教学
行政用房面积为 11.83（m2/生），生均实验、实习场所面积 4.29（m2/生）。

表 2 各生均面积详细情况一览表
类

别

总面积（平方米）

生均面积（平方米）

占地面积

752250.43

51.24

建筑面积

314718.61

21.44

3

绿化面积

257660

17.55

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173677

11.83

实验、实习场所面积

62917.51

4.29

宿舍面积

112177

7.64

体育馆面积

5185

0.35

运动场面积

63847

4.35

2.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与教学实验室
学校建有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5 个。现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13225.48 万元，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0.9 万元。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值 1167.58 万元，新增值达到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的 9.68%。
本科教学实验仪器设备 10630 台（套），合计总值 10391.05 万元，其中单
价 10 万元以上的实验仪器设备 141 台（套），总值 3242.11 万元。按本科在校
生 14247 人计算，本科生均实验仪器设备值 7293.50 元。
3.图书馆及图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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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底，学校图书馆总面积达到 20500m ，阅览室座位数 1654 个。
图书馆拥有纸质图书 1315194 册，当年新增 29917 册，生均纸质图书 89.58 册。
图书馆还拥电子图书 710539 册，数据库 7 个。2017 年图书流通量达到 212004
本册，电子资源访问量 16185668 次。
4.信息资源
学校校园网主干带宽达到 10240Mbps。校园网出口带宽 7710Mbps。网络接入
信息点数量 12650 个。电子邮件系统用户数 1400 个。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总量
10GB。信息化工作人员 5 人。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建设
2017－2018 学年，学校围绕区域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对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申报了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 个本科专业；遴选了 11 个
本科专业，根据安徽省普通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了
本科专业预评估工作；遴选食品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等 2 个专业试
点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遴选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等 2 个专业试点开展师
范类专业认证工作；落实教育部新工科建设相关文件精神，立项校级新工科建设
试点专业 4 个。
学校现建有省级特色专业 6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2 个，省级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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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 5 个，省级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专业 1 个，省级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专业 2 个。遴选培养专业带头人 51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 33
人，所占比例为 64.71%，具有博士学位的 15 人，所占比例为 29.41%。

（二）课程建设
学校积极推进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立项建设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3 门，省级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示范项目（MOOC）14 项，省级智慧课堂项目 5
项；组织开展校级“翻转课堂”和“工程化教学改革试点课程”工作，立项校级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项目 13 项，“工程化教学改革试点课程”项目 5 项；
制定出台了《蚌埠学院双语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并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校级双语课程的建设申报，规范了双语课程建设管理，保障了双语课程教学
积极、稳妥、有序开展；组织开展了第四批本科课程建设评估工作，评估验收合
格课程 254 门，优秀课程 24 门。
2017-2018 学年，学校共开设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课等共计 1766
门，课程总门次数为 5721 门次。其中，专业课班级规模平均为 52 人，公共必修
课班级规模平均为 83 人。具体情况见下图。

图 2 本科课堂教学规模

（三）教材建设
学校持续推进教材建设，不断完善教材建设、选用和评价机制，鼓励教师与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合作，编写出版具有特色、能满足岗位培训和企业
需要的实践、实训类教材和有成熟思路的应用型教材。立项建设省级规划教材 8
部，校级规划教材 8 部。在教材选用方面，优先选用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材、
获奖教材与规划教材，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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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教学
1.实验教学
学校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及用人单位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不断优化实验
项目设置和内容安排，扩大开放性实验教学的比例，注意吸收学科专业的新知识、
新内容，最大限度的利用现有实验装备和技术条件，加强对学生实验操作技能、
综合设计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确保实验仪器设备在学生培养中发挥最大效
益。本学年本科生开设实验的专业课程共计 623 门，其中独立设置的专业实验课
程 318 门。学校有实验技术人员 39 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23 人，所占比例为
58.97%。
2.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学校加强了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建立了严
格的查重制度，毕业设计（论文）复制比检测做到了 100%全覆盖。注重毕业设
计（论文）的过程管理，对选题审题、指导过程、中期检查、评阅、答辩、成绩
评定等各个环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认真组织初期、中期、终期和回溯性检查。
本学年本科毕业生共完成毕业设计（论文）3106 篇，其中学生参与正在进行的
生产、工程实际、研究项目共 1931 篇，占 62.17%，共有 379 名教师参与了本科
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工作，平均每位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为 8.19 人。
3.实习与教学实践基地
学校高度重视构建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积极推进实习
与教学实践基地建设。首先，贯彻“地方性”的办学定位，积极融入地方经济建
设，加强校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与地方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共建实践教学
基地；其次，根据“应用型”的人才培养定位，构建了工程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
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基本技能层、综合应用层、创新能
力层的“三结合、三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最后，根据“工程化”的办学定位要
求，积极建设工程实践育人中心，搭建学生工程训练平台，实施工程教育教学活
动，提高了学生工程素养。学校现有各类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62 个，本学年共
接纳学生 8,617 人次。

