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合 作办学项 目

自评报告

项 目名称

办学单位

江 苏科技大学与澳大利 亚拉筹伯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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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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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基本情况

江苏科技大学是江苏省重点建设高校 ,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人 才
培养涵盖本 、硕 、博 ,拥 有管理科学与工程-级 学科博士点 ,在 教育部学位中心 ⒛12年 仝
国学科排名中并列全国第 47位 。
乐卓博大学 (原 名 :拉 筹伯大学 )是 澳大利亚排名靠前四星级大学 ,管 理 与商务学科
师资雄厚 ,商 科所在的人文学科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全球前 100位 ,MBA项 目位列 ∞ 全球
排名前 ⒛0位 、亚太地区第 14位 。
⒛03年 ,两 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经 教育部正式批准 ,联 合开展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培
养教育项 目。项 目以国际工商业为基本面向,中 澳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 ,仝 套引进乐卓博
大学商务专业 ⒛ 门课程资源 ;借 鉴其先进教育理念 、模式和教学方法 ,采 用英文授课 ,培
养通晓国际规则 、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
“
”
项 目 ⒛Og年 顺利通过江苏省教育厅的 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评估 ;⒛ 12年 通过教育部
中外合作办学延期 申报评估 ;⒛ 16年 ,项 日通过教育部屮外合作办学评估并完成延期 申报
工作 ,同 时入选首批 “江苏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示范性建设工租培育点 ”;⒛ 18年
凭借优质的合作办学成果 ,项 目成功通过培育点建设中期考核 。
二、学生培养
自 ⒛∝ 年首批招生 以来 ,中 澳合作办学项 日累计招收 15届 1354名 学生 ,已 培养毕业
生 868人 。项 目毕业生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 、复合的知识结构 、优 良的综合素质 ,并 在创新
创业、国际视野 、外语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9%,部 分学生进入
全球 500强 和国内知名企业以及政府部门从事商务与管理工作 ,其 中不乏成功创业的楷模与
服务社会的先锋 。⒛16年 到 ⒛19年 ,项 目考取研究生人数达 101人 ,升 学率接近 的%。
截止 2019年 12月 ,总 计有 455位 同学赴澳学习,占 学生总数的 ⒊%。 这些同学都能顺
利完成乐卓博大学的本科学习,并 得到乐卓博大学老师的广泛好评 。大部分学生能够继续留
澳攻读研究生学位 ,据 统计 ,考 取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等澳洲八大名校的研究生人数达
71人 。并有数以十计的毕业生 留在澳大利亚工作与生活。
三、师资队伍建设
精选教学骨干并设专项基金培训项 目师资,项 目所有专业课稆从教中方教师都有至少一
,

次海外培训经历 ,迄 ⒛19年 底 己有 %人 完成海外进修 (含 赴澳课程进修 50人 次 )。 目前
项 目教师团队 lO0%具 有海外经历 ,90%具 有博士学位 ,75%为 高级职称 ,项 目团队教学实力
较强、经验丰富,能 熟练运用双语教学 。⒛ 19年 ,新 增 4人 完成海外进修 ,新 增 3人 完成
赴澳课程 ;8名 乐卓博大学教师驻校教授 8门 专业核心课程 ,我 校 5名 教师全程助教 ,中 外
教师合作授课 ,相 辅相成 ,提 高了教学水平 、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化教学视野 。
,

