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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推荐 2019—2022年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山东省首届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我省高校

人才培养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一步发挥专家、教

授对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咨询和指导作用，经研究，

决定组建 2019—2022 年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现将

推荐新一届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教指

委）委员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教指委性质和主要职责 

省教指委属非常设的专家协调性咨询、指导和服务组织，接

受省教育厅的领导和委托，对我省本科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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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决策咨询、理论研究、督导评估和指导交流等服务工作，每届

任期 4年。主要职责包括： 

（一）决策咨询。把握国内外学科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研

究各学科专业领域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为全

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等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二）理论研究。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需求，组织开展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学科专业结构、布

局及发展战略研究和学科专业的质量监督、评估和保障等研究。 

（三）督导评估。根据省教育厅的统一安排，组织开展或接

受委托进行学科专业教学质量保障和人才培养工作评价等教育

教学监督和评估活动。 

（四）教育教学指导。及时将国家和省教育主管部门有关教

育教学方面的政策转化为教学规范，指导高等学校专业教学和人

才培养工作；组织开展有关学科专业规范、教学质量标准、教学

质量监督、教学质量保障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及实验教学等教

育教学工作的指导与实施；协助省教育厅指导高等学校的学科专

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训基地与实验室建设、教师队

伍建设以及实践教学改革等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工作。 

（五）教育教学经验交流。组织开展有关学科专业领域教学

改革与人才培养的调研，总结推广教学改革成功经验，推广应用

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促进高等学校先进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质

量保障措施的推广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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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接受省教育厅委托的其他有关工作。 

二、组建范围和人员结构 

（一）2019—2022 年省教指委组建范围（见附件 1）。 

（二）各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则上不超过 30 人，其中，设主

任委员 1 人，秘书长 1人，副主任委员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各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秘书长原则上应为高校专家，秘书长原

则上由主任委员提名，协助主任委员处理日常工作，也可根据工

作需要，从秘书长单位聘请秘书。 

（三）各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应为本科高校从事本学科专业

教学工作的专家，或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的专家。 

三、人选推荐 

（一）推荐条件。 

1.本科高校人选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能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深刻理解高等教育有关政策。 

（2）学风端正，教学能力强、学术造诣高，教学或教学管

理等相关工作经验丰富。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应具有教授职称；

其他委员应具有教授或其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 

（3）熟悉本科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工作，热心本科教

学，近五年来坚持为本科生上课，国家、省教学名师、教学成果

奖获得者优先。 

（4）组织协调能力较强，工作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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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身体健康，在职在岗。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5周岁，国

家级人才、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省级人才年龄可适当放宽，原则

上不超过 60 周岁。 

2.其他人选条件。 

（1）对人才培养工作有高度热情，在业内认知度高。 

（2）其他参照本科高校专家的人选条件。 

3.各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所在单位应支持委员在省教指委

的工作，并为委员活动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办公条件等支持。 

（二）推荐办法。 

由省内各本科高校负责向省教育厅推荐符合条件人选。推荐

人选包括本校专家以及与本校联系密切的行业、企业、科研院所

专家。推荐人选现从事专业应与申请入选相应的专业类教指委所

涵盖专业相符合（具体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年）》）。 

各高校可向我厅推荐本学校专家，也可推荐本学校之外的行

业专家，每所高校推荐同一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本校专家不超过 2

人、行业专家不超过 1人（学校需确保行业专家能够参加省教指

委活动并切实履行职责）；每名推荐人选至多可报 2 个教学指导

委员会。教育部教指委成员经本人自愿申请、学校推荐，自然列

入省教指委成员范围，不占用高校推荐名额。 

上届省教指委委员经学校推荐，符合条件的遴选时优先予以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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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推荐的专家人选将列入我省高等教育专家库。 

（三）材料报送。 

1.推荐材料包括学校推荐公文和《2019—2022 年山东省本

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信息表》（附件 2），请推荐高

校将推荐公文加盖学校公章后扫描成 PDF 文档，与 Excel 版的附

件 2 一起发送至电子邮箱：gjc@shandong.cn。 

2.推荐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 2019年 1 月 20日。 

3.联系人：仇宝艳、王志田，联系电话：0531—81916019、

81916575。 

 

附件：1.2019—2022 年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

建范围 

2.2019—2022 年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推荐信息表 

  

 

山东省教育厅 

     2019 年 1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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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2 年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建范围 

01 经济与财政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02 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03 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04 法学与公安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05 哲学与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06 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07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08 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09 体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0 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艺术学理论类 

专业） 

11 通用外国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英语、商务英 

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翻译专业） 

12 非通用外国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3 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14 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5 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6 数学类专业及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17 物理学类专业及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含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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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类专业） 

18 化学类专业及大学化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19 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海洋科学类专业） 

20 生物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及大学生物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21 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2 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3 力学类专业及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24 机械类专业及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含仪器类 

专业、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25 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6 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核工程类专业） 

27 电气与自动化类专业及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含电气类、自动化类专业、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和农业电 

气化专业） 

28 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9 计算机类专业及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30 土木与水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1 测绘与地质矿业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2 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3 纺织与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4 交通运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船舶与海洋工程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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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航空航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飞行技术专业） 

3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7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8 建筑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9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40 植物生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自然保护与环境生 

态类专业） 

41 动物与水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42 林学与草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林业工程类专业） 

43 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临床医学类专业、口腔 

医学类专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专业、法医学专业和临床药

学专业） 

44 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中药学类专业和生物制 

药专业） 

45 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中西医结合类专业） 

46 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生物医学工程类专 

业） 

47 护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4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工业工程类 

专业） 

49 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50 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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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2 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3 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4 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5 美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6 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7 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8 学科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59 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 

60 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61 综合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 

62 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 

63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附件2

联系人： 姓名：           单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推荐单位

名称

工作单位

名称

推荐参加教

指委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工作部门

（学院/处

室）

职务 职称
现从事（任

教）专业
研究方向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手机号 电子邮箱

是否行

业专家
所属行业

2019-2022年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信息表



工作简

历

是否国家教

指委成员

国家教指

委名称

国家教指

委职务

是否上届

省教指委

成员

上届省教

指委名称

上届省

教指委

职务

是否为

省级教

学成果

奖项获

得者

获得省级教

学成果奖项

等级

是否为国家

级教学成果

奖项获得者

获得国家

级教学成

果奖项等

级

是否省级教

学名师

是否国家

级教学名

师

是否为省级

以上教改项

目主持人

省级以

上教改

项目等

级

是否为省

级以上学

科专业建

设项目负

责人

省级以上

学科专业

建设项目

类型

获得教

学方面

的其它

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