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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质量新标准背景下的地方高校行政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途径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最近，国家教育部制定了新的专业教学质量标准，本人根据“专业教

学质量新标准”，针对当前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从“培养目标、教学方法与手段、课程

体系、管理制度与评估方式”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证，以寻求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模式改革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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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国已进入

了新的发展时期。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国家制定实施

了一系列发展战略：“中国制造”、“互联网+”等重大战

略。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注入了新动力，

从科学发现到转化成技术或产品的时间不断缩短，知

识更新和新知识产生的速度不断加快，这些发展和变

化对现代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支撑快

速发展的新经济，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高等教育必

须进行全面、深刻的改革和创新。在这种背景下，教育

部于2018年2月1日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专业教学质量新标

准）。
1.“专业教学质量新标准”三大原则。新的专业教

学质量新标准遵循三大基本原则：一是突出学生中

心。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创新形式、改革

教法、强化实践，推动本科教学从“教得好”向“学得

好”转变。二是突出产出导向。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科学合理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人才培养方

案，优化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切实提高人才培养

的目标达成度、社会适应度、条件保障度、质保有效度

和结果满意度。三是突出持续改进。强调教学工作要

建立学校质量保障体系，要把常态监测与定期评估有

机结合起来，及时评价、及时反馈、持续改进，推动人

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2.“专业教学质量新标准”三大特点。新的专业教

学质量新标准有三大特点，一是既有“规矩”又有“空

间”。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既有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

作。所谓“规定动作”就是对各专业提出统一要求、保
障基本质量。所谓“自选动作”就是为各专业人才培养

特色留有足够拓展空间，形象地说就是“保底不封

顶”。二是既有“底线”又有“目标”。既对各专业提出教

学基本要求，也就是“兜底线、保合格”，同时又对提升

质量提出前瞻性要求，也就是“追求卓越”；三是既有

“定性”又有“定量”。既对各专业类标准提出定性要

求，同时注重量化指标，做到可比较、可核查。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关于专业教学质量标准研究。近些年来，学术界

开始关注专业教学质量标准的研究，出现一定的成

果，但大多集中在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学质量标准的研

究，一般普通高校的专业教学质量标准研究较少，没

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成熟的框架。如李静和、程
勃、丁彦礼、熊彬等（2018）以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

学院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为例，将国家地勘行业转型

需求、广西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和本校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教学改革真正结合起来，构建适合地区时代经济

发展的专业教学质量标准。刘志成、王咏梅、刘莹

（2012）等以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针对专业教

学质量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存在的原因，提出了解决

的方法。同时，介绍了专业教学标准的构建过程和方

法。黄彬、陈毅华、陈想平、邹晓平（2013）提出专业教

学质量标准既有“教”的质量标准，也有“学”的质量标

准，教的标准是对教师的规范要求，“学的标准”是学

生应然的学习结果，学习效果是专业质量评估的最重

要部分，离开学生的学习效果谈质量标准和评估很有

可能没有实际意义。
2.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长期以来，行

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

注，并涌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宝贵意见。如：文显平（2012）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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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科院校的性质，提出工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人

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方向：面向社会需要，培养社会需

要的管理人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学方法；改

革教学体系及课程内容，使之科学合理；注重实践教

学环节，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从自身实际出

发，发挥优势，突出自身特色形成。钞鹏（2012）提出：

从整体来看，民族类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应

该突出自身的民族特色，坚持走民族特色之路，应从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制定明确的培

养目标，并适应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已

有的研究成果为“专业教学质量新标准”背景下的地

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有益的

理论探索，为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出了

很多有益措施与建议。但总体来说，还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不足：（1）针对“专业教学质量新标准”背景下的

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理论研究

很少，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体系；（2）已有研究缺乏将

“专业教学质量新标准”与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3）已有研究缺少“专业

教学质量新标准”背景下的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成果。
本文以“专业教学质量新标准”背景，结合新时期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

与手段、课程体系、管理制度与评估方式等方面入手，

对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

践进行研究，并形成系统性研究体系及理论与实践成

果，并为地方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做有益尝

试。
三、现有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对照国家最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现有的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

培养模式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专业定位不清，培养目标模糊。《公共管理类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指出：“公共管理类专业应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行政管理专业在我国发展的时间并

不长，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发展成熟、
积累深厚的一些专业相比，也属于一门“新兴专业”。
当前，从整体来看，地方高校自身优势专业都经过来

长时间的发展，专业积累厚实，优势特色十分明显，其

专业目标相对明确，相比行政管理专业，其专业定位

更加清晰。而相比较而言，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设置较为宽泛，大部分地方高校将其人才培养目标

设定为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相关

工作的专门人才。而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结合不

紧密，没有突出社会需要，缺少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

板块。
2. 培养方案滞后，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不完善。

《公共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指出：“公共管

理类专业总学分应控制在140—160学分之间，其中理

论课程学分数不高于总学分数的85%，实践课程学分

数不低于总学分数的15%。课程体系包含理论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通识类课程、专业类课程；实践课