四、教学组织
依据联合管理委员会共同协商制定的培养方案规定,中 澳项 目共设置 24门 专业课程
其中,8门 专业课程 由乐卓博大学教师执教 ,采 用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的教学大纲 、教学标
准 、考核标准逃行教学 ,并 且每门课程配备一名屮方教师全程参与 。其余 16门 专业课程由
江科大教师执教 ,采 用英语或双语方式进行授课 。
双方教师联合编写出版 了《
管理学 :学 习指导与习题》、《市场营销学学习指导与习题》
“
FtlndaⅢ entals of M⒛ agement》 入选 2018江 苏高校省
编写了 100多 个典型教学案例 。 《
”。
级外国留学生英义授课精浔l课 程培育课程
五、项 目管理
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海外教育学院为项 目归 口管理部门,在 分管副校长的领导下
负责相关工作管理与协调 ;经 管学院教学副院长和专业负责人其体负责 日常教学安排与管
理 ;学 校教务 、财务 、学生处等部门负责学籍教务、财务收支及学生管理等工作 。澳方商学
院及国际处委派专人负责学术事务及学生管理与赴澳学习事务 。双方联合设立 了项 目管委
会 ,中 方 4人 ,外 方 3人 ,双 方分管外事副校长分别担任正副主席 ,负 责项 日教学及学生管
理事务沟通 。
项 日管理及 日常教学管理按学校有关管理制度执行 。针对合作办学特点 ,还 制定了 《中
江苏
澳项 目联合管理委员会章程》、 《合作办学项 目教师出国进修专项经费管理细则》、 《
,

,

,

(中 澳合作办学 )专 业学士学位授予条
科技大学中澳合作办学教学管理规定》、 《工商管理
件》、 《中澳项 目教学文档资料归档要求》等专项制度 。
通过专题网站 、简章和宣传等渠道公布办学情况 、培养方案 、收费标准等 ,保 证信息公
开透明;严 格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 ,及 时上报相关信息材料 ,确 保项 目实施严谨规范 。通过
教学座谈会及时反馈学生意见 ,不 断改进工作 、提高办学能力 ;通 过班主任 、学业导师 、项
目经理做好学生 日常管理与服务 、学习与学业及项 目协调与上传下达等事务 。

六、财务管理
中澳合作办学项 目的学费以人民币按学年收取 ,收 费标准严格遵照江苏省有关文件规定
并报当地物价部门审核后执行 ,同 时在当年招生简章中明示 。严格执行非营利性原则和年度
审计制度 ,所 收取的费用用于项 目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 ,主 要包括中澳合作办学专业专
用教室建设 、网络信息化条件改善 、师资培训 、日常运行等 。
七、教学监控
项 目教学纳入学校教学质量监督体系 ,严 格按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教学 ,所 有开设课程均
/+Jx导
和教务处 、教学评估 中心按规定
有教学进程与 记录 ,教 学文档合规合范。校院两级教学
、文档资料 、教学大纲执行 、
计划
对教学过程实施监督和管理 ,每 学期都组织专家审查教学
作业布置以及进行期中教学检查 ;教 学评估处组织同行专家随堂听课 、中层干部听课等方式
对教学过程及质量进行评估 ,及 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教师并督促整改以提高教学水平 。
八、社会评价
项 目办学立足国际视野 ,优 势互补 ,特 色显著 ,教 学内容与国际商务人才需求紧密结合
教学方式先进灵活 、互动性强 ,教 学标准规范 ,过 程控制严格 ,教 学质量优 良,广 受用人单
位、学生及家长好评 ,就 业率约达 99%。 项 目毕业生就业以外资企业为主 ,兼 顾国内大 中型
企业和政府部 门。用人单位对中澳项 目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实 际工作能力予以高度评价 。
部分学生进入全球 ∞0强 和国内知名企业以及政府部 门从事商务与管理工作 。
,

九、办学特色
”
“
”
“
在教育理念上 ,学 习乐卓博大学 注重创新精神培养 的教育思想 ,变 支持型教育
”
“
为 发展型教育 ,强 调人才培养 的国际意识 、创新意识 、质量意识 、能力意识和合作意
Ct,urse llo1k、
识;在 教学方法上 ,鼓 励 、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运 用 CJl otlp study、”Case study、
”
“
“
Pzesentation等 适合商科人才的教学方法 ,实 现 知识导向型 教学向 问题导向型 教
学转变 。项 目教师团队积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教学研究,形 成了一批具有实际指导意
义的教研教改成果 ,项 目教师共承担省部级及校级教研课题 d「D项 ,发 表教研 沦文 dO佘 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