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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辽东学院地处黄海之滨、鸭绿江畔，坐落于素有“英雄城市”、“北国江南”美誉

的中国最大最美边境城市——丹东市，是辽宁省唯一一所具备沿江、沿海、沿边区位特

点的省属普通本科院校，是辽宁省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院校和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院校。

学校分为临江和金山两个主要校区，校园占地总面积 86.17 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40.89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8.22 亿元。 

学校设立 14 个有全日制学生的二级学院，设置 49 个本科专业、22 个高职专业，涵

盖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九个学科门类，

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1 个，省级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8 个，省级转型

示范专业 2 个，省级转型试点专业 4 个，省级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 2 个，形成了

专业链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紧密对接地方产业行业，服务县域经济，建立了“纺织服装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东港现代农业战略合作平台”、“凤城硼化工协同创新城市联盟”及 10 个行业企业

校企协同联盟等，建有小浆果、杜鹃花、蜜蜂、大果榛子、北虫草等 9 个农业科技成果

产业化示范基地、辽东学院工业仪器仪表产业化示范基地、辽东学院高性能医疗器械产

业化示范基地、2 个工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小浆果“星创天地”获批省级“星

创空间”。2022 年，学校全面推进现代纺织研究院、鸭绿江流域研究院、朝鲜半岛研究

院、绿色经济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现代特色农业研究院等 6 个跨学科研究院建设

工作。其中，鸭绿江流域研究院的相关研究已被省教育厅纳入到推进教育服务“一圈一

带两区”即辽东绿色经济区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当中。 

学校重视国际交流合作，面向亚洲、欧洲、非洲地区等国家来华留学生开设英文授

课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纺织工程、国际贸易等学士学位课程及汉语言本科课程，与韩

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近 40 所国外高校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尤其与朝鲜半岛 21 所

高校交流频繁，2019 年与朝鲜平壤外国语大学合作共建了朝鲜第一个汉语中心，学校国

际交流工作的地缘特色不断增强。2022 年，获批与俄罗斯下洛夫哥罗德国立技术大学

“4+0”合作办学项目，与吉尔吉斯坦伊塞克湖国立大学签署了校际合作交流协议。 

学校秉持“明德笃学、践履惟新”的校训精神，紧紧围绕应用型大学定位，发挥特

有的区位优势，聚焦短板、破立并举，突出特色发展、错位发展、竞争发展，立足地方、

融入地方、服务地方，坚持树立“学校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努力

建设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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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辽东学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坚

持“以本为本”，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推进“四个回归”，秉持

“明德笃学、践履惟新”的校训精神，切实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立足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激发办学活力、突出特色发展、加强内涵建设，营造优良的校风

教风学风，努力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及整体办学水平。 

1.1 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辽东学院坚持德育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观，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培养具有优良品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的高素质应用技

术人才。 

辽东学院立足自身历史积淀，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自身实际出发，确定服务

面向定位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行业企业需求，面向一线、面向基层。 

1.2 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辽东学院现有 51 个本科专业（包括护理、小学教育两个职业本科专业），涵盖经

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九个学科门类。各学

位授予门类下专业详情见表 1.1（不包含职业本科专业）。 

表 1.1 辽东学院本科专业一览表 

学位授予门类 专业名称 

经济学（6） 经济统计学、税收学、金融学、投资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经济 

教育学（1） 小学教育 

文  学（6）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英语、日语、朝鲜语 

理  学（5） 
数学与应用数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生物技术、护

理学 

工 学（1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电

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化学工程与工艺、轻化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农  学（4） 园艺、种子科学与工程、动物科学、动物医学 

管理学（7） 
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艺术学（6） 
音乐学、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航空服务艺术与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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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科学生规模 

截止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学校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10069 人（包括普通本科 7558

人，专升本 1791 人，中职本 720 人），占全日制在校生的 68.34%。 

学校积极贯彻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面向亚洲、欧洲、非洲地区等国家来华留学

生开设英文授课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纺织工程、国际贸易等学士学位课程及汉语言本

科课程国际教育，目前本科学历教育留学生 86 人。 

1.4 本科生源质量 

2021 年，学校共有 39 个本科专业在全国 16 个省（自治区）录取新生 3327 人（不

含留学生），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本年度达到 542 人，第一志愿录取率为 96.8%。生源

详情见表 1.2、1.3。 

表 1.2 辽东学院 2021年高中本各省录取分数统计表 

省（自治区） 
理工 文史 

最高分 最低分 录取人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录取人数 

辽宁省 523 421 874 545 510 294 

河北省 506 485 8 520 507 4 

江西省 482 468 39 534 529 11 

安徽省 471 443 52 546 539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431 397 75 483 461 25 

