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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专业实验大纲或实验指导书

《企业纳税申报实训教学大纲》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肖津 石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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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教学内容与要求]

实训名称：企业纳税申报

[课程简介] 企业纳税申报是专业的核心课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税法不断完善以及会计制度、

会计准则的建立创新，企业新型业务的不断涌现，企业涉税经济业务日益繁多，对会

计人员纳税会计处理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提升税收知识素养，对保证涉税会计事项确

认、计量、记录、报告正确可靠及相关性甚为关键。因此，开设企业纳税实务，是会

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实训目的] 1．通过实践操作熟练掌握对纳税基础与实务知识，系统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涉

及的主要税种。

2．能够正确计算企业各主要税种的应纳税额，掌握涉税会计处理和相关纳税申报的

实际技能。

3．在上述学习过程中初步引导学生，能够运用税法知识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初

步的纳税筹划，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实训要求] 实训前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做好实训前的预习准备工作。要求学生明确实习

目的及实训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对致仪企业纳税申报系统的操作练习，熟悉并掌握企业主要税种，包括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记账、申报、纳税的各个工作环节。能够将理论学习应用于实践，用税

法知识、税务会计等的理论知识解决实践中可能碰到的实际问题。

[实训时数]32 学时

[实训内容]

[考核形式及要求]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堂成绩、实训报告成绩，考核形式如下：

(1)实训报告，实训报告必须包括：实训项目名称、实训目的、实训步骤、实训结果，疑问讨

论和实训总结。

(2)根据实训操作情况、实训报告内容进行评分。

(3)每个实训项目的成绩以实训操作情况、实训报告各占 50%。期末成绩为全部实训项目成绩

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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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参考书]

《企业纳税实务》主编 粱文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08 月版；

《企业纳税实务》 主编 章七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08 月版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在具体教学中涉及《中国税制》《税务管理》《预算会计》《税务会计》《会计学原

理》、《企业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税务筹划》、《税收检查》等课程

方面的知识，需要先期的学习，并对相应理论进行实践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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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管理》上机实践课（一）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刘惠 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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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方针案例的训练，、熟悉各项税务登记的办理流程；准确填报

相关申请表；能够及时准确办理各项登记；熟悉发票领购方式和具体流程。

[重点难点] 税务登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

[教学时数] 4

[教学内容] 1、开业税务登记

2、变更税务登记

3、注销税务登记

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

5、发票的领购与填开

[实践步骤] 1、提交相关资料和证件

2、等待审核

3、审核通过

《税务管理》上机实践课（二）

[教学目的] 熟练计算增值税税额；准确填制增值税相关凭证；完整登记增值税相关账簿；掌握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制方法；独立按时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工作

[重点难点] 增值税纳税申报

[教学时数] 3

[教学内容] 1、增值税的计算

2、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3、增值税的纳税申报

[实践步骤] 1、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2、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

3、计算增值税额

4、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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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交纳税申报表和相关资料

6、等待审核

7、审核通过取得增值税税收缴款书

《税务管理》上机实践课（三）

[教学目的] 熟练计算企业所得税税额；准确核算企业所得税；掌握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制

方法；独立按时办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工作

[重点难点]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教学时数] 3

[教学内容] 1、企业所得税的计算

2、企业所得税的账务处理

3、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

[实践步骤] 1、计算企业所得税税额

2、填写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3、提交纳税申报表和相关资料

4、等待审核

5、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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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实验教学大纲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石珊珊 胡佳

课程中文名称：政府采购实训

课程英文名称：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actice

课程代码:

课程类别：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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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专业：财政学

课程总学时：14 实验学时：14 学分：0.75

一、实验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1、本实验课程的性质：专业必修实训课

2、本实验课程的任务：要求学生通过对政府采购管理系统的操作练习，熟

悉并掌握政府采购的各个工作环节。能够将理论学习应用于实践，用政府采购的

理论知识解决实践中可能碰到的实际问题。

二、实验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1、本实验课程的目的：通过模拟政府采购业务的运作，让学生体会政府采

购工作各个环节的关系及其各自的功能，掌握政府采购制度，构建起对政府采购

流程的基本认识，是课堂教学和业务实践科学的衔接和融合。

2、本实验课程的要求：实训前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做好实训前的

预习准备工作。要求学生明确实习目的及实训要求。

（单独设课的实验课程要注明先修课程等信息）

三、实验项目、实验内容、学时分配情况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要求 类型
设备

套数

每组

人数

每组常规仪器

设备名称

每组主要耗材名

称

1
政府采购的范围与

内容
2 选修 演示性 5

2
公开招标方式及

程序
2 选修 综合性 5

3
邀请招标方式及

程序
2 选修 综合性 5

4
竞争性谈判方式及

程序
2 选修 综合性 5

5
单一来源采购及

程序
2 选修 综合性 5

6 询价采购及程序 2 选修 综合性 5

7

部分国家和地区政

府采购制度、采购

方式及程序

2 选修 演示性 5

说明：

1、要求：必修、选修、其他。

2、类型：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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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演示性实验：指为便于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直观演示的形式，使

学生了解其事物的形态结构和相互关系、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教学过程。

b. 验证性实验：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实验方法与技能为目

的，验证课堂所讲某一原理、理论或结论，以学生为具体实验操作主体，通

过现象衍变观察、数据记录、计算、分析直至得出被验证的原理、理论或结

论的实验过程。

c. 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

知识的实验。

d. 设计性实验：是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

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实验。

注意：一门实验课程至少有一个实验项目是综合性或设计性实验。开出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的课程原则上应占有实验课程总课时数的 40%以上，这一点

要注意，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4、设备套数：同时能做实验的设备套数。

5、每组人数：指分组实验时每组学生人数，原则上每组人数不应超过 5人。

6、每组常规仪器设备名称：制订实验教学大纲的老师应到实验室了解实验

设备情况。

7、每组主要耗材名称：制订实验教学大纲的老师应了解实验所需的耗材情

况：耗材名称、数量等。此栏填写方法：例如办公自动化课程需消耗复印纸

和墨粉，则填写：复印纸、墨粉。

四、实验成绩评定与考核方法

说明：

1、考核内容的依据、考核的方式、实验成绩的组成与比例。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考评结合，考核形式如下：

(1)实训报告，实训报告必须包括：实训项目名称、实训目的、实训步骤、实训

结果，疑问讨论和实训总结。

(2)根据实训操作情况、实训报告内容进行评分。

(3)每个实训项目的成绩以实训操作情况、实训报告各占 50%。期末成绩为全部

实训项目成绩的平均值。

(4)平时成绩、出勤情况、学习态度、实验报告等也应纳入实验成绩范围。

2、实验成绩评定参照附件 6。

五、实验指导书和参考书

《政府采购》，肖建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政府采购》，宋丽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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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项目分析实训》教学大纲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石珊珊

[基本概况]

课程名称 政府投资项目分析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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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与类别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 财政学

先修课程 政府预算、税务管理

并修课程
税收学

总学时 32 总学分
2

授课对象 财政专业

使用教材

课程考核方式

（说明本课程所

采用或建议采用

的考核方法及

终成绩的构成，

并请说明分数分

配的百分比例）

开卷考试，最终成绩包括 50%的卷面成绩，50%的平时成绩

建议使用的教科

书与教学参考书

（标明编者（著

者）、教材名称、

出版社、出版时间

等）
网络资源

课程概述

该课程是财政学专业方向课程，投资项目分析是项目投资前期的重要决策管理工作，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是项目管理的战略性和纲领性文件，是决定项目投资成败的关键

环节。投资项目分析不仅可以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降低投资风险、优化资源配置，

而且是实现科学化和现代化决策的基本要求。

投资项目分析实训教程是一门集理论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应用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提