（五）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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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在《蚌埠学
院关于制定 2018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将创新创业教
育模块作为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课程体系、教学组织、
时间安排、考核评价等方面作了具体要求，从而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
的全过程，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本学年投入创新创业教育专项资金 100
余万元，设立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平台）3 个，组织教师创新创业专项培训
3 场次，出版创新创业教育教材 3 门，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50
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46 项。

（六）教学改革
学校积极引导广大教师结合学校教学改革、人才培养工作实际，围绕人才培
养体制与模式、专业改革与专业建设、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学管理与教学基本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内容开展研究与实践工作。同时，以
系列教学竞赛活动为抓手，引导广大青年教师深化课程改革，改进课堂教学方式
与方法，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效果。本学年获批教育部2017年第二批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目11项，省级教研项目15项，省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5项，荣
获省级教学成果奖9项，省级教学建设类项目32项，投入建设经费365万元。组织
教师参与了联盟高校第一届移动教学大赛和教师教育联盟高校“同课异构”教学
竞赛等活动，取得省级二等奖2项、三等奖9项。

四、质量保障体系
（一）校领导情况
我校现有校领导6名。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4名，所占比例为66.67%，具有博
士学位2名，所占比例为33.33%。

（二）教学管理与服务
校级教学管理人员13人，其中高级职称6人，所占比例为46.15%；硕士及以
上学位8人，所占比例为61.54%。院级教学管理人员26人，其中高级职称17人，
所占比例为65.38%；硕士及以上学位20人，所占比例为76.92%。教学管理人员获
得省级教学成果奖4项，发表教学研究与教学管理类论文20篇。

（三）学生管理与服务
学校有专职学生辅导员70人，按本科生数13417计算，学生与辅导员的比例
7

为191.67:1。辅导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52人，所占比例为74.29%。

（四）质量监控
1.完善教学工作规范和奖惩机制
学校根据教育部41号令，修改完善了系列教学工作方面的规范，加大了对教
学工作的奖惩力度。修订《蚌埠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分别从任课教师资格
和条件、教师的师德和基本职责、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外学习指
导、课程考试（考查）与成绩评定、教学纪律、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做了详细的
规定，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师工作标准。修订《蚌埠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
建立了以教师教学规范、教学态度、教学水平和有效性、课程挑战性等为主要指
标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修订印发《蚌埠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
严肃了教学纪律，规范了教学过程，保障了教学秩序，强化了教学管理。印发《蚌
埠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实施意见》，构建了本科教学督导校、院二级管理体制，
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在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印发《蚌埠学院教
学工作奖励办法》，分别从教学荣誉奖、教学质量奖、教学管理奖对教学工作作
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
2.完善各教学环节质量标准
2017-2018学年，学校在标准建设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蚌埠学院关于制
（修）订2018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人才培养方案
制（修）订坚持“三要求、三实施、三融合、三符合”的原则。印发《关于进一
步规范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多媒体课件等编写格式的通知》，规范系列
教学材料的编写，保障教学过程各环节质量。参与安徽省各专业合作委员会组织
的各专业标准的制定工作，对标开展学校各专业的建设工作。修订了《蚌埠学院
课程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与等级标准》，为开展课程评估与建设提供了依据。积极
参与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开展的课程标准研制工作，我校牵头研制完成了
《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标准。修订了《蚌埠学院课程考试（考
查）管理暂行办法》，对命题、考试、监考、巡考、阅卷、成绩提交和管理等环
节进行了规范。
3.加强质量保障组织和队伍建设
建立多层次通力合作的质量保障队伍。校长为教学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负责
全校教学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讨论决定学校重大教学改革和
建设事项。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负责本科教学质量的日常监测、评价、反馈及督
导工作。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由院长、分管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课程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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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学院教学督导员、教务管理人员等组成。目前，校级教学管理队伍共有13
人，校级教学质量监控人员4人；院级教学管理人员26人，院级教学质量监控人
员110人。2018 年聘任校级教学督导10人，院级教学督导61人，学生信息员146
名。
4.加强日常教学监控工作
充分发挥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及学生信息员作用，在对全校课堂教学进行全面
监控的基础上，重点督导新开课、开新课和师生普遍反映教学效果较差的课程。
学校定期将经核实确认存在问题的课程，反馈到各教学单位，督促学院和教师及
时整改，从而形成质量持续改进的良性运行机制。本年学校向各教学单位反馈问
题课程26门次，各教学单位通过院领导听课、谈话、组织公开教学、教师培训等
方式均及时加以解决。针对个别学生反映特别突出的教师，学校采取了组织专家
进行了专项督导、甚至暂停授课等方法及时进行了处理，有效保证了课堂教学质
量的稳步提升。本学年采取的学生网上评教，学生评教覆盖率达 100%，其中学
生评价等次为优的课程占比达 75.14%。