贵州省 441 393 110 519 508 25 

内蒙古自治区 350 333 10 — — — 

甘肃省 410 380 76 477 466 9 

河南省 496 445 104 532 518 33 

云南省 482 448 15 529 525 4 

黑龙江省 353 340 5 414 405 4 

四川省 489 443 56 515 511 14 

山西省 427 411 12 489 470 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78 357 33 445 383 6 

西藏自治区 310 283 16 335 326 16 

辽宁省艺术 398.6 373.4 20 432.8 414.6 121 

贵州省艺术 — — — 229 224 15 

江西省艺术 — — — 506 497 15 

四川省艺术 — — — 241 236 10 

吉林省艺术 — — — 499 483 10 

云南省艺术 — — — 70.88 67.6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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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艺术 — — — 201 183 16 

河北省艺术 — — — 522 510 22 

黑龙江省艺术 — — — 476 458 10 

表 1.3 辽东学院 2021年专升本录取分数统计表 

科类 省（自治区） 最高分数 最低分数 录取人数 

中职本 辽宁省 468 326 30 

专升本 辽宁省 586 172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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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资与教学条件 

2.1 师资数量与结构 

截止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学校有本科教师 827 人(包括校内教师 803 人，外聘教

师 47 人)，生师比 12.18:1。本科教师中教授 109 人，占比 13.57%；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20 人，占比 14.94%；具有行业经历的教师 102 人，占比 12.70%；双师型教师 325 人，

占比 40.47%；45 周岁以下教师 279 人，占比 46.45%。 

一年来，学校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引进博士、硕士 69 人，较大程度

上解决了部分专业教学急需的人才，并为学校重点培育学科储备了高层次人才。 

2.2 教师教学投入 

学校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注重教学核心地位和教师主体作用，明确教

师教学任务，将优质教学资源投入到本科教学工作中。2021-2022 学年除扶贫、社会实

践、进修学习、长期病假等特殊情况及高职、中职教师中的教授外，学校主讲本科课程

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率为 100%，教授讲授的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为

15.42%。 

2.3 教师教学发展 

学校重视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采取多项举措，推动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1）成立专门机构，促进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提升。学校设立党委教师工作

部、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专门负责教师发展工作。组建辽东学院师德建设委员会

和各教学单位师德建设分委员会，进一步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建设工作。 

（2）明确课堂教学标准，实行教学准入制度。学校修订《辽东学院本科课堂教学

管理规定》《辽东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严守课堂政治纪律

的规定》《辽东学院岗位考核方案（2022-2024）》，制定了《辽东学院新入职教师考

核实施细则》《辽东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作规范（试行）》《辽东学院青年教师

导师制管理办法》《辽东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管理办法（试行）》等规章制度，注重

加强对新入职教师的岗位培训和指导，确保新入职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达到本科教

学要求。 

（3）深化教师培训，开拓教学和管理视野。学校制定落实了《辽东学院教师培训

工作管理办法》《辽东学院教师校本培训管理方法（试行）》，完善年度教师培训工作

备案管理机制，提高培训经费使用效益，将教师培训纳入教师职务评聘“门槛”，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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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师资参加课程进修、访问学者、短期培训和业务学习。重点推动教师企业培训、社

会实践和挂职锻炼等，着力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为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师素质，强化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工作，学校积极开

展数字媒体技术、微课、慕课、基础教学辅助应用软件、多媒体课件设计制作等改变教

学方式方法相关的技术讲座与培训，组织开展网络技术、网络教学平台应用的培训及讲

座活动；组织开展前沿技术、知识、创新应用能力的培训及讲座，组织课程教学改革、

网络平台课程建设、教学方式方法、创新技术应用等为主题的教学沙龙和研讨活动，组

织开展微课竞赛、线上线下教学大赛、立德树人竞赛等活动，以竞赛为抓手提升教师参

与度和教学质量，提高教师创新意识和应用研究能力。 

（4）以新入职教师为主体，组织青年教师师德养成工作。制定《辽东学院 2022 年

度师德专题教育活动实施方案》，开展专题师德专题教育活动。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摘编》《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开展“四

史”学习教育、师德警示教育、师德师风在线竞答及师德师风征文活动。举办立德树人

专题报告会，聘请思德标兵宣讲教书育人心得感悟。以青年教师为主体开展立德树人活

动，并在组织开展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活动中，开设思政专项课程竞赛和课程思政专

项课程竞赛活动。 

（5）深化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推进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

模式转变，提升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在开展常规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的同时，以一线

