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工字〔2019〕43 号

关于印发《南昌工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

国家数据平台数据采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

估工作的意见》（教高〔2011〕9 号）精神，建立高等学校

教学工作常态监控机制，切实推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7 年和

2018 年上半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结果的

通知》（国教督办函〔2018〕61 号）要求，现启动南昌工学

院 2019 年国家数据平台数据采集工作。为保证该项工作的

顺利推进，特制定《南昌工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

国家数据平台数据采集工作方案》予以印发，请各教学单位

及有关部门遵照执行。

附件：1. 南昌工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

据平台数据采集工作方案



2. 南昌工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

据平台数据采集任务分解表

南昌工学院
2019 年 9 月 9 日

主题词：数据采集 工作方案 通知
抄 报：校领导
南昌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9年9月9日印发

（共印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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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昌工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数据采集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南昌工学院 2019 年国家数据平台数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陶也青

副组长：宋增建、胡鹏、陈宇、朱盛萍、卢涛、李红浪、李伟、

费春明

成 员：学校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处、教务处、科技处、

教学评估办、招生就业处、学工处、校团委、资产管理处、国合处、

基建处、实验实训中心、信息中心、创新创业学院、图书馆、教学督

导办、体育学院等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孙小迎任办公室主任。

二、数据采集工作进度安排和主要内容

第一阶段：学习部署（2019 年 9 月 9 日—9 月 17 日）

领导小组召开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负责人工作会议，进行数据采

集工作的动员和部署。教学评估办分配采集人员工作权限。

1.各采集单位全面部署数据采集工作，并认真组织学习以下材

料：

①《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用户操作指南》

②《南昌工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采

集工作方案》

③《南昌工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采

集任务分解表》

2.2019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4:30(与会地点另行通知)，召开职能

部门负责人工作会议，部署数据采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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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00 在理学院会议室（16栋 1610 室），

召开职能部门数据采集人采集工作培训会。

4.教学评估办初始化数据库，并为相应的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建

立用户账号，设置密码，并赋予相应表格的访问权限。

第二阶段：数据采集与填报（2019 年 9 月 18 日—9 月 30 日）

第一部分 基础数据采集与填报

根据采集需要，有八项基础数据表格需优先填报，分别是：

表 1-3、1-4、1-5-1、1-5-2、1-6-1、1-6-3、1-7、1-8-1。

请人力资源部完成全校各部门“单位号”和内外聘教工“工号”

的编号工作并负责优先填报表 1-3、1-4、1-6-1、1-6-3；教务处完

成本科各专业“校内专业代码”编号工作，并负责优先填报表 1-5-1、

1-5-2、1-7；实验实训中心完成“本科实验场所”相关数据填报工作，

负责优先填报表 1-8-1。

上述相关报表负责部门于 9月 23 日前完成填报和准备工作。

第二部分 数据采集与填报

1.责任部门根据《南昌工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

据平台数据采集任务分解表》，按照《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

台用户操作指南》的内容要求采集数据。

2.责任部门将审核无误并经部门领导审批后的数据在规定的时

间内，由各责任部门数据录入员在网上进行填报。

3.责任部门在 9 月 30 日下午下班前向教学评估办提交数据的纸

质文档（部门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签字和盖章）和电子文件。

第三阶段：数据审核与报送

1.学校审核。

2.根据学校审核，修改采集数据。

3.向教育部评估中心提交学校数据。

三、工作要求

1.各责任部门指定一名领导专门负责数据采集工作，选派一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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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负责信息录入工作;注意各阶段工作完成时间点，按照各阶段工作

完成时间点要求，按时完成阶段工作。

2.部分数据项采集的协作部门要积极协助，协作部门采集的数据

项应按照责任部门的要求采集，该数据项的内容正确性和文档规范性

的审核由责任部门领导负责，审核未通过,不得进行数据录入。

3.请注意数据的准确性，注意多年数据的连续性。

4.各责任部门提交的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内容必须保持一致，纸

质材料必须是电子材料的最终版。

5.数据采集工作将实行责任追究制度，按要求层层负责，认真填

报数据，认真审核数据，保证数据质量。

6.务必注意统计时点。

统计时间：分时期数和时点数，时期数又分自然年和学年。

自然年：指自然年度，即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如财务、科研和图书信息按自然年度时期统计汇总数。

学年：指教育年度，即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如教学信息按学年度时期统计汇总数。

时点：指特定时刻产生的指标数据的统计截止时间，即 2019 年

9 月 30 日。如在校生数、教职工数、占地面积、固定资产总值等指

标为统计时点数。

（注：所有表格均按照基本统计指标说明中的时间节点进行采

集，无例外,具体时间参考采集信息的时间标注。）

南昌工学院

2019 年 9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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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昌工学院 2019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数据采集任务分解表

