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电学院任期目标（2012-2015 年）完成情况工作总
结
一、任期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任期目标责任书》要求学院完成的主要指标共 26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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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院举措及经验
对已完成和基本完成的指标来看，一是学院高度重视教学工
作和青年教师队伍建设，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教育教学理
念的更新。二是学院修订了奖励办法，重点向教学工作和青年教
师倾斜。三是通过“传帮带”和“青年教师成才助力计划”强化
培养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提升工作。四是 2012 年
以来通过不断对基层学术组织调整优化，进一步理顺和提高了基
层学术组织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效率。五是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同心
同德、团结努力。
三、未完成指标及原因分析
1、留学生规模：主要是学校地处徐州，吸引留学生困难，同
时学院主动走出去也不够。
2、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我院王香婷老师于 2009 年已获得一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于 2013 年再获得一项江苏省教学成
果二等奖，由于前后时间间隔短，同一人再次冲击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难度很大；另一方面，目前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政策较以
往有较大调整，评选难度加大，学院具有冲击潜力的教学成果也
正在以教育部最新政策为标准做好各种改进、积累、整合等工作。
此外，校内竞争也非常激烈。

3、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是难度太大，再加上具有冲击国家
级教学名师潜力的教师即将退休，后备具有冲击潜力的教师尚未
成长起来。校内竞争也很激烈，总的来说，这方面我们学院还是
有一定基础的。
4、优秀博士论文：目前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只有 1 篇，还差
一篇，主要原因学生比较浮躁，导师重视不太够，学生论文质量
也有待提高。
5、科研经费总数：主要是横向科研经费明显下滑，这里有行
业不景气的因素，也有教授公司独立承担科研项目实际分流的因
素，也有科研政策调整的因素。
6、SCI/SSCI 论文：主要是前些年重视不够起步晚的原因，
也有工科学科主要是电气信息学科发表 SCI 文章本身就困难的
原因。这些年学院已经在进步，但进步幅度还有待提升。
7、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主要是校内竞争激烈，学院也努
力整合申报，虽通过努力但尚未成功，今后的难度很大。
8、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省部级创新团队：这些年学院做了大量工作，也连续两年申
报了长江学者。主要是目前这批师资队伍还缺乏真正的领军人才，
成长还不够快。
四、其他重要指标完成情况
1、学院荣获 2012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一等奖，2013 年
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二等奖，2014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一等
奖，2011-2012 年度、2013-2014 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荣誉。
2、学院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于 2012 年通过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验收，并被评为优秀。

3、学院专业满足率达 99.07%，获新生奖学金比例达 22.04%。
4、学院有国家级“卓越工程师计划”1 个，国家级“专业
综合改革”项目 1 项，江苏省“十二五”重点专业 2 个，江苏省
品牌专业 1 个，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建设”2 项。
5、学院有“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课题 1
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1 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13
项。
6、学院于 2013 年新上“江苏省煤矿电气与自动化工程重点
实验室”
。
7、学院申报“青蓝工程团队”1 个未成功。
8、学院具有一年以上海外经历教师 25 人，占学院教师
17.98%。
9、学院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1 人，江苏省特聘教授 1
人。
10、学院省部级及以上成果中党员比例为 81.25%。
11、学院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来的群众测评优良率为：
2012 年 94.17%，2013 年：
“严守纪律、民主决策”90.82%，
“建
章立制、规范管理”92.86%，
“推行公开、接受监督”89.80%。
五、学院任期内开展的特色工作及突出业绩
1、实施并逐步完善基层学术组织改革：成立了学院教学实
验中心，建立了按专业建立教学实验机构，按学科设立党支部的
学院学术治理框架。同时配备了学院基层学术组织负责人，把一
批想干事有干劲的年轻人充实到学院治学的队伍。
2、申报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并参加答辩，
最终获批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建设项目。
3、探究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院“3X+1”的人才培养机制：