优秀中青年教师教学示范为基本形式，以展示中青年教师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中取得的

成果为主要目标，以展示应用现代教学手段对教学方式方法及各教学环节的改进为主要

内容，组织开展教师教学示范、教学诊断、教学指导、教学观摩、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

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先进的教学经验，引领广大教师提升教学素养和教学技能，提高教师

课堂教学改革的参与热情。引进微课、慕课、云课堂，购置网络教学平台、开发移动端

教学，通过平台建设和教学方式的变化助力教师专业成长。 

2.4 办学基本条件 

2.4.1 教学经费投入 

学校重视本科教学工作，建立了优先保障本科教学经费投入的机制，在办学经费紧

张的情况下，压缩公用经费预算，优先保障教学经费预算，使其稳中有增。2021 年，学

校生均本科生教学经费为人民币 3295.00 元，其中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为人民币

2172.00 元，生均本科实验实习经费为人民币 34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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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教学基础设施 

多年来，学校不断加大经费投入，教学设施、教学设备及教学条件逐步改善。 

（1）截止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学校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价值为人民币

1180.79 万元，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为人民币 1.57 万元，教学实验室设备满足实践

教学需要。 

（2）学校现有体育场馆总面积 8.56 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化塑胶田径场 2 片，体

育馆 1 个，网球馆 1 个，游泳池 1 个；室外篮球场地 21 个（15 块塑胶），塑胶排球场

7 个，人造草坪标准足球场 3 个，羽毛球场 5 个，网球场 11 个，旱冰场 1 个，珍珠球场

2 个，运动场场馆数量、面积和设施条件，能够满足体育教学需要。 

（3）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学校实际土地总面积 85.7,488.50 ㎡（校园占地总

面积 821429.5 ㎡，校园外试验田等面积 36,059.00 ㎡），其中绿化用地面积 216,087.00

㎡，运动场地面积 104,335.00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13.28 ㎡，生均实验室面积 9.67

㎡，教学及实验室用房满足教学需要。 

2.4.3 图书资料与教学信息化建设 

学校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24,548.48 平方米，有阅览座位 3128 个。截止到 2022 年 8

月，生均图书 122.81 册，电子图书 579719 册，电子期刊 163130 种。图书馆采用藏、借、

阅、管、检一体化文献服务体系，数字资源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开放。 

学校购置了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尔雅通识课、瘦课教育创新创业课程平台等，截止

2021 年度统计，学校教师自建网络平台课程已达 851 门，基本覆盖了各本科专业的核心

课程。 

学校目前建设了教室 328 间，其中普通多媒体教室 280 间、录播教室 2 个、微格教

室 11 间、语音室 17 间、多功能教室 18 间、基于行动导向的多功能智慧教室 3 间。智

慧教室削平了讲台，拉近了教师和学生的距离，营造了讨论式课堂、情景化教学的氛围。

教师能够在课堂上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和移动设备与学生开展互动，组织课堂讨论，达到

课堂翻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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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建设与改革 

3.1 专业建设 

学校实施“专业内涵建设工程”，持续在高素质、贴近产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方面开展工作。 

（1）合理调整专业结构。学校主动服务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围绕现代服

务业、服装纺织新材料、颐养产业与健康旅游、现代农业技术、信息与仪器仪表等产业，

建立紧密对接地方产业结构及重点发展领域的应用型学科专业群 4 个，纳入应用型专业

25 个，占学校专业总数的 61.7%。 

（2）培育优势特色专业。学校以校级重点与特色专业、转型发展试点专业、创新

创业试点专业等立项建设模式，加大优势特色专业建设力度。 

几年来，建设国家级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1 个，省级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8 个，

获批省级重点支持专业 1 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 个，省级转型试点专业 4 个，省

级转型示范专业 2 个，省级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 2 个，建设校级重点与特色专业

4 个，校级转型发展试点专业 13 个，校级创新创业试点专业 7 个，实现专业链对接产业

链、创新链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体系。详见表 3.1。 

表 3.1 辽东学院优势特色专业统计表（省级以上）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培养特色 

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工程学院 

国家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省级转型试点专业 

2 服装设计与工程 服装与纺织学院 

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省级转型试点专业 

省转型发展示范专业 

省创新创业试点专业 

专业综合评价前 20% 

3 旅游管理 管理学院 

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省级转型试点专业 

省转型发展示范专业 

4 会计学 管理学院 
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省级转型试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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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园艺 农学院 
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省级重点支持专业 

6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7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工程学院 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化工与机械学院 省创新创业试点专业 

9 环境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 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0 纺织工程 服装与纺织学院 
省级重点培育学科 