程：实验实训、专业实习、社会实践与创新创业训练、
毕业论文（设计）。”从行政管理专业自身特征来看，该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方法与课程体系，应突出理

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总体体现社会需要、政治性强、实
践性能力突出等。根据相关调研，我国大部分地方高

校行政管理专业大多只满足其中部分原则，理论学时

偏多，而实践学时大大低于新标准；授课方在日常的

授课当中，大多数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式，而且考核方

式老旧和单一。培养方案没有跳出传统模式，重理论

轻实践现象十分明显；在教学方法上，传统填鸭式教

学方法占主导地位。
3.与“四为服务”结合不够，与时代发展脱节。《公

共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指出：“公共管理类

是以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为导向。”同时，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同志对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

指示，提出高等教育要做好“四为服务”，指出了我们

高等教育的职责与功能，为我们高校各专业的发展与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指明了方向。从当前我们一些地方

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来看，其教学内容与社会经

济发展结合不够，无法体现面对“四为服务”要求和新

的社会与经济变化，其人才培养模式不能融入地方经

济产业发展的核心需求和核心地带。因此，为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适应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地方高校

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应突出时代性和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
四、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模式改革实现途径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对照“专业教学质量新标

准”，探索科研院所、高校、相关政企事业单位三方联

动的“行业学院”培养人才的新模式、新机制，开展专

业课程组织模式变革，推进行政管理专业向服务地方

经济建设延伸，并将科教融合、产学融合、校企合作的

协同育人机制应用于人才培养，探索行政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方向。其主要实现途径为：培养

目标、教学方法与手段、课程体系、管理制度与评估方

式等四个方面。
1.培养目标改革。从本质上讲，人才培养目标是一

个专业人才模式的顶层设计，总揽全局，它的确定直

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因而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根据国家

《新的专业教学质量新标准》提出的三大基本原则：一

是突出学生中心，二是突出产出导向，三是突出持续

改进。第一，从宏观层面上，就要关注学生的需求，坚

持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第二，以专业培养方向与目标与社会需求为导向，强

调产出效应，将行政管理专业与本校优势、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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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Way of Reforming the Personnel Training Model of Local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Quality

TANG Chong-zhe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Communication,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social economy,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recently

formulated the new professional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and according to the "new professional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I put forward the argument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raining goal,teaching method and means,curriculum

system,management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local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training model.To seek a new way to reform the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 training mode.

Key words: professional teaching quality;the training model of talents;the path to reform

结合起来，突出自己特色，培养更多合格人才；第三，

建立健全本专业的发展考评体系，自我评估，分析人

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

持续改进方案，为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

优化打下基础和做好铺垫。
2.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根据国家《专业教学质量

新标准》提出的三原则和构建探索科研院所、高校、相
关企业三方联动的“行业学院”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对

现有教学方法与手段的不足进行分析，依照《专业教

学质量新标准》的要求，强化教学方法改革，突出教学

手段的进一步完善。其目的就是使学生以最快速度领

会和吸收所学知识，并做到知行结合，提高教学效率

与效果，高质量地完成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具体来

说：首先，依托信息技术，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调

整，对现有的教学手段进行改进，将传统教学方法和

手段中的可用之处与当前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将理

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教学中实现模拟和仿真，不断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其次，

突破传统，在课堂教学中，以参与式教学方法为主体，

让学生参与课程教学的每一个阶段，参与理论教学和

实践教学，改变过去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还有就

是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将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指导

与专业理论、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实现理论、实践教学

与学生创新创业培养三位一体。
3.课程体系设计。根据国家《专业教学质量新标

准》提出的三原则、三大特点及新的行政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总体目标，针对现有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如何实现课程体系的优化？第一，强化与兄弟院校

的合作，进行外出实地调研，强化与往届毕业生、在校

生及用人单位的联系，了解本专业的实际情况，了解

学生和用人单位意愿，从学生、用人的单位出发，突出

需求导向，制定培养方案的基本原则和整体思路。第

二，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对所有课程进行有效调整，

实现课程体系最优化，同时突出地方特色，适当增加

一些地方民族特色的课程，与地方社会经济特点相结

合。第三，强化理论学时与实践学时的有效融合，在理

论教学课时中增加实践课时，形成交叉与合理搭配，

将专业课程设计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结合起

来。
4.管理制度与评估方式改革。随着社会竞争日趋

激烈，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

进步。据我国国家相关规定，现阶段各高校要“严格教

学管理，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改进高校教学评

估”。同时，根据国家《专业教学质量新标准》提出的三

原则、三大特点及新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总体目

标。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科学、实时的专业管理制度，

对强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科学指导。其新的管理制度

重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监

管、方案实施的监管、专业教学过程的监管、学生毕业

后情况追踪等。另外，评估方式的改革，重点强调第三

方评估、用人单位评估、上级评估和自我评估，建立四

位一体的评估新模式。其主要评估内容有：一是学生

综合素质评估；二是学生就业质量的评价；三是专业

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评价；四是学生用人单

位的意见反馈；五是方案实施前后的人才培养质量对

比分析；六是教育部相关机构的专业合格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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