供政府投资管理、金融实体投资管理、企业项目决策管理和项目管理咨询人员的重要知识

技能的最佳训练科目，弥补当前投资项目管理中经常发生的的盲目决策、经验决策的不足。

最大程度避免投资项目所带来的损失和风险，使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内容简介

“投资项目分析”从现代投资项目分析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投资项目估算、投资项目

融资、投资项目经济分析、投资项目风险分析。本课程主要论述了投资项目中的资金时间

价值的计算、投资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投资项目效益与费用的估算、投资项目经济效益评

价方法。同时全面论述了盈亏平衡、敏感性分析和概率分析等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风险分

析的概念和方法。另外，投也介绍了投资项目比较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学习，可以非常系

统全面掌握投资项目分析理论和实际分析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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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表格字体均为五号宋体，表格中所要填写的内容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五号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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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

学 时 分 配 表

章次 章 名 学时 备注

第一章 投资项目收益的分析 4

第二章 投资项目成本和费用的分析 6

第三章 投资项目资金分析 6

第四章 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4

第五章 投资项目经济风险分析 6

第六章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评价 3

第七章 投资项目比较分析 3

总学时合计 32

[注]1：以上表格字体均为五号宋体，表格中所要填写的内容均为五号楷体]

2、大纲制定中对本专业授课对象和非本专业授课对象在学时和要求上要有所区分，统一用*

代表对非本专业授课对象的适用范畴

[实验教学内容与要求]

实验名称：投资项目收益的分析

【课程简介】

[实验目的]掌握投资项目收益分析原理、预测分析方法和数据采集处理。

[实验要求] 熟练掌握投资项目收益的分析

[实验时数]

[实验内容]采用案例实验教学与软件操作练习的教学方法。

1、分析内容：营业收入（销售量、销售价格、销售周期）、营业税金；

2、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和产品市场分析、调查问卷设计、数据处理与市场预测；

3、投资项目收益表的编制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课

【教材及参考书】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实验名称：投资项目成本和费用的分析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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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掌握投资项目成本和费用分析原理、分析方法和数据采集处理。

[实验要求] 熟练掌握投资项目成本和费用的分析

[实验时数]

[实验内容]采用案例实验教学与软件操作练习的教学方法。

1、分析内容：工程费用（建设工程费用、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用、安装工程费用）、预备

费、建设期利息；

2、分析方法：单位工程量投资估算法、政府概算指标估算法；

3、投资项目成本和费用表的编制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课

【教材及参考书】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实验名称：投资项目资金分析

【课程简介】

[实验目的] 掌握投资项目计划和融资分析原理、分析方法和数据采集处理。

[实验要求] 熟练掌握投资项目资金分析

[实验时数]

[实验内容]采用案例实验教学与软件操作练习的教学方法。

1、分析内容：投资计划与融资计划；

2、分析方法：资金成本分析；

3、投资项目计划表的编制；

4、投资项目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课

【教材及参考书】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实验名称：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课程简介】

[实验目的]掌握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原理、分析方法和数据采集处理。

[实验要求] 熟练掌握投资项目收益的分析

[实验时数]

[实验内容]采用案例实验教学与软件操作练习的教学方法。

1、分析内容：静态评价分析（非贴现分析——投资报酬率、静态投资回收期）；动态评价分

析（贴现分析——资金的时间价值、净现值、内部收益率、获利指数、动态投资回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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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方法：案例结合数据处理与公式计算；

3、实验报告：指标评价与结果评价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课

【教材及参考书】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实验名称：投资项目经济风险分析

【课程简介】

[实验目的]掌握投资项目经济风险分析原理、分析方法和数据采集处理。

[实验要求] 熟练掌握投资项目收益的分析

[实验时数]

[实验内容]采用案例实验教学与软件操作练习的教学方法。

1、分析内容：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

2、分析方法：案例结合数据处理与公式计算；

3、实验报告：指标评价与结果评价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课

【教材及参考书】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实验名称：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评价

【课程简介】

[实验目的]掌握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撰写和评价分析原理，撰写投资项目可行性分

析报告。

[实验要求] 熟练掌握投资项目收益的分析

[实验时数]

[实验内容]采用案例实验教学与软件操作练习的教学方法。

1、分析内容：项目可行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区域经济影响分析与评价。

2、分析方法： 案例比较分析、影响因素分析

3、实验报告：结合投资项目实验案例，编写投资项目分析报告。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课

【教材及参考书】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实验名称：投资项目比较分析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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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掌握投资项目比较分析原理和方法，撰写投资项目比较分析报告。

[实验要求] 熟练掌握投资项目收益的分析

[实验时数]

[实验内容]采用案例实验教学与软件操作练习的教学方法。

1、分析内容：计算期相同项目的比较（排列顺序分析法、增量收益分析法、费用比较法）、

计算期不相同项目的比较（ 小公倍数法、约定年数等值法）

2、分析方法：案例比较分析

3、实验报告：撰写比较分析报告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课

【教材及参考书】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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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软件》实践教学大纲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王瑞珍 李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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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

课程名称 统计分析软件（501047）

课程性质与类别 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 经济统计学、统计学

先修课程 数理统计、统计学

并修课程 计量经济学、应用随机过程、试验设计

总学时 32 总学分 2
授课对象 非统计学专业

使用教材
薛薇:《统计分析与 SPSS 的应用》（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5 月出版.

课程考核方式 上机，考试，成绩比重：考试成绩占 70%+平时表现成绩占 30%

建议使用的教科

书与教学参考书

[1]薛薇.《统计分析与 SPSS 的应用》（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出版.

[2]张红坡.《SPSS 统计分析实用宝典（配光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出版.

[3]卢纹岱.《SPSS 统计分析》，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年 7 月出版.

网络资源

课程概述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 深入了解有关统计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2. 在学习该软件

过程中，学生应能较好的领会其基本思想，掌握软件的基本结构以及数据管理与各统计分

析过程之间的关系等。3. 在学习掌握相应的统计分析理论的同时，重点掌握 SPSS 软件的

基本思想、操作方法以及统计分析结果的意义。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SPSS 统计分析软件概述；SPSS 数据文件的建立与管理；SPSS

数据的预处理；SPSS 基本统计分析。

[学时分配]

学 时 分 配 表

章次 章 名 学时 备注

第一章 SPSS 统计分析软件概述 4 包含 2 课时实验

第二章 SPSS 数据文件的建立与管理 8 包含 4 课时实验

第三章 SPSS 数据的预处理 10 包含 5 课时实验

第四章 SPSS 基本统计分析 10 包含 5 课时实验

总课时合计 32 包含 16 课时实验



[实验教学内容与要求]

实验名称一：SPSS 系统运行

[实验目的] 熟悉 SPSS 软件初步运行。

[实验要求] 会进行 SPSS 软件安装、进入、退出以及基本运行方式，会利用 SPSS 里面已有

的数据进行操作。

[实验时数] 2 学时

[实验内容] 熟悉 SPSS 软件启动和关闭，熟悉 SPSS 的界面及其基本运行方式：会利用数据

编辑窗口编辑已有数据。

实验名称二：SPSS 数据文件的建立

[实验目的] 熟悉并初步掌握各种数据的录入和编辑，对 SPSS数据文件可以进行处理。

[实验要求] 以社会经济现象中可能接触到的各类型数据资料来练习数据的录入、编辑、数

据的保存，以及练习读取其他格式的数据文件。

[实验时数] 4 学时

[实验内容] 利用 SPSS 已有的数据或者社会经济现象数据进行数据的录入、编辑；对不同类

型统计表格是数据的数据常量、变量的定义，数据的录入、编辑以及保存。读

取其他格式的数据文件。

实验名称三：SPSS 数据的预处理

[实验目的] 熟悉并掌握 SPSS 数据的排序、计数，分类汇总以及数据分组。

[实验要求] 通过前次上机实验所建立的数据文件或 SPSS自带的数据文件进行数据的筛选、

排序、计数，分类汇总以及数据分组。

[实验时数] 5 学时

[实验内容] 练习 SPSS 数据的筛选、排序、计数，分类汇总以及数据分组。

实验名称四：SPSS 基本统计分析

[实验目的] 熟悉并掌握 SPSS 基本的统计分析方法。

[实验要求] 通过实际数据操作，可以建立频数分布表，熟悉基本的描述统计量以及交叉列

联分析过程的基本操作过程，能利用多选项分析进行数据分析看懂分析结果。

[实验时数] 5 学时

[实验内容] 利用 SPSS 软件菜单命令对前面章节的数据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



《市场调查方法与技术》实践教学大纲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王瑞珍 毛雪莲



《市场调查方法与技术》教学大纲

[基本概况]

课程名称 市场调查与技术（501082）

课程性质与类别 专业方向课

适用专业 经济统计学

先修课程 统计学、抽样技术与应用、统计分析软件

并修课程

总学时 64 总学分 4
授课对象 经济统计学专业

使用教材
简明,金勇进.《市场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 月版.