五、学生学习效果
（一）毕业情况
本学年共有应届本科毕业生3262人，实际毕业人数3148人，毕业率为96.51%，
授予学位学生人数3034人，学位授予率为96.38%。应届本科生参加研究生入学考
试被录取317人，被录取人数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0.07%。

（二）就业情况
为保证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2018年学校进一步加强就业指导与服
务工作。组织开展四期大学生网络创业培训，累计培训263名同学，累计选派50
名同学分别参加冬季创业特训营和暑假创业夏令营，累计选派21名教师参加高校
就业创业指导师培训。一年来新入驻孵化基地创业团队11个,完成企业注册7个；
顺利通过“孕沙成珠众创空间”省级绩效考核；三是加强信息收集与就业服务。
依托就业信息网、毕业生信息管理系统、一站式服务系统，QQ群和微信群、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构建立体化信息发布渠道，为学生及时提供线上和线下的就业咨询
和帮助。截至目前2018年就业信息网累计发布招聘信息286条，共举办专场招聘
会214场，地区专场7场，举办春秋两季大型校园招聘会2场，各类招聘会累计提
供岗位近21000余个。截至2018年8月31日，2018届本科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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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8%，毕业生最主要的毕业去向是企业2657人，占84.4%。升学317人，占10.07%，
创业28人，占0.89%，出国（境）留学9人，占0.29%。

（三）转专业与辅修情况
本学年转专业学生331名，占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数比例2.32%。

（四）体质健康水平
为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锻炼习
惯，提高我校体能测试水平，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我校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体育健康水平。2017年11月，我校组织了学生体质测试
工作，学生体质测试达标率86.54%。

（五）跨校与跨境交流
本学年我校继续加强对外交流。共组织出访团组6个批次，分别赴香港、美
国、法国、奥地利、瑞士、匈牙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会议、中外教育
论坛或进行长期访学任务，新签订国际合作协议三项。全年聘请专职外籍教师2
名，柔性引进外籍专家学者3人；接待外籍人士来访2个批次。
目前我校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两个，分别是与美国特洛伊大学“食品质量与
安全”专业和“环境科学”专业；目前这两个项目有在校生210名，另有多名学
生在美国攻读双学位。

（六）社会实践活动
本学年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青春大学习 奋
斗新时代”为主题，广泛组织开展了各类实践活动，前期各学院团总支、学生组
织积极开展社会实践团队立项申报工作，共推荐实践团队66支。经校团委研究决
定，从66支实践团队中确定了2支推荐国家级重点立项团队、5支推荐团中央专项
立项团队和12支校级重点立项团队。此外，为配合第四届“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学校还认真组织开展了“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专项实践教育活动，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