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11 护理学 医学院 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3.2 课程建设 

本年度学校共开设课程 2596 门，其中开设公共必修、选修课程 793 门，创新创业

专门课程 21 门，实验课程 943 门。毕业论文（设计）总数量 2646 个，设计类 1191 个，

论文类 1455 个。其中，因发表北大期刊论文、主持国家级以上大创项目等，51 名学生

免修毕业论文(设计）。 

（1）课程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为规范课程建设与管理，全面提高课

程建设质量。学校参照新一轮评估指标体系，结合学校具体情况，遵循 OBE 理念，制

定了《辽东学院本科课程建设管理办法》，明确线下课程、线上课程、线上线下混合课

程、社会实践课程、虚拟仿真课程五类课程质量标准，旨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

立课程建设新理念，通过科学实施课程评价，推进课程改革创新，优化课程内容，创新

教学方法，强化实践过程，变革课程考核，加快建设一批高质量、有创新、有特色的一

流课程。目前，学校已按新制定的课程建设管理办法启动对 105 门校级一流课程建设项

目开展评估工作，并开始新一轮校级一流课程的认定工作，50 门校级一流课程已被教育

厅列入辽宁省 2022 年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拟认定公示名单中。 

（2）学校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加强和改进思政课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义思想概论”等思政课程，严格落实思政课学时与学分，

从教师、教材、教法、教学内容四方面发力，深耕马工程教材，立足丹东抗美援朝英雄

城市的地域特色，全面打造抗美援朝精神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主课堂，持续推

进以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引导的思政课“一体、两翼、三平台”立体化教学模式，提高思政

课的实效性。 

本年度，学校开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获省一流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校开发的省级一流线上课程“抗美援朝精神”在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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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平台上修读人数已突破 7 万人，在平台上推出的最新“新时代抗美援朝的内涵和价值”

专题报告受众达 22 万，推出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及其时代价值”

讲座获中宣部的优秀理论宣讲报告，教学改革研究成果《抗美援朝精神进高校思政课

——“一体、两翼、三平台”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获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开设的“抗美

援朝精神筑梦青春”社会实践课程也处于省最新一批一流课程的公示名单之列。 

（3）学校全力推进“课程思政”教学建设与改革，依托“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深入挖掘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类课程各教学环节育人功能，全面落实“三进”教

学工作，持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立项及成果评选、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和课

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评选及成果交流工作，通过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更新课堂讲授内容，

开展校内和校际间的教学交流、研讨和教学资源共享等途径，提升“三进”课堂教学质

量。 

在牢固抓好课堂教学主阵地的同时，充分发挥第二课堂作用，组织开展留学生中国

文化体验节、中华经典诵读大赛、红色书法大赛、写作大赛等学生喜闻乐见的节日庆典、

赛事和媒体宣传活动，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

值引领有机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得益彰，使思政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教学同向

同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格局。本年度，学校遴选出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 17 门、课程思政优秀案例 38 个。 

（4）为引导学生涉猎不同的学科领域，学习不同思维方法，提高综合素质，促进

学生个性化发展，学校利用多学科融合发展优势，选择一批一流课程、特色课程和能彰

显地域特色文化、切实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服装、经济、农业、信息、语言、艺

术、美容、康养类专业特色课程进入通识教育选修课体系，于 2019 年启动学校特色通

识选修课的建设工作，经过三年建设，目前已有 48 门课程完成建设工作，本年度 28 门

课程成班开课，运行效果较好，其中 1 门已推荐为省一流课程。 

（5）为培养学生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尊重劳动意识，掌握劳动技能， 体会劳动

艰辛，养成劳动习惯，具有公共服务意识，形成良好的劳动品质，学校坚持导向性、实

践性、融合性和适用性原则，充分利用农学、艺术、师范、工学、医学等学校特有的学

科和专业实践教学资源建设了 54 门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课、11 个劳动教育基地、5 个

劳动教育工坊。目前已有 15 门劳动课成班开课，7 门被认定为校级精品劳动教育课，1

门成为省级精品劳动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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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材建设 

学校制定了《辽东学院本科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辽东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

设与管理办法》《辽东学院“十四五”本科教材建设规划（试行）》等文件，严格落实“任

课教师申请、系部论证、学院初审、教学职能部门复审、教材工作委员会专家综合审议”

的工作流程，切实保证优质教材进课堂。学校要求思政课程等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必须统

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其他课程首选普通高等教育类“十三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国家及省部级获奖教材。 

学校为了体现转型和特色发展，组织省级转型发展试点专业的教师，编写能充分展

现学校转型发展和办学特色、学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成果、在教学中实践应用效果较好