课程考核方式

考查；（1）开卷考试，成绩比重：卷面成绩占（70%）+大作业和课堂提

问等（30%）；

（2）提交大作业，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调查，涵盖整个调查环节，提交调

查方案、调查报告，占成绩比重 60%，平时表现 40%。

建议使用的教科

书与教学参考书

[1]岑咏霆.《市场调查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7 月版.

[2]魏炳麒.《市场调查与预测》，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版.

网络资源

课程概述

市场调查方法与技术是经济统计学专业的市场调查方向学生的专业限定选修课程。随

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各行各业对市场调查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系统掌握市场调查的基本概念及市场调查的实施过程，在

了解市场调查理论的同时，兼顾了学生实践操作方面的知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使用合

理的方法展开市场调查。

本课程主要介绍调查的基本理论，包括市场调查过程、调查方案设计、调查方法、问

卷设计、抽样设计、调查的实施、调查资料的整理及统计分析等内容。

[学时分配]

学时分配表

章次 章名 学时 备注

第一章 市场调查总论 4

第二章 市场调查过程 6 包含 2 学时实验

第三章 调查方案设计 8 包含 4 学时实验

第四章 调查方法 8

第五章 问卷设计 8 包含 6 学时实验

第六章 抽样设计 8 包含 2 学时实验

第七章 调查的实施 4

第八章 调查资料的整理 4 包含 2 学时实验

第九章 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 10

第十三章 满意度调研 4

总学时合计 64 包含 16 学时实验



[实验教学内容与要求]

实验名称：《统计调查方法与技术》实验大纲

[课程简介] 统计调查方法与技术课程是经济统计学专业学生的专业限定选修课程。该课程

是在学生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统计调查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对抽样技术与

应用教学课程的补充，通过使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为学生提供一个理论联系

实际的有效渠道，增加学生对调查业务环节的感性认识，了解抽样调查的实际

操作及各环节的衔接关系。本课程主要包括市场调查过程、调查方案设计、问

卷设计、抽样设计、调查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等实验环节。

[实训目的] 通过模拟市场调查业务的运作，让学生体会市场调查工作各个环节的关系及其

各自的功能，掌握抽样调查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构建起对市场调查流程的

基本认识，是课堂教学和业务实践科学的衔接和融合。

[实训要求] 实验前要求学生掌握抽样技术的理论知识，做好实验前的预习准备工作。要求

学生明确实验目的及实验要求。学生必须高度重视统计调查方法与技术的实验

课程，在实验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掌握必要的调查方法，按质按量完成统计调

查实务任务，并认真作好实验工作和实验总结。

[实训时数] 16 学时

[实训内容]

实验项目 实验内容 学时

实验一：

市场调查过程实验

调查过程包括确定调查问题、设计调查方案、数据的采集、数据的处理与分

析、撰写调查报告；确定一个调查主题。
2

实验二：

调查方案设计实验

设计调查方案的基本原则；调查方案的内容；根据具体的调查问题设计调查

方案
4

实验三：

问卷设计实验

包括问卷设计的流程和技巧；量表设计；信度和效度分析；根据调查主题设

计调查问卷。
6

实验四：

抽样设计实验

概率抽样方式；非概率抽样方式；抽样误差；样本量的确定；根据调查主题

和调查问卷确定具体抽样方式。
2

实验五：

调查资料的整理实验
调查问卷的回收及审核；调查资料的编码与录入；调查数据的清洁与预处理。 2

合计 ______ 16

[考核形式及要求]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开卷考试，考核形式如下：

(1)调查方案。调查方案包括调查目标、调查方法、调查对象和调查单位、调查时间、

经费预算、组织实施等内容。

(2)调查问卷。包括一张空白问卷、实际展开调查回收的问卷。

(3)调查报告。包括调查报告纸质和电子版各一份。



本课程采取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查成绩双重结合的形式进行考评。平时考核包括课堂

讨论、作业、考勤等方面的内容；期末考查根据学生的调查方案、调查问卷及其调查报告的

撰写情况进行考查。平时考核成绩占 30%，期末考查占 70%的比例算出期末总评成绩。

[教材及参考书]

简明等.《市场调查实务与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在具体教学中涉及到抽样调查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处理调

查数据，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等方面的内容。是对抽样技术与应用、SPSS 统计分析软件、

多元统计分析等课程的实践应用及补充。



《数学建模》实践教学大纲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袁芳 刘红英



《数学建模》教学大纲

[基本概况]

课程名称 数学建模

课程性质与类别 专业方向课

适用专业 统计学

先修课程 概率论 线性代数 程序设计基础

并修课程 数理统计

总学时 32 总学分 2

授课对象 统计学专业大二

使用教材 单锋，朱丽梅，田贺民.数学模型,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课程考核方式 成绩比重：平时成绩（30%）+课程论文（70%）

建议使用的教科

书与教学参考书
姜启源等.数学实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网络资源

课程概述

数学建模是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信息与计算数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大学数学

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基础上开设

的重要教学环节，它将数学知识、实际问题与计算机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旨在培养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了解数学广泛

的应用领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时分配]

学 时 分 配 表

章次 章 名 学时 备注

第 1 章 数学建模概论 4

第 2 章 初等模型 4 实验 2 课时

第 3 章 微分方程模型 4 实验 1 课时

第 5 章 线性规划模型 6 实验 2 课时

第 7 章 层次分析模型 4 实验 2 课时

第 11 章 最短路模型 2

第 14 章 MATLAB 软件使用简介 6 实验 2 课时

第 15 章 LINDO 软件和 LINGO 软件使用简介 2 实验 1 课时

总学时

合计
32 实验 10 课时



[实验教学内容与要求]

实验名称：MATLAB 使用练习与建模初步

【课程简介】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方法。

[实验目的] 掌握 MATLAB 的基本使用方法；通过解决简化的实际问题学习初步的数学建模

方法，培养建模意识。

[实验要求] 练习指定的内容，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时数] 4 学时

[实验内容] 矩阵、数组、函数和符号运算及图形功能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

【教材及参考书】单锋，朱丽梅，田贺民.数学模型，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姜启源等.数学实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实验名称：MATLAB 插值与拟合

【课程简介】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方法。

[实验目的] 掌握用 Matlab 进行插值和拟合的软件实现.

[实验要求] 练习指定的内容，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时数] 2 学时

[实验内容] 多项式拟合，插值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

【教材及参考书】单锋，朱丽梅，田贺民.数学模型，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姜启源等.数学实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实验名称：MATLAB 软件求解建模问题

【课程简介】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方法。

[实验目的] 掌握使用 MATLAB 解决简化的实际问题的数学建模方法，培养建模意识。

[实验要求] 对于层次分析模型，利用 MATLAB 求解，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时数] 2 学时

[实验内容] 层次分析模型 MATLAB 求解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

【教材及参考书】单锋，朱丽梅，田贺民.数学模型，国防工业出版社，012.

