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大校〔2014〕182 号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江苏大学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实施方案》已经校长办

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大学 

                       2014 年 7 月 2 日 

 

  

江苏大学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实施方案 

  

工程教育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证制度，同时



也是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

础。我国目前正以加入《华盛顿协议》为契机，稳步推进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教育部已将其列入新一轮本科教学 “五位一体”

评估范围和“卓越计划”人才培养质量验收条件之一，主要目

标是通过开展工程教育认证，切实构建中国工程教育的质量监

控体系，大力推进工程教育改革，提高工程教育的国际认可度

和竞争力。 

为确保认证工作有序推进，根据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颁

布的《工程教育认证办法》（见附件 1）、《工程教育认证标

准》（见附件 2）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认证标准为指南，以校院两级自评为基础，以持续

改进提升为主线，注重整体、注重过程、注重常态、注重内涵，

全面梳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保障与监控体系中存在的各类问

题，牢固确立质量红线意识，切实完善促进培养质量提高的体

制和机制，不断增强我校工程类专业的核心竞争力、行业影响

力和社会贡献力。 

二、基本原则 

（一）全面启动原则 

为更好地实现我校推进工程专业认证、提升工程教育质量

的总体战略目标，学校决定 2014年正式全面启动 23 个工程类

专业的专业认证工作。各专业所在学院应和学校同步将推进专

业认证工作作为年度工作目标考核中的重中之重项目，全面启

动相关的学习调研、预自评估等起步阶段的各项工作。 

（二）分步推进原则 



在各专业同步启动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工程教育认证办

法”和“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受理认证申请的规范程序和

相关要求，从今年开始，学校每年将按专业认证的规范进程，

组织实施好校内自评，在此基础上分批遴选进度与质量相对领

先的专业，优先推荐参加国家工程教育认证。努力提高认证申

请的受理率和通过认证的合格率。 

（三）优先投入原则 

按照“谁率先推进认证，谁优先得到投入”的原则，学校

对通过校内自评并推荐申请国家专业认证的专业给予一定的建

设启动经费，对已获得认证协会秘书处受理的专业，在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学校均给予重点