的校本教材，进行立项建设。校本教材的编写在符合学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要求的基础

上，遵循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以展示岗位专业基础知识系列教材的形

式，与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完成编写。目前已批准立项 36 项，新增 14 项。 

3.4 教学改革与成果 

学校教学改革始终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理念，紧

扣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以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以产教融合培养模式

改革为重点，以应用型课程体系建设为抓手，以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为着力点，全面深化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改革。 

学校紧跟政治热点，关注时势动态，及时进行教学内容改革，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及时纳入授课内容，面向全体大学生，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学”

等必修课程平台，广泛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

系统掌握。 

学校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使之贯穿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建设

等人才培养过程。学校设立专项教学改革经费，将教学改革研究列入教学单位年度考核

要求，将教学改革成果纳入教师岗位考核、职称评定、评奖评优指标。学校近几年来每

年批准一批校级教改重点项目，批准两批教研教改一般项目和课程思政专项研究项目。

2021 年，新增省级本科教研项目 38 项，批准校级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一般项目立

项 41 项、结题 7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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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培养能力 

4.1 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 

学校立足自身的历史积淀，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从自身发展实际出发，确

定办学定位。 

办学类型定位：地方应用型大学；办学层次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适度发展高职

教育、继续教育和中外合作教育，积极争取举办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

位：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具有优良品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

应用能力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服务面向定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行业企

业需求，面向一线、面向基层。 

基于办学定位，学校把“坚持德育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观，培养适应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具有优良品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作为人才培养总目标。 

依据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总目标，确定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包括专业人才应

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服务面向及培养类型等。各专业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在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并根据国家专业标准的要求，结合学科专业发展实际和社会经

济发展要求，适时调整专业培养目标。 

4.2 专业生师比 

学校有本科教师 827 人(包括外聘教师 47 人，折合 24 人)，生师比为 12.18:1。其中，

日语、朝鲜语、市场营销、种子科学与工程、汉语言文学（师范类）5 个本科专业生师

比偏低（不含停招专业），低于全校生师比；汉语国际教育（师范类）、工程管理、土

木工程、财务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动物科学、动物医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护理学专业生师比略偏高（不含停招专业）。学校各专业教师

能够支撑专业教学。 

4.3 实践教学 

学校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由专业实践课程和其他实践环节构成，

其中专业实践课程包括课内实验与实训、综合实验与实训、课程实习与实训、课程设计

（论文）、毕业综合训练等，其他实践环节包括创新创业实践、社会实践、军事训练等。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各专业实践环节学分要求为，理工农医类不低于总学分的 25%

（不含课内实验与实训学分），文经管艺类和师范类不低于总学分的 20%（不含课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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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与实训学分）。实践教学环节体系的构建把对学生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贯穿于

人才培养全过程。 

学校建立与行业标准和岗位要求相适应的实践课程标准，组织各专业对照人才培养

方案中的实践环节编写《实践教学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中要求体现实践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并提出实施要点必须满足四个方面：课程内容的组织必须“以职业活动的

工作过程”为依据；教学方法必须以行动为导向；实践环节考核必须以能力考核为本位；

实践环节安排必须与基地建设密切结合。各专业根据《实践教学实施方案》和课程教学

大纲组织实验、实训、实习等课程教学。近三年全校基础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开设实验

课、开展教学实验项目、实验教学人时数逐年增加。 

学校积极开展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活动，努力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需求

无缝对接。通过实习实训基地共建、订单式培养、产业学院建设等方式，引入企业资金

共建实训基地，共建成大学生校外国家级实践基地 1 个、省级 13 个、校级 170 个，校

内实习实践基地 7 个，产业学院省级 2 个、校级 2 个，各专业学生在校累计实习实训全

部达到一年以上，毕业设计选题来自生产实践的比例逐年提高。 

4.4 创新创业 

学校秉承校训精神，以培养学生“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创业精神”为主线，将创新创业教育贯彻于人才培养全过程。所有专业在人才培养方

案中统一设置 4 学分的“创新创业就业基础”通识课，设置《创业就业指导》和《创新

基础》两门课程，课程教学改革与运行由二级教学单位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制定与实施。 

学校以创新创业试点专业、创新创业系列课程和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为平台，以

创新创业教学团队、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为抓手，

以项目、竞赛、第二课堂活动、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服

务平台网站建设为推动，在各专业实验室下增设创新实验室，投入实验室开放管理专项

经费，组织教师自行研发教学仪器项目，形成教师自主设备研发、校企合作研究、纵向

科学研究三个层面创新项目带动机制，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创造和创意能

力，普及学生的创业意识和知识，逐步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努力培养会创新、能

创造、懂创业的应用技术人才。 

2021-2022 学年度，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互联网+、挑战杯等省部级以上创新创业竞赛