姜启源等，数学实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实验名称：LINGO 软件的使用方法

【课程简介】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方法。

[实验目的] 通过解决简化的实际问题学习初步的数学建模方法，培养建模意识。

[实验要求] 练习指定的内容，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时数] 2 学时

[实验内容] LINDO 软件的基本功能；非线性规划的求解

【考核形式及要求】考查

【教材及参考书】单锋，朱丽梅，田贺民.数学模型，国防工业出版社，012.

姜启源等，数学实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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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实务》实验指导书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一、实验目的和基本要求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外贸实务的具体操作程序，增强感性认识，进一步了解、巩固已学过的理论、

方法，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利用 SimTrade 和 Internet 提供的各项资源，做好交易前的准备工作，并学会运用网

络资源宣传企业及产品。

3. 使用邮件系统进行业务磋商，掌握往来函电的书写技巧。

4. 正确核算成本、费用和利润，以争取较好的成交价格。

5. 学会正确使用价格术语和结算方式签订外销合同。

6. 掌握 D/P+CIF、D/A+FOB、T/T+CFR 进出口合同的流程。

7. 根据磋商内容做好备货工作，正确签订购销合同。正确判断市场走向，做好库存管

理。

8. 熟悉国际贸易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运作方式，体会国际贸易中不同当事人的

不同地位、面临的具体工作和互动关系。

9. 学会外贸公司利用各种方式控制成本以达到利润 大化的思路，了解供求平衡、竞

争等宏观经济现象，并且学会合理地利用。

（二）实验要求

1．每个角色必须完成以下任务：

(1) 出口商：至少完成 3 笔以上出口业务(D/P、D/A、T/T 各 1 笔)。

(2) 进口商：至少完成 3 笔以上进口业务(D/P、D/A、T/T 各 1 笔)。

(3) 工厂：至少完成 3 笔以上买卖合同。

(4) 进口地银行：配合每笔业务完成货款的收付结算方式。

(5) 出口地银行：配合每笔业务完成货款的收付结算方式。

2．就下述具体业务操作的某些方面，完成实验报告。

(1) 独立进行业务规划。

(2) 掌握利用网络资源来寻找有利信息的基本技巧，利用网络发布广告、搜索信息。

(3) 同业务伙伴建立合作关系。

(4) 成本、费用、利润的核算。

(5) 询盘、发盘、还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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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销合同的签订。

(7) 国内买卖合同的签订。

(8) 租船订舱。

(9) 进出口货物保险及索赔。

(10) 办理进出口报检事宜。

(11) 办理进出口报关事宜。

(12) 缮制报检、报关、议付单据。

(13) 银行办理托收、结汇。

(14) 办理出口核销退税。

二、组织方式

实验指导老师具体指导

三、考核方式及办法

实验结束，要求每位学生上交一份“实训报告”作为评分依据。成绩分为：优、良、中、

及格、不及格。

四、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实验项目 实验名称 内容提要
实验

学时

实验

属性

开出

要求

市场行情发布

与搜索

认识 simtrade
3 验证 必做交易前的准备建立

业务关系

角色分配、注册公司、发布产

品信息、寻找商业机会

第一份合同：D/P+CIF

出口报价及

交易磋商

交易磋商
询盘、发盘、还盘、接受等合

同条款往来函电模拟 4 综合 必做

进出口报价核算 成本核算、改报价格实际操作

出口合同签订 拟订出口合同一份 2 模拟 必做

出口合同履行

及单据制作

国内购货合同的鉴

定
拟订购货合同一份

4
进出

口商

分别

模拟

进口

和出

口业

务

综合 必做

货物运输和保险
租船订舱、投保和装船过程实

际操作

进出口报检和报关 商品检检和报关过程实际操作

制单结汇托收业务 制单、交单、收汇全过程模拟

业务善后 核销、退税、索赔等过程模拟

进口合同履行
报关付款交单取货销货全过程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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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FOB 合同 第二份合同：D/A+FOB 3 综合 必做

T/T+CFR 合同 第三份合同：T/T+CFR 2 综合 必做

总学时 18

五、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国际贸易实务》实验指导书

六、注意事项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在网上发表违法言论。

2．每位参加实训的同学必须扮演进口商与出口商两种角色。

3．每次实训完毕须交实训报告。内容包括：实训的内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及收获。

4．在实训期间要提前熟悉实训所涉及的课程。应尽可能的多做业务，熟练掌握进出口业

务相关环节的主要业务及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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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D/P+CIF 外贸实务模拟

一、实验目的及要求

从签订外销合同，到租船订舱、检验、产地证、保险、送货、报关、装船出口，直至托

收、交单、结汇、核销、退税，是每笔进出口业务必经的过程。SimTrade 外贸实训平台模

拟了进出口业务中 常用的结算方式(L/C、T/T、D/P 或 D/A)和贸易术语(FOB、CFR、CIF)。

下面以 CIF 下的 D/P 方式为例，分别列出 SimTrade 环境里，出口地银行、出口商、进口商、

进口地银行的进出口合同履约过程，指导学生操作。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外贸实务的具体操作程序，增强感性认识，进一步了解、巩固已学过的理论、

方法，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利用 SimTrade 和 Internet 提供的各项资源，做好交易前的准备工作,并学会运用网络

资源宣传企业及产品。

3. 使用邮件系统进行业务磋商，掌握往来函电的书写技巧。

4. 掌握 CIF 贸易术语的运用。正确核算成本、费用和利润，以争取较好的成交价格。

5. 学会正确使用价格术语和结算方式签订外销合同。

6. 掌握 D/P 结算方式和 CIF 术语条件下的履行进出口合同的流程。

7. 根据磋商内容做好备货工作，正确签订购销合同。正确判断市场走向，做好库存管

理。

8. 掌握进出口业务的单据种类（包括出口业务中的报检、报关、运输、保险、核销等

各种单据）。

9. 熟悉国际贸易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运作方式，体会国际贸易中不同当事人的

不同地位、面临的具体工作和互动关系。

10. 掌握外贸公司成本核算方法，学会利用各种方式控制成本以达到利润 大化的思

路，了解供求平衡、竞争等宏观经济现象，并且学会合理地利用。

（二）实验要求

1．按实训内容，分步骤完成实训。

2．每个同学要分别扮演五个个角色，完成以下任务：

⑴ 出口商：至少完成 1 笔以上出口业务。

⑵ 进口商：至少完成 1 笔以上出口业务。

⑶ 供应商：至少完成 1 笔以上销售合同。

⑷ 进口地银行：完成托收方式下的货款收付。

⑸ 出口地银行：完成通知、付款交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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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实训报告（包括实训过程概述、实训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实训的收获和

体会、对实训的建议，对实训思考题的回答等）。

二、实训设备及软件

（一）实训设备

服务器、交换机和 PC 机组成 NT 网络。

（二）软件环境

服务器采用 Microsioft Windows 2000 Server 操作系统；

学生客户端采用 Windows 2000 系统、IE5.0 以上浏览器；

SimTrade 外贸实训平台系统。

三、实训内容

1. 独立进行业务规划。

2. 掌握利用网络资源来寻找有利信息的基本技巧，利用网络发布广告、搜索信息。

3. 同业务伙伴建立合作关系。

4. D/P+CIF 下成本、费用、利润的核算。

5. 通过询盘、发盘、还盘、接受等环节进行交易磋商。

6. 外销合同的签订。

7. 购销合同的签订。

8. 租船订舱。

9. 进出口货物保险及索赔。

10. 办理进出口报检事宜。

11. 办理进出口报关事宜。

12. 缮制各种托收单据。

13. 银行处理托收单据、结汇。

14. 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和退税。

四、D/P+CIF 履约流程

(一) D/P+CIF 履约流程

说明：外销合同可以由出口商或进口商起草，国内购销合同也可以由出口商或工厂起草，

然后送对方签字确认即可，本表中仅以出口商起草的情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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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 CIF 履约流程
No. 工厂 出口商 出口地银行 进口地银行 进口商