已初步形成“3X+1”人才培养理念，并根据相应要求制定出了
2016 版培养方案，目前正在撰写与之配套的各类课程教学大纲
等基础材料。
4、学院新建了“中国矿业大学-南瑞继保研发中心”
、
“中国
矿业大学—新唐科技（股份）公司：马达控制实验室”等校企合
作联合实验室 6 个；新建了“南京弘毅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基地”、
等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 18 个。
5、继续大力支持、开展学院传统特色工作：大学生科技创
新活动，在全校保持领先优势。
六、学院获得的其他荣誉
除以上任期指标内容外，学院还获得以下荣誉：
1、人才培养
2013 年校教学评估获全校第一名。
（1）
“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 1 部，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
材 1 部，
“十二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 3 项。
（2）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工学课程教学竞赛特等奖 1
项。
（3）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路、信号与系统、电磁场课
程教学竞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4）全国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竞赛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3 项。
（5）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学成果（课件）比赛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6）全国优秀实验教学案例评比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
三等奖 4 项。
（7）全国高等学校自制教学仪器设备评比二等奖 1 项。

（8）全国高校电子信息实践创新作品评选一等奖 1 项，二
等奖 1 项。
（9）煤炭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
（10）江苏省微课比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
（11）江苏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
（12）江苏省优秀多媒体教学课件遴选建设二等奖 1 项。
（13）华东地区优秀出版物二等奖 1 项。
（14）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课题立项项目国家级 3 项、省级
4 项、校级 41 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校级 4
项。
2、科学研究
（1）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子课题 7 项，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子课题 1 项，
“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 2 项，与波兰合作的国际项目 1 项。
（2）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9 项，省部级基金项目 45
项。
（3）
校市级科研奖 3 项，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科研奖 14 项。
3、师资队伍建设
（1）国家“青年千人计划”1 人，“333”人才培养工程第
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各 1 人，
“六大人才高峰”1 人，
“青蓝工程”
1 人，甘肃“飞天学者特聘计划”讲座教授 1 人。
（2）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申报 1 人。
（3）2 名教师入选校级教学名师培育计划；1 名教师获全校
唯一的校级教学突出贡献奖，1 名教师获教学贡献奖，1 名教师

获教学新秀奖（全校总共评 10 名教师，
学院就有 3 名教师获奖）
。
（4）1 名教师获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4、大学生科技创新
（1）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和创业计划大
赛：国家级一级甲等项目一等奖 1 项。
（2）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1 项。
（3）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国家级二等奖 1 项，三等
奖 2 项。
（4）其他全国大学生各类竞赛（全国机器人大赛、全国大
学生“西门子杯”工业自动化挑战赛、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全
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
：全国一等奖 55 项，二等奖 36 项，三等
奖 31 项。
（5）省级大学生各类竞赛：一等奖 13 项，二等奖 17 项，
三等奖 12 项。
（6）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立项 31 项，省级立
项 15 项。
七、今后学院工作方向
1、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的综合改革方案，结合学院综合改革思
路，进一步理顺学院各级各类机构、组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进一步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切实重视教学工作，真正按照教育规
律开展育人和组织教学，进一步激发全体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工作
效率。充分发挥每一位教师潜能，鼓励每一位教师潜心教学、潜
心科研、潜心育人。
2、进一步优化和科学制定教师岗位职责，强化每一位教师的
岗位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教师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重点强化
青年教师的培养和考核。

八、需要学校提供条件及政策
1、对申请或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
研团队、教学名师、各类高水平高层次人才等，建议学校要有的
放矢，应从学校层面调查摸底、统筹规划、加强整合、全校上下
系统培育和培养，而不要仅仅依靠教师本人和基层单位的努力，
必须要加大相关工作的力度。上述工作是全校的事，而不仅仅是
教师和基层单位的事。从而提高相关工作的成功率。
2、建议学校统筹学校学科建设规划和重点，尤其在煤炭行业
总体负面的情况下，除继续保持学校学科行业特色外，要加大力
度对一些优势学科进行重点支持，扩大学校优势学科的面，提升
水平，在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建设等方面要有明确且有效
的政策支持。
3、建议学校进一步研究制定更加科学且鼓励教师发挥特长易
操作易考核的教师岗位职责和年度任期聘任考核办法、进一步研
究鼓励各类优秀教师的职务职称晋升办法、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希
望有一套系统长期有效并且能顾及到每一位教师的方案。
4、建议学校进一步理顺和明确各级部门的管理职责，实施清
单管理、明确工作流程、工作时限，清单外工作要重心下移工作
下移。真正提高工作效率。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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