103 项，获奖人数共计 1273 人次。其中，国家级一等奖 3 人、二等奖 16 人、三等奖 34

人；省级特等奖 5 人、一等奖 279 人、二等奖 437 人、三等奖 499 人，参与校级以上竞

赛的学生达到 9000 余人。学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共计 652 项，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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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项目 60 项，省级项目 120 项，校级项目 472 项。学校先后获批国家大学生 KAB 创

业教育基地、省级创业教育示范学校和省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形成“两服务、三特

色、四模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辽东学院 2021-2022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14– 

5 质量保障体系 

5.1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秉持“兜底线、强规范、树典型”的工作思路和“全

员参与、整体监控、常态管理、有效评价、持续改进”的工作理念，不断完善发展性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校、院二级管理联动，校、院（部）、系（室）三

级主体协同，监控、评价、反馈改进三条主线发力，具有“全员性、整体性、常态化、

闭环式、改进型”五大特点的“发展性教学质量保障模式”，详见图 5.1。 

 

图 5.1 辽东学院发展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示意图 

5.2 质量监控与评价 

对标新一轮评估要求，国家对学生、教师、课堂、课程、教材、专业、学校的评价

有了新要求，为此学校本年度修订完善了《辽东学院教学质量保障工作条例》、《辽东

学院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实施办法》、《辽东学院本科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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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信息反馈改进工作实施办法》等四个主要质量管理办法，

并在现有评价机制基础上，形成了《辽东学院课堂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工作管理办法》、

《辽东学院教师评学工作管理办法》、《辽东学院学生评教工作管理办法》三个管理办

法及《辽东学院关于组建学生信息员队伍的规定》，形成了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持

续改进的质量保障机制，建成了“目标决策—质量标准—运行监控—评价反馈—结果运

用—持续改进—目标决策”的质量监控闭环，引导全体教师对标找差距，打造“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的质量文化氛围，形成学校不断超越自我的内生动力。 

为强化质量监控评价闭环管理，学校以推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四项检查、三项督导

及质量评价工作为抓手，在持续整改及闭环式管理上下功夫，实现了每学期教师听评课

全覆盖。 

（1）学校领导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定期召开党委会、校长办公会，讨论教育教学

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质量保障等人才培养中心工作。学校注重制度体系建设，

2022 年全面修订了辽东学院质量保障相关制度。学校组建了专职督导员队伍，现有专职

督导员 22 人（教授 3 人，副教授 19 人）。每学期定期开展“四项检查”、“三项督导”

工作，并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简报》及教学工作会议的形式进行反馈，督促相关教

学单位进行整改，形成了监控、评价、反馈、整改的闭环式管理。 

（2）督教。学校主要通过领导听看课、专职督导员听看课和学生评教进行课堂教

学督导。2021-2022 学年度校级领导听评课 98 学时，二级教学单位处级干部听评课 652

学时；本学年度专职督导员 22 人，两人一组听看课，共计完成听看课 1745 学时，实现

了每学期听看课教师全覆盖；学校每学期组织全校学生对授课教师的授课水平进行评价，

2021-2022 学年学生评教平均分数为 94.16 分。 

（3）督学。学校每学期通过班级督学日志形式实现督学全覆盖，班级干部负责记

录每天上课基本情况，辅导员定期检查督学日志，各学院每学期将督学汇总表上传校内

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价系统。学校要求辅导员对所负责的班级进行听看课，每学期每班听

看课不少于2学时，全面了解监控学生的学习状况。每学期组织全体授课教师进行评学，

2021-2022 学年教师评学平均分数为 90.52 分。 

（4）督管。学校每学期进行期初、期中、期末和日常抽查等四项教学检查。期初

教学检查重点检查教学准备及上学期试卷质量，期中教学检查重点检查教学进度及运行

情况，期末教学检查主要检查实践周教学运行及期末考试情况。根据专职督导员四项检

查及听看课发现的问题形成相关反馈意见，及时向各教学单位和教学管理部门进行反馈

并督促整改，学校层面持续跟踪改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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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生学习效果 

6.1 学风建设与效果 

学校不断完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和办法，2021 年学校制定了《辽东学院校长奖学金

评选办法（试行）》，同时修订了《辽东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规定(修订) 》，进一步规