1. 起草外销合同

2. 添加并填写出口预算表

3. 合同送进口商

4. 添加并填写进口预

算表

5. 签字并确认外销合

同

6. 起草国内购销合同

7. 合同送工厂

8. 签字并确认购

销合同

9. 组织生产

10. 放货给出口

商

11. 到国税局缴

税

13. 添加并填写"货物出运委

托书"

14. 指定船公司

15. 洽订舱位

16. 添加并填写"报检单、商业

发票、装箱单"

17. 出口报检

18. 添加并填写产地证明书

19. 到相关机构申请产地证

20. 添加并填写"投保单"

21. 到保险公司投保

22. 到外管局申领并填写"核
销单"

23. 到海关办理核销单的口岸

备案

24. 添加并填写"报关单"

25. 送货到海关

26. 出口报关，货物自动出运

27. 到船公司取提单

28. 添加并填写装船通知
"Shipping Advice"

29. 发送装船通知

30. 添加并填写"汇票"

31. 向出口地银行交单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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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审单

33. 发送进口地银行

34. 审单

35. 通知进口商取单

36. 到银行领取并填写"
进口付汇核销单"

37. 付款

38. 到银行办理结汇 取回单据

39. 添加并填写"出口收汇核

销单送审登记表"
到船公司换提货单

40. 到外管局办理核销 添加并填写"报检单
"

41. 到国税局办理出口退税 进口报检

42. 添加并填写"报关单
"

43. 进口报关

44. 缴税

45. 提货

46. 添加并填写"进口付

汇到货核销表"

47. 到外管局办理进口

付汇核销

48. 到消费市场销货

（二）国内采购流程
出口商与进口商签订合同后，就应开始准备货物，下面以图为例，对采购的具体流程加

以说明，便于使用者理解和实践。

1. 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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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制造商和出口贸易商都需要积极开发市场，寻找贸易对象，可寄送业务推广函(Sale
Letter)或在计算机网络、杂志、报刊上刊登产品广告来推销自己，同时可通过参加商展等途

径寻找交易对手，增进贸易机会。

2. 询盘

出口商收到工厂的业务推广函或看到广告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有意进一步洽商的工

厂予以询盘，以期达成交易。

3. 发盘

工厂按买主来函要求，计算报价回函给出口商。这期间可能需要函电多次往返接洽，

后得到关于价格条款的一致意见。

4. 签约

交易双方经一番讨价还价方式后，正式签订国内买卖合同(Contract 或 Agreement)。在

SimTrade 中，买卖合同可以由出口商起草，也可以由工厂起草。

5. 生产货物

签约后，工厂即着手生产货物。

6. 交货

生产完成后，工厂依合同放货给出口商。

7. 支付货款

工厂放货的同时，出口商支付货款，交易完成。

8. 缴税

合同完成后，工厂还需到国税局就该笔合同的收益缴付税款，增值税率与综合费用费率

可在“淘金网”的“其他费用”中查到，以合同金额乘之即得税款。

五、开始实训
熟悉了履约流程之后，学生就可以开始实训了，在实训过程中可随时参考在线帮助。

说明：以下为一套完整的 SimTrade 实际业务操作实例(单据样本见附录)，交易方式为

D/P + CIF，由于不同交易方式下贸易流程不尽相同，请依具体情况来完成实际操作。

（项目一 ） 交易准备阶段

市场行情发布与搜索 3 学时

一、实验目的
学生熟悉各角色基本画面，掌握广告宣传与市场调查的方法。

二、实验内容简介

1. 了解 SimTrade 基本用法。

2. 以每个角色登录并注册公司(银行)名称，在“资料”中输入必要的信息。

3. 选择目标产品与交易对象，做好市场调查。

4. 发布广告及供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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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开始

（一）实验分组

两人为一组（自己寻找业务伙伴或由老师确定），其中一人担任出口商兼做进口地银行，

另一人担任进口商、供应商兼做出口地银行。然后两人交换角色。

老师公布每个学生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二）登录 simtrade 外贸实验平台

1. 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http://10.0.0.218/simtrade/

2. 输入用户名，用户名=班级+学号+识别码，识别码：1=出口商，2=进口商，3=供应

商，4=出口地银行，5=进口地银行。

例：学号 gm01，后面加 1，为 gm011 即出口商用户;

后面加 2，为 gm012 即进口商用户;

后面加 3，为 gm013 即供应商用户；

后面加 4，即出口地银行用户名为 gm014；

后面加 5，即进口地银行用户名为 gm015。

（三）每个同学注册自己的公司和银行

分别用自己的出口商用户名、进口商用户名、供应商用户名、出口地银行用户名、进口

地银行用户名登录外贸实训平台系统、填写本公司概况。

操作步骤：

用户登录--公司概况。

填写要求：中英文名称（进口商须为国外公司）；中英文地址（进口商地址须为国外地

址）；法人；经营范围等。

（四）确定自己公司经营的产品

进入系统主页——在首页“淘金网”中的产品展示里确定

在 SimTrade 系统中，提供了纺织品、玩具、食品饮料三大类可供交易的产品，使用者

可以通过“产品展示”的详细情况了解它们的品质、包装...等产品详细信息。出口商、进口商

通过从选定的目标市场中分析得出某种产品的销售趋势、分析利润空间是否合适等情况选择

出目标产品，然后利用互联网、基本产品供应商、商检局以及目标市场的资料来了解目标产

品的基本特点，为以后的交易磋商做好准备。

（五）出口商、进口商、供应商分别发布信息及广告

操作步骤：发布公司广告。

用户名登录—进入业务中心—广告公司—发布公司信息和产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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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财务状况会发生支出变化（公司信息发布每条 8000 元人民币，产品广告每条 5000

元人民币），学生看财务状况，体会市场行为。

（六） 寻找商机

点“淘金网”，进入查询页面，在首页上查看通知以及各类市场信息与供求信息。

1. 查看交易对象。

(1)点“公司库”，可看到所有公司的资料；

(2)选择交易对象，输入相关关键词，点“搜索”，找到对应的公司；

(3)点“详细情况”，查看交易对象公司的具体信息。

2. 查看交易商品。

(1)点“产品展示”，可看到所有产品的资料；

(2)输入交易产品关键词，点“搜索”，找到对应的产品；

(3)点“详细情况”，查看商品具体资料。

（七） 发布国内采购信息

出口商利用邮件系统发函电给供应商（工厂），与其建立业务关系，并确定产品的进货

价格。

操作步骤：

用户登录—进入业务中心—点画面右下角的“您有 XX 个新邮件”，打开邮件系统—

点“发送新邮件”— 填写收件人（供应商用户名）、标题，内容部分可点击右上方的“查看模

版”按钮来参考。写好后发送。

例：出口商利用邮件系统发给供应商（工厂），与其建立业务关系的函电

（项目二） 交易磋商及出口报价 4 学时

一、实验目的

1. 参与国际贸易买卖合同的磋商，熟悉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环节的实践过程。

2. 熟悉价格术语的使用，掌握报价核算方法。

二、实验内容简介

通过 SimTrade 内置的邮件系统进行交易磋商，要求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往来业务函

电必须使用英文(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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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步骤