序号 指标 责任部门 责任人（审核人） 填报人 协作部门

1.学校基本信息（15）

1 表 1-1 学校概况（时点） 校办 陈永跃 谢美玲

2 表 1-2 校区及地址（时点） 校办 陈永跃 谢美玲

3 表 1-3 学校相关党政单位（时点） 人力资源部 郑行忠 张文杰

4 表 1-4 学校教学科研单位（时点） 人力资源部 郑行忠 张文杰

5 表 1-4-1 临床教学基地（医科专用、时点） 不可填报

6 表 1-5-1 专业基本情况（时点） 教务处 罗成 代喜

7 表 1-5-2 专业大类情况表（时点） 教务处 罗成 代喜

8 表 1-6-1 教职工基本信息（时点） 人力资源部 郑行忠 张文杰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9 表 1-6-2 教职工其他信息（时点） 人力资源部 郑行忠 张文杰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10 表 1-6-3 外聘和兼职教师基本信息（时点） 人力资源部 郑行忠 张文杰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11 表 1-6-4 附属医院师资情况（医科专用、时点） 不可填报

12 表 1-7 本科生基本情况（时点） 教务处 罗成 龚雪

13 表 1-8-1 本科实验场所（时点） 实验实训中心 张国明 李益双 教务处

14 表 1-8-2 科研基地（时点） 科技处 肖守柏 吴辉 教务处

15 表 1-9 办学指导思想（时点） 校办 陈永跃 谢美玲

2．学校基本条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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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表 2-1 占地与建筑面积（时点） 基建处 叶之皓 褚荣玲

17 表 2-2 教学行政用房面积（时点） 基建处 叶之皓 褚荣玲

18 表 2-3-1 图书馆（自然年） 图书馆 俞蓉华 卢喜梅

19 表 2-3-2 图书当年新增情况（自然年） 图书馆 俞蓉华 卢喜梅

20 表 2-4 校外实习、实践、实训基地（时点、学年） 实验实训中心 张国明 李益双

21 表 2-5 校园网（时点） 信息中心 夏磊 邱春辉

22 表 2-6 固定资产（时点） 资产管理处 程国华 李艳

23 表 2-7 本科实验设备情况（时点） 资产管理处 程国华 李艳 实验实训中心、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24
表 2-8-1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时

点）
实验实训中心 张国明 李益双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25 表 2-8-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时点） 实验实训中心 张国明 李益双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26 表 2-9-1 教育经费概况（自然年） 财务处 王茜 端木慧英

27 表 2-9-2 教育经费收支情况（自然年） 财务处 王茜 端木慧英

3.教职工信息（13）

28 表 3-1 校领导基本信息（时点） 校办 陈永跃 谢美玲

29 表 3-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时点） 人力资源部 郑行忠 张文杰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30 表 3-3-1 高层次人才（时点） 人力资源部 郑行忠 张文杰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31 表 3-3-2 高层次教学、研究团队（时点） 教务处 罗成 黄亚玲 人力资源部、各教学单位

32 表 3-4-1 教师教学发展机构（学年） 人力资源部 郑行忠 张文杰

33 表 3-4-2 教师培训进修、交流情况（学年） 人力资源部 郑行忠 张文杰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34 表 3-5-1 教师主持科研项目情况（自然年） 科技处 肖守柏 吴辉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35 表 3-5-2 教师获得科研奖励情况（自然年） 科技处 肖守柏 吴辉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6

36 表 3-5-3 教师发表的论文情况（自然年） 科技处 肖守柏 吴辉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37 表 3-5-4 教师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情况（自然年） 科技处 肖守柏 马颖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38 表 3-5-5 教师专利（著作权）授权情况（自然年） 科技处 肖守柏 马颖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39 表 3-5-6 教师科研成果转化情况（自然年） 科技处 肖守柏 吴辉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40 表 3-6 创新创业教师情况（时点、学年、自然年） 科技处 肖守柏 马颖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4.学科专业（6）