范了学生奖惩制度，确保学生学风建设的保障力。通过加强教师队伍、辅导员队伍和学

生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学生学风建设的影响力；通过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诚实守信教育，提升了学生学风建设的向心力；通过有效实施思想引领、

“优良学风班”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增强了学

生学风建设的感染力；通过对学生考风考纪教育督导、学生评奖评优资助激励及学业警

示教育，提升了学风建设的有效力。 

学风建设效果，透过图书馆相关数据可窥得一斑。2021 年学生电子资源访问量

13010856 次，电子资源下载量 351410 次。读书学习成为一种校园风气，学生学业成绩

不断提升，考研比例连年提高，显示出学生追求学业进步，提高学业层次的良好风气。 

6.2 学业成绩与表现 

近几年，学校本科学生毕业率保持在 90%以上，2022 年为 98.59%；学位授予率保

持在 90%以上，2022 年为 98.17%。2021-2022 学年度，获得各级各类奖学金的本科学生

为 2872 人，占学生总数 18.81%。 

2021-2022 年度，全校有 52 个本科生班级获得“优良学风班”荣誉称号，学生学习

满意度为 90.52%，学生总体学习气氛较好；近三年学生体能保持稳定，学生体质测试

达标率均在 90%以上，本年度为 94.54%；学生踊跃参加学校开展的文化艺术活动，学

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不断提高；志愿者累计登记 4050 人，志愿服务 10000 多人次，

学生投身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意识不断增强。 

6.3 就业单位评价 

学校重视毕业生跟踪调查工作，每年定期开展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工作。根据第三

方出具的学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情况，2021-2022 年度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满意度

为 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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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色发展 

7.1 强化专业建设，着力实施专业质量提升工程 

为规范专业设置、建设和评估工作，努力构建有利于学生成长、有效服务于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促进专业内涵建设的专业评价体系，提高专业建设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学校对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制

定了最新《辽东学院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设立了专业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师

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教学建设与改革、学生发展、质量保障、特色项目七个一级

指标与二十四个二级指标的专业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并依据评价体系，组织开展一流专

业建设检查、评审、评价、整改工作和专业特色化发展建设评估和建设经验交流活动。 

与此同时，学校以项目为引领持续推进“四新”建设。 

学校以教育部新农科教学改革项目“新农科背景下‘1+2+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的创新实践”为牵引，成立新农科建设教学团队，对接地方龙头农业企业，开展新农科

实验班教学模式改革，实施校企共建新农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构建“种子科学与工程专

业”虚拟仿真实验课程体系，建设“作物栽培学”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新农科改革建设

成果“新农科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振兴+产业振兴’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获

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学校以省新文科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探索与实践”为带动，将地

域红色文化特色有机融入育人体系，多途径培育师范生教育信仰，厚植为党育才、为国

育人的教育情怀，项目研究实践成果“理论引领，模式创新，区域协同——地方高校教

师专业能力发展的有效探索与实践”获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学校以新医科教学改革为引领，以服务区域发展为目标，组织开展“护理学专业母

婴护理化教学实践与探索”和“大健康背景下护理学专业老年照护化教学实施路径研究”

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四新”建设已成为带动全校专业内涵提升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为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各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做优做强教育工作，

学校 2015 年起开始启动专业认证工作，本年度，以认证为导向全面开展的专业建设工

作取得了丰厚的硕果：学校率先申请开展工程教育认证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在继

被评为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的基础上，在今年 10 月完成了工程教育认证的线上考查

工作；“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英语”、“数学与应用数学”等师范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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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学校自主考试资格，“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两个专业也于今年 10 月完成了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的线上考查工作。 

学校的认证工作，聚力“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努力形成全校认证共

识和质量文化,突出专业自查、自评和整改建设，加大专业软硬资源建设、师资引进培养，

带动了学校总体办学水平提升。 

7.2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助力学生多元成长 

学校紧跟国家、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落

实新一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全面实施“以评估理念引

领改革、以评估举措落实改革、以评估标准检验改革”，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构建以个性化培养、多元化发展为特征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本年度，为适应最新人才培养需要，学校出台了最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

管理办法”，组织开展 2022 版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重视“五育并举”，体

现“产出导向”，深化校企合作，优化课程设置，坚持分类指导，突出精准施策，设计

师范类认证专业、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和其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三种基本范式，供不同专

业对号选用。  

为适应新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新要求，2022 年 1 月，学校组织制定了《全日制本

科生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全日制本科生辅修微专业管理办法》，充分利用多学

科并存的综合性大学办学优势，遴选出 17 个辅修学士学位专业及 17 个微专业，组织开

展辅修专业和微专业，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求知和发展需要，培养跨领域复合型人

才，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为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学校从 2019 年开始启动创新