（一）进口商向出口商发函电询盘

出口商收取进口商询盘邮件后，发布国内采购信息并询价

1. 发布国内采购信息。在“业务中心”里点“广告公司”，再点“发布信息”，逐项填写如下：

输入标题：急购大量甜玉米罐头，选择发布类型为“需求信息”，输入内容：我公司因客户需

要，急购大量甜玉米罐头，有意者请与我公司联系！email:xyz1@simtrade

2. 出口商主动发送联系邮件向供应商（工厂)询价

例： 张弛先生：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来信。

您的来信中提到贵公司是罐头食品的专业厂商，我们对此很感兴趣，想和你们建立起长

期的合作关系。贵厂能否给我们报价(含税)甜玉米罐头，报价单中请注明交货地点、要求的

付款方式及 小订量。因出口货物一般数量较大，请报 优惠价。

刘铭华

宏昌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工厂)报价并寄样品

（二）出口商进行出口报价核算

CIF 报价＝实际成本＋国内费用＋海运费＋保险费＋银行手续费＋利润

实际成本=购进单价-出口退税收入

其中：退税收入＝购进单价÷（1＋增值税率）×退税率

国内费用＝内陆运费＋报检费＋报关费＋核销费＋公司综合业务费

海运费＝目的港的运费

银行费用＝CIF 报价×银行费率

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建议利润定为：CIF 报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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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数量：要求至少按一个 20 英尺集装箱的有效容积 25 立方米可容纳的 大包装数量

来计算。

预算案例 http://10.0.0.218/simtrade/net/help/exporter/exporter.htm

（三）出口商向进口商发盘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右下角新邮件——进入邮件系统——发送新邮件——点“查看模

板”——复制发盘模板内容——修改后发送。

例： 发盘函电

http://10.0.0.218/practice/case/a/documents/FOOD04.htm

（四）进口商进行报价核算，然后回函还盘

例：

http://10.0.0.218/practice/case/a/documents/FOOD04.htm

出口商发函不接受，例：

http://10.0.0.218/practice/case/a/documents/FOOD46.htm

CIF 进口报价核算公式

CIF 进口价格=进口总成本+预期利润（20%）=(CIF 价+进口关税+业务费用+银行费

用)(1+20%)

进口关税=CIF 价×进口关税率

业务费用：包括进口报检费、报关费、公司综合业务费。

将 CIF 进口价格与市场销售零售价格进行比较，可决定是否接受出口商的报价。

以上所有价格均为单个产品的价格或费用

进口商 后回函接受，例：

http://10.0.0.218/practice/case/a/documents/FOOD05.htm

（项目三） 外销合同制作及订立 2 学时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合同条款的具体规定与表达。

2. 掌握进出口价格核算。

二、实验内容简介

签订 1 笔结汇方式为 D/P、价格术语为 CIF 的外销合同，填写预算表，双方签字确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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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履行合同。

三、开始实验

（一）出口商

1．出口商起草外销合同（进口商也可以起草合同）_

操作步骤：

（1）进入“业务中心”—点标志“进口商”的建筑物—点画面下方的“起草外销合同”项，

输入合同号—输入合同资料后，填写合同内容。点“保存单据”，退出销售合同画面，回到业

务中心。

（2）进入“查看单据列表”，选择该笔合同，点画面上的“检查合同”按钮，检查该合同

有关金额等项是否正确。如果发现合同需要修改，请按如下步骤操作：

（3）点画面下方的“修改合同”项，选择合同号后点“下一步”—在合同中做相应修改后，

点画面下方的“保存”按钮。注意：已发送给进口商或双方已确认签字的合同，不能再做修改。

注意：每填一张单据都要到“查看单据列表”，点击“检查单据”。

2．填写出口预算表

操作步骤：

（1）合同起草完毕，点画面上“添加单据”，选择“出口预算表”，然后到“查看单据列表”

填写“出口预算表”。

（2）填写报检费、报关费、核销费、内陆运费，查询“费用查询”，计算后填入。

（3）填写海运费：打开主页上的“运费查询”，查到合同目的港的有关费用，根据计算

公式算出海运费，并填写。注意海运费需换算成人民币。

（4）填写合同成本：合同成本是出口商针对此笔外销合同，准备向供应商采购产品的

采购成本。

如果一笔外销合同的产品有向多家供应商采购的状况，出口商需将每次的采购金额加总

后再算出平均采购金额来填写“合同成本”。如果一笔外销合同的产品仅向一家供应商采购，

则该笔购销合同的总金额就是“合同成本”。

（5）填写合同金额：需要将外销合同的总金额换算成人民币后再填写。

（6）填写利润：利润＝合同金额－合同成本－各项费用＋退税款

上述所有项目填写完毕，点预算表下方的“确定”按钮。

3．合同送进口商

操作步骤：



15

进入“业务中心”，点标志“进口商”的建筑物——点画面上的“合同送进口商”项，选择合

同号，输入标题和说明内容后点“下一步”——这时可到“查看单据列表”，查看对应该项合同

的“目前状况”是否为“待进口商确认”。

注意：在收到进口商的确认邮件（同意执行合同）后，签订外销合同的工作才算完成，

在“查看单据列表”的目前状况也会变为“正在执行”。

（二）进口商

1. 填写进口预算表

操作步骤：

（1）点“业务中心”里标志为“出口商”的建筑物；

（2）点“添加单据”，选中“进口预算表”前的单选钮，点“确定”；

（3）在“查看单据列表”中点进口预算表对应的单据编号(以后添加与填写单据都用此方

法)，弹出表单进行填写(计算方法请参照在线帮助中的“进口预算表的填写”)。

2．签字确认合同

操作步骤：

（1）点“业务中心”里标志为“出口商”的建筑物；

（2）在弹出画面的左边首先点“切换”，将需要确认的合同设置为主合同；

（3）再点“修改合同”，打开合同页面查看相关条款；

（4）如果合同没有问题，在合同左下角签署公司名称和法人签名， 后确定保存。

（5）点“确认合同”，输入合同编号，再输入进口地银行编号(如 xyz，此处 好找自己

熟悉的银行，以免到需办理相关业务如信用证时，因找不到银行而耽误业务进程)，点“确定”，

成功确认合同。

合同已经确认，交易双方合同生效，不能再进行修改。

（项目四） 外销合同履行/出口单据制作 4学时

一、实验目的

D/P+CIF 性质的合同的履行出口方涉及到备货、租船订舱、保险、商检、报关、收

汇核销等等环节，进口方涉及付款赎单、报关、商检、付汇核销直至到市场销货等等环

节，通过贸易流程各环节的实训，实现买卖双方的交易目的。

二、实验内容

出口方：备货、租船订舱、出口报检、办理国际货运保险、报关、发装船通知、收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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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销

进口方：办理进口检验的流程、付款赎单、报关流程、付汇核销的流程。了解

市场上的价格变动，掌握销货时机，收回资金

三、实验开始

（一）出口商备货

1. 起草购销合同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标志“供应商”的建筑物——点画面下方的“签订合同”项，输入合同

号(该合同号由出口商自己定义)、供应商编号，点“下一步”——输入合同资料，其中标红色

的部分必须要填。合同资料输入完毕，点“买方签字”——点下方的“保存”。

2. 发送购销合同给供应商

操作步骤：

在“业务中心”，点标志“供应商”的建筑物——点画面下方的“合同送供应商”项，选择合

同号，输入标题和说明内容后点“下一步”，合同即送达供应商处。注意：在收到供应商的确

认邮件（同意执行合同）后，签订购销合同的工作才算完成

（二）供应商

1．确认购销合同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标志“出口商”的建筑物——点画面下方的“确认购销合同”项，点“下