（七）学生学习成效
学校狠抓校风学风建设，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学生学习成效明显提升。根据
麦可思公司的报告，我校毕业生核心知识总体满足度近几年均在80%以上，并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学生核心知识学习水平能较好满足岗位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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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学习满意度
本学年学校根据学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
的需要，进一步优化了专业设置，修订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善了办学条件，
加强了教学管理，学生学习满意度逐年提高。本学年学校组织开展了学生评教、
同行评教和教师评学等系列教学考核评价活动，活动内容量化指标涵盖了专业设
置、课程安排、教学条件、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以及教学过程等诸多方面。学生
评教优秀率达75.14%，比2017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九）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学校委托合肥东方英才人才有限公司对来我校招聘较为集中的163家用人单
位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52份。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总
体满意度为100%，其中非常满意为46.55%，满意为53.45%；尤其是“专业基础”、
“动手实践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用人单位积极
认可。

（十）毕业生成就
学校面向行业企业、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紧密对接经济社会发展
对人才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的培
养，使我校毕业生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创业创业能力，在各行各业涌现出
一批又一批岗位尖兵和创业能手。例如，2013年届毕业陈立钊，以优异的素质先
后任职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江苏分所，现任职安
徽普瑞税务师事务所项目合伙人，主要负责境内上市公司审计、为客户提供会计
技术支持和担任税收行政复议代理人。2015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参与了中国南
车和中国北车的吸收合并审计工作，最终获得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无
条件通过。

六、特色发展
学校按照“地方性、应用型、工程化”的办学定位，立足人才培养，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以学生为中心，以工程教育改革为抓手，在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中不断培育和凝练办学特色。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积极实施思政辅导员制度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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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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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
〔2018〕2号），明确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强调强化
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大格局过程中，
蚌埠学院着力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做好整体设计，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
专业能力素质要求，科学合理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学校率先在省内高校开展了思政教育创新尝试——由思政教师兼职上岗，设
立思政辅导员。思政辅导员的身份，融合了思政教师和辅导员的双重优势。与专
职辅导员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等多方面进行指导、管理、服务不同，思政辅导员
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走近学生、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水平上。
在具体工作中，课堂仍是思政教育的主阵地，思政课教师被派驻到二级学院，在
和二级学院分工配合中教师原有的岗位并未改变，但却拥有了更多接触学生、了
解学生、理解学生的机会，并充分利用自身的思政理论优势，以宣讲会、党课、
讲座等多种方式将思政“大餐”输送到师生“家门口”，探索了一条由思政教师
兼职思政辅导员的全新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安徽教育网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蚌
埠学院思政辅导员的典型经验，在省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以学生为中心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
实施大学生成长与发展导师制。为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有效提高学
生创新素质、创业能力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培养符合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学校于2017年在所有新生中开始试行学业导师、创业导
师、社团导师、人文素质教育导师等四种不同类型的导师制度，帮助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规划职业生涯，增强创新创业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
实施大学生学业预警制度。通过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分析，针对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与学习问题及时进行提示，告知学生本人及
其家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通过学校、学
生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对学生全方位、多层次给予帮扶引导。
探索体育与艺术俱乐部制教学改革。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
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蚌埠学院积极推进体
育与艺术俱乐部制改革，将公共体育艺术教育教学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培养
学生终身体育、终身艺术的意识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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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工程教育改革为抓手推进“新工科”试点专业建设
根据“地方性、应用型、工程化”的办学定位要求，学校着力于学生的工程
化思想与工程化能力的培养，持续推进工程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工程意识、工
程能力和实践技能训练，使学生具备工程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满足一线工作岗
位对知识、能力及素质的要求。经过近十年的教育实践，学校基本形成了以“工
程化”途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思路。
为持续深化工程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学生工程科技创新能力，适应新经济对
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2017年学校立项建设了4个“新工科”试点专业，
开展新兴工科专业建设的研究与探索，推动学校学科专业结构优化。“新工科”
试点专业电子信息工程借鉴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CDIO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物联网工程试点专业推进信息
技术与工程教育深度融合，面向新工科的基础课程体系，构建面向新工科的工程
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面向产业高层次工程科
技人才需求，打破固有学科领域界限，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新工科建设的内涵，统筹考虑“新的工科专业、工科的新要求”，加快培养
新兴领域工程科技人才，改造升级传统工科专业，主动布局未来战略必争领域人
才培养。