实验班教学模式改革工作，三年来，创新实验班从原来的高年级选拔到现如今的一年级

申报和三年级选拔并行，已打造出了一支全身心投入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骨干教师队伍，

培养出一批具有较强创新实践能力的优秀学生典范，“机械创新设计”实验班教学模式

改革研究获批省“新工科”项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教学模式改革成果

“以能力为中心，计算机科学“一体三段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也获得了省

教学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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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需要解决的问题 

8.1 师资队伍结构需进一步优化 

学校中青年教师比例偏低，教师发展后备力量略显不足，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仍需提

高，高层次人才和教师团队比较缺乏。 

（1）45 周岁以下本科专任教师 373人（不含外聘教师），占比 46.45%，师资年龄

结构上行，青年教师引进数量仍有不足。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20 人，占比

14.94%，受制于丹东特殊的区位和发展的影响，对优秀人才吸引力相对不足，也承受着

优秀人才外流的压力。 

（2）学校学科专业整合及教学、科研团队建设还不够完善，团队合作和学科、专

业交叉融合的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3）学校个别专业生师比存在偏高或偏低等不均衡情况，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调整。 

学校不断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实施优秀人才引进工程，引进教学工作急需的博士、

硕士研究生；制定《辽东学院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国

内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博士研究生和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

结构不断改善。学校不断完善教学、科研团队机制建设和优秀人才奖励培养制度，组建

跨学科高水平特色研究院，鼓励和支持教授、博士等高级人才跨学科搭建团队，促进团

队培养。 

8.2 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进一步深化 

学校已经形成了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但个别专业内涵建设需进一步深化，课堂教

学改革需进一步深入，校企合作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1）个别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采取的方式方法等还不能很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要求，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

考试方式等的改革成效还不够好。 

（2）校企合作数量较多，合作形式以共享现有教学资源为主，吸引企业投入资金

数量较少，校企共建教学资源力度较弱。存在人才联合培养力度不够、专业群与产业链

结合不够紧密、校企共同开发课程及教材较少等问题。 

学校注重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在校内评估评价制度化、监

控常态化基础上，积极参与专业认证，通过第三方认证提升专业的内涵建设水平。坚持

“学生中心、问题导向、持续改进”的基本原则，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不断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过程与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契合。建立更加畅通



辽东学院 2021-2022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0– 

的校、企、地沟通渠道，继续探索多样化合作方式，积极对接行业企业工程师现场指导

学生实践，指导学生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和创新设计，不断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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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表（2021-2022） 

普通高等学校 2021-2022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表 

学校代码：11779                        学校名称：辽东学院 

1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68.34% 

2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数 10069 

3     其中：专升本学生数 1791 

4           中职升本学生数 720 

5 教师总数 827 

6 专任教师数 601 

7 生师比 12.18：1 

8 教授总数 109 

9 教授所占比例 13.57% 

1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所占比例 14.94% 

11 45周岁以下中青年教师所占比例 46.45% 

12 具有行业经历教学所占比例 12.70% 

13 高层次人才教师所占比例 1.87% 

14 本科专业总数 51 

15 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 37 

16 当年新增本科专业数 0 

17 当年停招本科专业数 2 

18 当年撤销本科专业数 0 

19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万元） 1.57 

20 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万元） 1180.79 

21 生均图书（册） 122.81 

22 电子图书数（册） 579719 

23 电子期刊数（种） 163130 

24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平方米）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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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均实验室面积（平方米） 9.67 

26 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元） 2172.00 

27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万元） 769.00 

28 生均本科实验经费（元） 150.00 

29 生均本科实习经费（元） 192.00 

30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门） 2596 

31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哲学 0.00% 

经济学 37.57% 

法学 0.00% 

教育学 39.39% 

文学 40.57% 

历史学 0.00% 

理学 40.97% 

工学 44.44% 

农学 42.61% 

医学 39.40% 

管理学 39.39% 

艺术学 50.49% 

32 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哲学 0.00% 

经济学 22.61% 

法学 0.00% 

教育学 22.88% 

文学 26.26% 

历史学 0.00% 

理学 18.22% 

工学 21.02% 

农学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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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12.30% 

管理学 22.88% 

艺术学 23.35% 

33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 100.00% 

34 教授讲授的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15.42% 

35 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数量（校级以上） 191 

36 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98.59% 

37 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98.17% 

38 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 87.97% 

39 体质测试达标率 94.54% 

40 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结果（满意所占比例） 90.52% 

4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结果（满意所占比例） 88.75% 

 注：格式已固定，请不要删除行或调整行的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