一步”，检查合同内容是否和接受函电一致——如果同意，点击画面左下方的"卖方签字"按

钮，签上供应商的法人姓名，再点“保存”按钮，系统将自动回复同意执行合同的邮件给出口

商。此时点“查看合同列表”看对应该合同的“目前状况”，已由原来的“待确认”改为“双方确

认”。

2．组织生产

操作步骤：

组织生产前，先到“库存状况”画面，检查库存量状况——进入“日常业务”画面，点标志

“市场”的建筑物——点画面下方的“组织生产”项，输入商品编号（例如 03001）和生产数量

（例如 9120）后，点“生产”，完成——进入“库存状况”画面，确认库存量增加；进入“财务

状况”画面，检查费用支出。

3．发货

操作步骤：



17

发货前先检查库存量是否足够——进入“日常业务”画面，点标志“出口商”的建筑物。

——点“放货”项，选择合同号，点“下一步”按钮，货物送到出口商——进入“库存状况”画面，

检查库存量减少状况；进入“财务状况”画面，检查收入及支出费用状况是否与该合同相符。

（三）出口商检查到货状况并履行责任和相关义务

收到供应商的发货通知邮件后，到"库存状况"画面，检查库存量是否增加。只有备齐外

销合同要求的数量，备货的工作才算完成。

1. 租船订舱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船公司”的建筑物——点“租船”项，输入合同号，选择集装箱规格，

点“下一步”，完成租船——完成租船后，船公司回复“配舱回单”，到“查看单据列表”可看到

这张单据，出口商不能对其作修改。

2. 出口报检

操作步骤：

进入“查看单据列表”，选择合同号——点“添加单据”——选择“报检单、商业发票、装

箱单”后点“确定”——分别点击报检单、商业发票、装箱单，填写内容后点下方的“保存”按

钮。其中红色的部分必须要填写，不会填写的部分可点击加下划线的项目查看有关解释——

点"检查单据"按钮，有误则修改——进入“业务中心”，点“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建筑物——

点画面下方的“报检”项，选择合同号，点“下一步”，等待报检通过——进入“查看单据列表“，

查看“报检”项下是否打勾，如果已打勾，表示报检已通过。报检通过后，检验检验局签发“通

关单”和“检验证明”，到“查看单据列表”可查到这两张单据，出口商不能对其做修改。其中，

通关单在报关时使用，检验证明在交单时使用。

3. 出口保险

操作步骤：

进入“查看单据列表”，选择合同号，点“添加单据”——选择“投保单”后点“确定”——点

“投保单”，填写内容后点下方的“保存”——点“检查单据”按钮，查看单据填写是否有误，有

误则修改——进入“业务中心”，点“保险公司”的建筑物——点“保险”项，选择合同号，点“投

保”按钮，完成出口保险。保险完成后，保险公司签发“保险单”，到“查看单据列表”可看到

这张单据，出口商不能对其做修改。注意：系统只承认 ICC 条款下的险别。

4. 出口报关

出口商在报关前，必须先到外汇管理局进行核销单使用的报关前备案。一张核销单只能

对应用于一张出口报关单。未进行报关前备案的核销单不能用于出口报关。

（1）核销单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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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进入“查看单据列表”，选择合同号，点“添加单据”，选择“核销单”后点“确定”——点击“核

销单”，填写内容后点下方的“保存”按钮点——点“检查单据”按钮，查看单据填写是否有误，

有误则修改——进入“业务中心”，点“外汇管理局”的建筑物——点“核销单的口岸备案”项，

选择合同号，点“确定”按钮，完成核销单备案。到"查看单据列表"，可看到"备案"项下已打

勾。

（2）出口报关

操作步骤：

进入“查看单据列表”，选择合同号——“添加单据”选择“报关单”——点击“报关单”，填

写内容后点下方的“保存”按钮——点“检查单据”按钮，查看单据填写是否有误，有误则修改

——进入“业务中心”，点“海关”的建筑物——点“报关”项，选择合同号，点“确定”按钮，完

成出口报关。到“查看单据列表”，可看到“报关”项下已打勾。注意：报关完成，海关退回报

关单(出口退税联)和加盖海关验讫章的核销单，这两张单据将在收汇、核销、退税时使用。

5. 装船出运

操作步骤：

在“业务中心”，点“船公司公司”的建筑物——点“装船出运”项，选择合同号，点“下一

步”，完成装船出运。船公司签发“海运提单“，到”查看单据列表“可查看海运提单，但出口

商不能修改。

6. 制单交单

出口货物装运之后，出口商应按照外销合同规定，正确制作、备齐各种单据。由于在报

检、保险、报关、出运阶段，出口商已完成部分单据的缮制和准备（例如：商业发票、装箱

单、检验证明、保险单、海运提单），剩下要准备的托收单据主要就是汇票和产地证了。此

外，对不同的付款(结汇)方式，交单的对象也不同。L/C、D/P、D/A 方式下，出口商向银行

交单。

（1）制单

操作步骤：

进入“添加单据”，选择合同号，点，选择“汇票”、“一般产地证”后再点“确定”按钮。其

中，产地证请根据外销合同或信用证要求来选——点击“汇票”、“产地证”，填写内容后点“保

存”按钮。

（2）交单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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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业务中心”，点“银行”的建筑物——点“交单”项，选择合同号——输入银行编号、

标题——点“选择单据”，勾选应交的托收单据后点“确定”按钮。——输入说明内容，点“下

一步”，完成向出口地银行的交单。（注：完成交单后，系统将根据不同的付款方式，扣除

相应的银行费用。）——到“查看单据列表”，可看到该合同项下的“交单”项已打勾。

（四）出口地银行

审单并发送进口地银行

操作步骤：

收到出口商发来的交单通知邮件后，进入“单据”画面，选择“外销合同号”——系统将自

动列出托收单据种类。如果单据审核通过，点“发送进口地银行”按钮，点“发送”按钮，单据

将送至进口地银行处。

（五）进口地银行

审单并通知进口商赎单

（六）进口商

1. 付款、赎单

D/P 方式下的付款、赎单

操作步骤：

收入银行发来的赎单通知邮件后，进入“业务中心”，点“银行”的建筑物——点“付款”项，

然后点击“取单”。银行自动扣除进口商账户上的货款——到“财务状况”中查看合同款支出状

况。

2. 进口报检

（查看邮件系统是否有货物出险通知，如有进入索赔程序）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建筑物——点“报检”项，选择合同号，点“下

一步”，等待报检通过——进入“查看单据列表”，查看“报检”项下是否打勾，如果已打勾，

表示报检已通过。

3. 进口报关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标志“海关”的建筑物——点画面下方的“报关”项，选择合同号，点

“确定”按钮，完成进口报关。到“查看单据列表”，可看到“报关”项下已打勾。

4. 进口提货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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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业务中心”，点标志“海关”的建筑物点画面下方的“提货”项，选择合同号，点“确

定”按钮，完成进口提货。到“查看单据列表”，可看到“提货”项下已打勾。

5. 销货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标志“消费市场”的建筑物点画面下方的“销货”项，输入商品编号和

销售数量，点“售出”按钮。即完成销货。进入“库存状况”，查看库存量减少情况。进入“财

务状况”，查看销售收入情况。

（七）出口商

1. 收汇

在收到出口地银行发来的邮件通知后，出口商要带核销单到银行办理结汇手续。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银行”的建筑物——点“结汇”项，选择合同号，点“下一步”，银行

在核销单上加盖“收汇结汇专用章”后退回给出口商，完成结汇——到“财务状况”中可查看合

同款是否收到；到“查看单据列表”可看到该合同项下的“结汇”项已打勾。

2. 核销

安全收汇后，出口商要先到外汇管理局办理核销手续，继而到国税局办理退税手续。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外汇管理局”的建筑物——点的“核销”项，选择合同号，点“下一