支持，优先保证其各项建设需求。 

（四）成果受益原则 

学校将通过专业认证视为专业建设的重大成果，对成功通

过专业认证的专业，学校给予有突出贡献的教师一定的绩效奖

励，并将在今后办学过程中涉及的招生计划数配置、生均教学

投入、教师教学工作绩效考核奖励等各方面，予以政策倾斜。

其中专业招生计划数原则上在下一年度调配增加 30-60人，生

均日常教学投入增加 20%以上。 

三、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学校专业认证领导小组 

组  长: 袁寿其 

副组长：梅  强 

成  员：赵玉涛  符永宏  尹志国  马志强 

主要职责： 

1．研究决定学校实施专业认证的工作方案。 



2. 对专业认证各阶段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督查和指挥。 

3. 研究决定专业认证相关人财物资源配置、激励政策等重

大事项。 

（二）学校专业认证领导小组下设 4 个专项工作组 

1．协调组 

组长：梅  强 

成员： 

赵玉涛  符永宏  尹志国  马志强  杨志春  陈纪南  

石宏伟  任乃飞  江浩斌  王  谦  乔冠军  刘国海  

马海乐  吴向阳  詹永照  骆  英  倪  良  徐希明  

冯  军  杨道建 

秘书：薛宏丽  胥桂宏 

主要职责： 

（1）负责学校专业认证各专项工作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工

作。 

（2）负责各相关学院专业认证工作小组的交流与进度督查

工作。 

（3）负责全校专业认证相关资源的统一调度。 

2．自评与考查组 

组长：赵玉涛  

成员：符永宏  冯  军  张成华  冯志刚  薛宏丽   

      胥桂宏 

秘书：吕  翔 

主要职责： 

（1）负责院系专业自评的组织与督查工作。 

（2）负责校内自评专家的选聘及模拟认证的组织工作。  



（3）负责配合专家进校后各项现场考查工作的筹备工作。 

（4）负责考查专家的总体接待工作。 

3．联络组 

组长：符永宏 

成员：薛宏丽  胥桂宏 

秘书：汪云香 

主要职责： 

（1）负责与专业认证协会秘书处及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的

沟通和联系。 

（2）负责聘请相关专家来校指导专业认证工作。 

（3）负责为考查专家配备联络员的选拔与培训工作。 

4. 材料组 

组长：冯  军 

成员：韩广才  薛宏丽  胥桂宏  

秘书：刘  洁 

主要职责： 

（1）负责组织各相关学院、专业做好自评报告的起草、修

改和完善工作。 

（2）负责专业认证校级支撑材料的准备工作。 

（3）负责专业认证院系支撑材料的督查工作。 

（4）专家考查期间负责提供专家调阅的各类材料。 

（三）学院专业认证工作小组 

组  长：相关学院院长 

副组长：相关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 

成  员：分管学生、实验室工作的院领导，相关专业带头

人、专业系主任、部分专业骨干教师 



秘  书：相关学院院办主任、教学秘书 

主要职责： 

1. 落实专业认证所在学院院长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明确

与学校协调组、材料组、联络组、考查组的对接人员并报校领

导小组。 

2. 负责做好具体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和队

伍建设工作。 

3. 负责本学院专业认证启动与推进过程中的组织落实工

作。 

4. 负责按时间节点考核完成《自评报告》撰写、支撑材料

收集与整理、现场考查工作安排等重点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四、工作进程 

（一）启动阶段（2014 年 5 月-6 月） 

1. 动员与学习 

学校召开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推进会，对全校 23个工程类专

业启动专业认证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具体部署。 

相关学院和系（教研室）要组织所有任课教师、管理人员

及学生，认真学习领会《工程教育认证办法》、《工程教育认

证标准》及《专业补充标准》等文件精神，理解专业认证的本

质内涵和总体要求。 

在校专业认证协调小组的统一协调下，相关学院选派一部

分深度参与专业认证工作的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就专业认证进

行更深入的学习和调研（可在今年暑假及之后时间安排），在

校、院两个层面培养一批熟知认证规程、精通认证标准并能积

极投入认证工作的骨干成员。 

2.专业预申报 



根据 5 月 23 日召开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启动布置会”的

要求 ，相关学院至少各推选 1个试点专业，对照《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标准、解读及主要任务》（附件 3）进行自查自评，并

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自评报告指导书（试行）》（附件 4）

格式要求，撰写专业《自评报告》初稿实施专业预申报。 

3.学校预自评 

校专业认证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人员对相关专业《自评报告》

初稿及启动阶段工作状况进行校内第一轮预评，确定今年学校

正式向认证协会秘书处申请专业认证的专业。 

（二）材料准备（2014 年 7 月-8 月） 

1.自评报告 

试点专业按认证标准要求和《自评报告》样本，全面准备、

正式撰写《自评报告》，为每一项陈述进行举证。 

2.支撑材料 

按标准要求重新描述本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合理、明确、

具体；毕业生要求需包含“标准”中涉及的每一项要求；构建

能力、目标与课程、教学环节矩阵表；提供历次修订“计划”

的文档索引。 

（1）整理反映学生目标达成的文档资料；整理专业培养目

标实现状况定期评估文档与信息。 

（2）每位任课教师按教务处提供的教学大纲、课程教案模

板，撰写、整理所教课程大纲、教案，明确各门课程承担的学

生能力目标、目标实现方式及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3）整理各课程作业、考试、考核、毕业设计、课程论文、

实验实习报告等材料。 

（4）各专业按《职能部门任务分解》向相关职能部门索要



各类制度、举措、落实情况的文档索引；《自评报告》要求分

条项进行归纳、汇总。 

3.附录材料 

（1）本专业的简要历史沿革。  

（2）教学计划中所有课程的详细描述。 

（3）最近的一个完整年度的本科生课程表。    

（4）全部全职教师的专业简历。   

（5）过去 2年教学过程控制中形成的对培养目标和毕业要

求评估的主要数据。  

（6）本专业全部教职工名单。    

（7）近 3年进实践基地的学生名单与实践内容。   

（8）近 2年接受指导的学生名单与指导内容简述。 

（9）近 2 年参加科技创新活动的学生名单与各人参与活动

简述。 

（10）近 2年参加社会实践平台活动的学生名单与指导内

容简述。 

4.相关要求 

请各相关专业于8月31日前将自评报告和支撑材料提交校

材料组。 

校专业认证协调组和材料组要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解读及主要任务》（附件 5）、《职能

部门专业认证自评阶段主要任务》（附件 6），做好指导和服

务、配合工作。 

（三）组织申报（2014 年 9 月—10 月） 

1.第一轮模拟认证 

校专业认证协调组组建模拟认证专家组，进行校内专家认



证工作培训并聘请若干校外专家，全面开展校内模拟认证。认

证专家组在审阅各专业提交的自评报告、支撑材料和现场考查

的基础上，形成认证结论和整改意见，并及时反馈给各专业。 

2.组织申报 

相关专业根据专家组反馈的认证结论和意见，制订该阶段

整改方案，完成专业认证申请书，申请书应包括学校与专业概

况、专业基本状态数据表、教学管理和质量保障体系概述，并

附新修改的专业培养计划。于 10月底前提交中国工程教育认证

协会秘书处。 

3.相关要求 

其它暂未申报专业认证的工程类专业要在这一阶段按照校

专业认证协调组和材料组的指导意见，由相关院工作小组直接

安排做好认证材料的准备工作，积极筹备明年的申报。 

（四）迎接认证（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完善自评报告 

通过申请受理的专业，在校专业认证材料组的协调和所在

学院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充分吸收校内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撰写、修改与完善自评报告，形成基本完备的自评报告举证材

料。 

2.第二轮模拟认证 

校专业认证协调组组织对准备正式参加专业认证的专业进

行第二轮校内模拟认证。专家组以校外专家主为，认证过程完

全参照专业认证规定程序进行。包括审阅自评报告、实地考查

访谈、反馈考查结论等环节。 

3. 专家现场认证 

做好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各专业类委员会专家的联系



沟通工作，做好专家进校的全面准备工作，迎接并配合专家组

在校期间的认证工作。 

4.相关要求 

其它相关专业在继续做好各自专业认证申报材料准备的同

时，还要在校专业认证协调组统一安排下，跟踪体验专家现场

考查，通过对照和借鉴，提升本专业今后通过专业认证的能力

和水平。 

附件：1.《工程教育认证办法》 

2.《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3.专业：《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解读及主要任务》 

4.《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自评报告指导书（试行）》 

5.职能部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解读及主要任

务 

6.《职能部门专业认证自评阶段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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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7 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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