41 表 4-1-1 学科建设（时点） 教务处 罗成 代喜 各教学单位

42 表 4-1-2 博士后流动站（时点） 教务处 罗成 代喜 各教学单位

43 表 4-1-3 博士点、硕士点（时点） 教务处 罗成 代喜 各教学单位

44 表 4-1-4 重点（一流）学科（时点） 教务处 罗成 代喜 各教学单位

45 表 4-2 专业培养计划表（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教学单位

46 表 4-3 优势（一流）专业情况（时点） 教务处 罗成 代喜 各教学单位

5.人才培养（11）

47 表 5-1-1 开课情况（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教学单位

48 表 5-1-2 专业课教学实施情况（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教学单位

49 表 5-1-3 专业核心课程情况（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教学单位

50 表 5-1-4 分专业（大类）专业实验课情况（学年） 实验实训中心 张国明 李益双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51 表 5-1-5 有关课程情况表（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52 表 5-2-1 分专业毕业综合训练情况（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教学单位

53
表 5-2-2 分专业教师指导学生毕业综合训练情况（非医学

类专业填报）（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教学单位

54 表 5-3 本科教学信息化（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教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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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表 5-4-1 创新创业教育情况（时点、学年、自然年） 创新创业学院 罗成 盛亚晶 各教学单位

56
表 5-4-2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平台）（时点、

自然年）
创新创业学院 罗成 盛亚晶 各教学单位

57 表 5-4-3 创新创业制度建设(时点) 创新创业学院 罗成 李文峰 各教学单位

6.学生信息（22）

58 表 6-1 学生数量基本情况（时点） 教务处 罗成 龚雪 各教学单位

59 表 6-2-1 本科生转专业情况（学年） 教务处 罗成 龚雪 各教学单位

60 表 6-2-2 本科生辅修、双学位情况（学年） 教务处 罗成 黄亚玲 各教学单位

61 表 6-3-1 近一级本科生招生类别情况（时点） 招生就业处 曾晓辉 刘杰 教务处

62 表 6-3-2 本科生（境外）情况（时点） 教务处 罗成 龚雪 招生就业处

63 表 6-3-3 近一级本科生录取标准及人数（时点） 招生就业处 曾晓辉 刘杰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64 表 6-3-4 近一级各专业（大类）招生报到情况（时点） 招生就业处 曾晓辉 刘杰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65 表 6-4 本科生奖贷补（自然年） 学工处 张建灿 黄然 各教学单位

66 表 6-5-1 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学年） 招生就业处 曾晓辉 郭建 学工处、各教学单位

67 表 6-5-2 应届本科毕业生分专业毕业就业情况（学年） 招生就业处 曾晓辉 郭建 学工处、各教学单位

68 表 6-6 本科生学习成效（学年） 校团委 王威 夏育盛 教务处、学工处、各教学单位

69 表 6-6-1 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情况（学年）创新创业学院 罗成 盛亚晶 各教学单位

70 表 6-6-2 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情况（学年） 科技处 肖守柏 吴辉 学工处、各教学单位

71 表 6-6-3 学生获省级及以上各类竞赛奖励情况（学年） 教务处 罗成 黄亚玲 科技处、学工处、校团委

72 表 6-6-4 学生获专业比赛奖励情况（艺术类专用）（学年） 教务处 罗成 黄亚玲 学工处、校团委、各教学单位

73
表 6-6-5 学生获专业比赛奖励情况（体育类专业用）（学

年）
体育学院 罗帅呈 陈强 教务处、学工处、校团委、各教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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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表 6-6-6 学生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学年） 科技处 肖守柏 吴辉 学工处、各教学单位

75
表 6-6-7 学生创作、表演的代表性作品（除美术学类专业

外的其他艺术类专业用）（学年）
校团委 王威 夏育盛 各教学单位

76 表 6-6-8 学生专利（著作权）授权情况（学年） 科技处 肖守柏 马颖 学工处、各教学单位

77 表 6-6-9 学生体质合格率（学年） 体育学院 罗帅呈 陈强

78 表 6-7 本科生交流情况（学年） 国合处 陈博旺 曾美林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79 表 6-8 学生社团（学年） 校团委 王威 夏育盛

7.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5）

80 表 7-1 教学质量评估统计表（学年） 教学督导办 胡茗 郭萍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81 表 7-2-1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自然年） 教务处 罗成 黄亚玲 科技处、各教学单位

82 表 7-2-2 教学成果奖（近一届） 教务处 罗成 代喜 科技处、各教学单位

83 表 7-2-3 省级及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情况（自然年） 教务处 罗成 代喜 各教学单位

84 表 7-3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相关单位

GK.工科类专业情况补充表（凡开班工科专业的本科高校

必须填报）（4）

85 表 GK-1 工科类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情况表（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教学单位

86 表 GK-2 工科类专业课程情况表（学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各教学单位

87 表 GK-3 工科类专业经费情况表（自然年） 教务处 罗成 段燕北 财务处

88 表 GK-4 工科专业本科教学实验室有关情况表（学年） 实验实训中心 张国明 李益双 教务处、各教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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