七、存在问题及改进计划
学校在向应用型转变的过程中，由于部分管理人员和教师观念还没有根本改
变，还存在因人设课、因人设置专业的情况，专业调整有一定的阻力；资金短缺
是制约学校快速转型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学校教学信息化推进缓慢，既有平台
未能实现有效的互联互通，导致为学生提供的服务效率较低；部分学生学习发展
目标不够明确，学习积极性不高，浓郁的学风尚未整体形成。

（一）专业动态调整和创新发展的机制尚不完善
蚌埠学院专业较多，专业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少数专业发展动力不足，
保障不到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部分专业社会需求不足，专业冷门化和老
化；学院积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主动性不足，未能引导专业更新和升级，新兴
专业增长缓慢；一些学院盲目增设专业，导致师资力量分散；在专业建设中未能
实现人才培养资源合理配置，导致部分专业师资队伍规模小、发展水平不足；学
校的专业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学院和专业未形成危机意识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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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专业建设的责任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院长和专业负责人的权责利不清；
另外，专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足，对优势特色专业支持力度不够。
改进措施：健全本科专业认证和动态调整的长效机制，在积极鼓励优势特色
专业申请国家专业认证的同时，细化专业发展状态考核机制，定期对照国家标准
和省级标准对专业进行全面评估，定期发布专业建设质量报告，形成每两年进行
一次动态调整的机制，对个别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或长期发展欠缺的专业进
行调整或停办；实施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加大对优势特色专业的扶持力度，重点
支持发展前景好、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形成专业品牌效应；推进教学管理重心
下移，强化学院办学主体责任，完善教研室、课程组等基层教学组织；完善考核
机制，建立教学问责机制，激发学院办学活力。

（二）适应高等教育信息化要求的管理服务平台信息化建设有待加强
目前我校教学信息化的资源不足，平台缺乏。既有的信息化平台在学生学习
管理与服务、实验室使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当前的教务管理系统、课程平
台系统、就业信息管理系统、就业市场管理系统、财务系统等，没有面向对象进
行系统设计，标准不统一，各系统的数据对接困难，不能互联互通，难以满足学
生学习管理与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实验室智能化建设程度不高，门禁系统、虚拟
仿真实验项目等建设不足。
改进措施：积极开展智慧校园建设，对各部门信息资源建设和共享进行整体
设计，依托信息智能技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推进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营造
师生网络学习和工作空间，推进“课堂教学、课下学习、网络互动”三位一体的
立体化教学环境。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建设网上智能交互教室
系统、智慧文体设施管理系统等；推进网络学习平台建设，积极建设支持自主学
习、协同学习、探究式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信息化教育教学环境；加强教学资源
的优化整合，按照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为中心的理念，深度分析学生学习与服务
的需求，对目前运行的教务管理系统进行全面改造升级，使其系统化、结构化、
功能化，更好地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推进实验资源开放共享，引导学院按照国
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建设的要求开展建设，构建学校虚拟仿真实验资源平台，
促进跨学院教学和实验资源的共享；建立网络智能系统，实现 24 小时开放管理。
规范数据标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门户网站，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全校资产和
资源的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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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向上乐学善学的优良学风有待进一步加强
部分学生的学习发展目标尚不够明确，仍存在着“大学四年轻松过”的思想；
少数学生学习态度尚不够端正，存在迟到、早退、不认真听讲等现象；部分学生
主动学习、自主学习的意识仍有待加强；学校的学习环境、学术氛围、校园文化
等对学生的熏陶、引导等还需要不断地积淀。
改进措施：完善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党政一把手负责、各职能机构
有责的全员育人、齐抓共管的学风建设总体设计方案，以此统领全校学风建设；
完善包括学籍管理制度、学位制度、主辅修制度、考风考纪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教
学管理制度；落实两个机制，即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一体化机制，教学质量监控
督导机制。继续开展行之有效的学风建设活动，定期发布学风督查通报，认真总
结各学院各专业各年级的学风建设活动经验，在“学习适应性教育”、“养成教
育”、“专业教育”、“考风考纪教育”、“实践教学教育”、“毕业设计（论
文）教育”、“就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各类竞赛训练”等方面扩大
成果，促进优良学风的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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