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职业学院关于开展学生全面发展诊改（说学情）

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 

改进指导方案（试行）》和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方案》的精神要求，确保学生全面发展诊断与改

进工作取得实效，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开展“说学情”

竞赛活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对象 

全校专职辅导员 

二、活动方式 

现场陈述、PPT 展示、现场提问等 3个环节。各学院集中时间开

展初赛，初赛必须覆盖所有专职辅导员。 

三、活动时间 

1.院级学生全面发展诊改（说学情）竞赛时间：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7 日。 

2.校级学生全面发展诊改（说学情）竞赛时间：2018 年 12 月 27

日。 

四、活动内容 

学生全面发展诊改（说学情） 以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和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即 2017 年度）为第一时间段，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和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即 2018 年度）为第二

时间段，根据《长江职业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

对照学生全面发展保证等，结合班级学生实际情况（包括学生发展目

标、学生发展标准、学生发展方案、学生发展规划、学生发展任务、

诊改方法、诊断意见、改进措施、改进效果等），从说班级学情，找

问题，定措施，话成效四方面进行。 

1.说班级。提示：对照《长江职业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 

设与运行实施方案》“附件一”中“诊断项目：6 诊改制度与运行的 

指标点说这一时间段内班级建设的情况。 

2.找问题。提示：对照学生全面发展规划、学生发展方案、学生

发展规划、学生发展目标、学生发展任务等，结合班级建设情况，确

定诊改方法，查找问题。 

3.定措施。提示：根据找到的问题，拿出诊断意见，制定切 

实可行的班级建设诊改措施（不得少于 3 项）。 

4.话成效。提示：根据执行时间段（一）内所制定的诊改措 

施，在这一时间段内学生全面发展建设的改进成效。 

五、活动结果 

校级学生全面发展诊改（说学情）竞赛活动结果设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 名；该结果作为各学院年终绩效考核、专职辅

导员年度考核、职称评定、岗位定级重要参考依据。 

六、活动要求 

1．各院部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全面负责组织实施本院部学



生全面发展诊断（说学情）竞赛活动。 

2.为确保说学情竞赛活动的高质有效，各院部要制定**学院说学

情竞赛活动实施方案并于 12 月 10日前报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

改进工作办公室备案，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办公室将根

据活动安排组织相关人员在竞赛活动当日前往各院部指导；各院部要

在院级竞赛活动完成后，编辑新闻（附图片），于 12 月 24 日前上

报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办公室。 

3.联系人：黄晶，联系电话：87170178。 

 

 

 

 

 

 

 

 

 

 

 

附件 1: 长江职业学院 2018 年辅导员“说学情”大赛评分细则 

附件 2：长江职业学院 2018 年辅导员“说学情”决赛实施方案 

附件 3： **学院 2018 年辅导员“说学情”大赛实施方案 

 

 



附件 1： 

长江职业学院辅导员“说学情”决赛评分表 

选手：                   序号：                   总分： 

 

附件 2： 

评审维度 评审要点 分值  得分 

说现状 

1.对照《长江职业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
方案》“附件一”中“诊断项目：6 学生全面发展诊断的
指标点，从学生发展标准、学生发展方案、学生发展规划、
学生发展目标、学生发展任务等方面说班级情况。 
2.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和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
（即 2017 年度）述说班级情况相对 2017-2018 学年第二
学期和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即 2018 年度）述说班
级情况在竞赛时可稍简略。 
3.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和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
（即  2017 年度）述说班级情况占总分值的  40%，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和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即 
2018 年度）述说班级情况占总分值的 60%。 

10 

 

找问题 

1.结合班级现状，查找班级建设所客观存在的且通过努力
可以在下一周期得到解决的问题；问题不得少于 3 项。 
2.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和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
（即 2017 年度）查找问题相对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
和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即 2018 年度）查找问题在
竞赛时可稍简略。 
3.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和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
（即 2017 年度）查找问题占总分值的 40%，2017-2018 学
年第二学期和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即 2018 年度）
查找问题占总分值的 60%。 

20 

 

定措施 

1.根据查找得出的班级建设所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
行、有效的改进措施；措施不得少于 3 项。 
2.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和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
（即 2017 年度）制定措施相对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
和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即 2018 年度）制定措施在
竞赛时可稍简略。 
3.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和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
（即 2017 年度）制定措施占总分值的 40%，2017-2018 学
年第二学期和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即 2018 年度）
制定措施占总分值的 60%。 
 

30 

 

话成效 
基于改进措施，结合一段时间运行，描述改进成效。 

20  

答提问 
根据辅导员现场汇报，评审组成员随机指定该辅导员回答

（或以访谈形式）相关问题 
20  

                       合  计 
 

100  



长江职业学院 2018 年辅导员“说学情”决赛实施方案 

一、 活动对象 

各学院依据辅导员初赛环节结果，在 2018 年 12 月 19 日之前提

交参加决赛名单及选手初赛照片。确定各院系排名前 1-3的选手进入

决赛。各学院晋级名额分配如下： 

数据信息学院：3 人；机电汽车学院：3 人；电商物流学院：3 人；

建筑工程学院：3 人；财经旅游学院：3人；艺术设计学院 3 人； 

生物医药学院：1 人；音乐传媒学院：1人； 

二、活动方式 

1.学生全面发展诊改(说学情)竞赛活动，包括现场陈述、PPT 展

示、现场提问等 3个环节。 

2. 比赛要求均为真实班级案例，运用 PPT辅助介绍，时间为 10-15

分钟，现场提问 5-10 分钟。每超过或少于 1 分钟扣一分，以此类推。 

三、活动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18 年 12月 27日（周四）上午 9:30  

2.地点：南校区学术报告厅 

四、活动内容： 

1.班级及班主任基本情况； 

（1）班级基本情况：人数、性别、生源、家庭结构、班级发展理念； 

（2）辅导员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地址、政治面

貌、婚姻状况等、就读学校、所学专业、学位、简单经历、获得荣誉、

特长等 



2.班级学情分析； 

（1）班级班风、学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2）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 

（3）多半就问题具体的改进措施，列举 2-3 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现

象。 

3.对照学生全面发展规划、学生发展方案、学生发展规划、学生发展

目标、学生发展任务，辅导员在班集体建设、班级日常事务管理、履

行工作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和改进措施； 

（1）辅导员在班级管理中自己存在的问题 

（2）对问题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 

（3）有条理的说出具体做法或者对自己管理方法的改进措施 

（4）班级发展及学生发展改进策略总结。 

主要结合第二及第三部分的分析，对班级学生发展的整体状况

进行诊断，并制定促进班级学生发展的改进策略。 

4.总结凝炼班级建设成果与特色。总结这一时间段内学生全面发展建

设的改进成效。 

五、评分方式： 

1.评分标准按照辅导员“说学情”大赛评分细则执行。 
 

 

 

 

 

 

 

 

 



 

 

附件 3： 

**学院 2018 年辅导员“说学情”大赛实施方案 

一、 竞赛组织： 

**学院学生全面发展诊改保证小组（组长：*** 副组长：***

成员***、***、） 

 

二、 竞赛时间和地点 

1. 时间：2018年 12 月*日上（下）午*时 

2.地点：*** 

三、竞赛对象 

 **学院**专业、**专职辅导员老师 

序号 班级名称 专职辅导员 

1   

2   

 

四、 竞赛内容 

 

五、竞赛安排 

                            **学院学生全面发展保证工作小组 

                                  2018年 12 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