步”，出口商支出核销费用，外汇管理局留存核销单的第一、二联，将第三联退回给出口商，

完成核销手续的办理。到“查看单据列表”，可看到该合同项下的“核销”项已打勾，并可看到

第三联核销单。

3. 退税

操作步骤：

进入“业务中心”，点标志“国税局”的建筑物——点“退税”项，选择合同号，点“下一步”，

国税局收回第三联核销单，退税手续办理完成。

后查看出口预算表的误差率

五、实验结果及实验考核

电脑会自动考核每人的成绩，由实验老师查阅。

实验完成后，电脑会自动生成出口预算表，并与每人所填写的出口预算表进行比较，算

出误差率。

实验成绩根据以下四项综合评定：

（1）实验老师对实验过程和单证内容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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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报告。

六、实训思考题

1．请简述进出口贸易的基本业务步骤。

2．出口报价核算包括那些步骤？

3．进口报价核算包括那些步骤？

4．出口商如何办理运输？

5．本实训中出口退税收入与购进价、实际成本、利润是怎样的关系？

6．实训中实际出口预算表中各项误差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7．通过本实训，你觉得还需要掌握那些方面的知识。

实验二 D/A+FOB 3 学时

说明： 外销合同可以由出口商或进口商起草，国内购销合同也可以由出口商或工厂起

草，然后送对方签字确认即可，本表中仅以出口商起草的情况为例。

No. 工厂 出口商 出口地银行 进口地银行 进口商

1. 起草外销合同

2. 添加并填写出口预算表

3. 合同送进口商

4. 添加并填写进口预算

表

5. 签字并确认外销合同

6. 起草国内购销合同 指定船公司

7. 合同送工厂

8. 签字并确认购

销合同

9. 组织生产

10. 放货给出口

商

11. 到国税局缴

税

13. 添加并填写"货物出运委

托书"

14. 洽订舱位

15. 添加并填写"报检单、商业

发票、装箱单"

16. 出口报检

17. 添加并填写产地证明书

18. 到相关机构申请产地证

19. 到外管局申领并填写"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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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单"

20. 到海关办理核销单的口岸

备案

21. 添加并填写"报关单"

22. 送货到海关

23. 出口报关，货物自动出运

24. 到船公司取提单

25. 添加并填写装船通知
"Shipping Advice"

26. 发送装船通知

27. 添加并填写"汇票" 查看装船通知

28. 向出口地银行交单托收 添加并填写"投保单
"

29. 审单 到保险公司投保

30. 发送进口地银行

31. 审单

32. 通知进口商取单

33. 承兑汇票

34. 取回单据

35. 到船公司换提货单

36. 添加并填写"报检单"

37. 进口报检

38. 添加并填写"报关单
"

39. 进口报关

40. 缴税

41. 提货

42. 到消费市场销货

43. 到银行领取并填写"
进口付汇核销单"

44. 汇票到期时付款

45. 添加并填写"进口付

汇到货核销表"

46. 到外管局办理进口付

汇核销

47. 到银行办理结汇

48. 添加并填写"出口收汇核

销单送审登记表"

49. 到外管局办理核销

50. 到国税局办理出口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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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T/T+CFR 2 学时

说明： 外销合同可以由出口商或进口商起草，国内购销合同也可以由出口商或工厂起

草，然后送对方签字确认即可，本表中仅以出口商起草的情况为例。

No. 工厂 出口商 出口地银行 进口地银行 进口商

1. 起草外销合同

2. 添加并填写出口预算表

3. 合同送进口商

4. 添加并填写进口预算

表

5. 签字并确认外销合同

6. 起草国内购销合同

7. 合同送工厂

8. 签字并确认购

销合同

9. 组织生产

10. 放货给出口

商

11. 到国税局缴

税

13. 添加并填写"货物出运委

托书"

14. 指定船公司

15. 洽订舱位

16. 添加并填写"报检单、商业

发票、装箱单"

17. 出口报检

18. 添加并填写产地证明书

19. 到相关机构申请产地证

20. 到外管局申领并填写"核
销单"

21. 到海关办理核销单的口岸

备案

22. 添加并填写"报关单"

23. 送货到海关

24. 出口报关，货物自动出运

25. 到船公司取提单

26. 添加并填写装船通知
"Shipping Advice"

27. 发送装船通知

28. 将货运相关单据送进口商 查看装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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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添加并填写"投保单"

30. 到保险公司投保

31. 查收单据

32. 到银行领取并填写"
进口付汇核销单"

33. 付款

34. 到银行办理结汇 到船公司换提货单

35. 添加并填写"出口收汇核

销单送审登记表"
添加并填写"报检单"

36. 到外管局办理核销 进口报检

37. 到国税局办理出口退税 添加并填写"报关单"

38. 进口报关

39. 缴税

40. 提货

41. 添加并填写"进口付

汇到货核销表"

42. 到外管局办理进口付

汇核销

43. 到消费市场销货

补充说明：

在我国出口贸易中，C/F 结算方式结合 CIF 贸易术语（C/F+CIF）的使用比较广泛，应

该作为实训的主要内容。但由于 C/L 结算方式要求单证一致、单单一致，因此，只有信用

证和所有单据都完全正确并保持一致时才能进行模拟实训。这与我们的课程设置不协调。《外

贸单证实务》是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后的第二学期开设，信用证和部分单据暂不能完成

正确制单，制约了信用证流程的实训。关于信用证的流程和 CIF 贸易术语方式可在《外贸

单证实务》课程结束后设置约 6-8 个课时，完成（C/F+CIF）实训。



《外 贸 单 证 实 务》

实验指导书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韩佩琪 陈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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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单证实训》实验指导书

(Documents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课程简介] 《外贸单证实训》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必修实训课程。该课程是

对《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外贸函电》等教学课程的补充，通过使用纳学

软件公司提供的“外贸单证软件”，为学生提供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渠道，

增加学生对国际贸易中单证业务及其运作流程的感性认识，了解国际贸易中制

单、审单的实际操作及各环节的衔接关系。本课程主要包括合同的签订、制单、

审单等多个环节。

[实训目的] 本实训以商品进出口贸易为实训对象，以我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和国际贸易

惯例为指导，以进出口贸易合同和信用证为媒介，训练学生在商品进出口贸易

单证操作中应掌握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使课堂教学和业务实践科学的衔接

和融合。

[实训要求] 实训前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做好实训前的预习准备工作。要求学生明

确实习目的及实训要求。

本课程以能力培养和技术应用为根本出发点，并结合外贸单证员和跟单员考试要求进行

教学。通过教学相长力图使学生们正确理解外贸合同中的各相关条款，正确审核信用证的有

关内容，并能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独立缮制外贸业务中的各种单据，并依据合同和相关单

证对货物生产加工、装运、保险、报检、报关、结汇等全部环节进行跟踪和操作， 终实现

外贸理论教学与外贸工作实践的完美结合。具体要求如下：

1.能够阐明进出口合同的签订步骤；

2.能够认识、阅读和制定英文的进出口合同；

3.能够学会阅读信用证，根据所给的合同等资料审核和修改信用证；

4.能够准确地阅读商业发票的主要内容，能够在所给信用证的范例中找出信用证的有关

发票条款并详细解析，根据所给的合同和信用证的资料查找商业发票填制错误以及缮制商业

发票；

5.能够准确地阅读加拿大海关发票的主要内容，根据所给的资料填写加拿大海关发票；

6.能够准确地阅读汇票中各项主要内容，根据所给的合同和信用证等资料查找汇票填制

错误以及正确填制汇票；

7.能够准确地阅读海运提单各项主要内容，根据所给的合同和信用证等资料查找海运提

单填制错误以及正确缮制海运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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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能够准确地阅读航空运单各项主要内容，根据所给的合同和信用证等资料查找航空运

单填制错误以及正确填写航空运单；

9.能够准确地阅读保险单各项主要内容，能够翻译所给保险条款，并指出在制作保险单

据时应注意的问题，根据所给的合同和信用证等资料查找保险单填制错误以及正确填写保险

单；

10.能够准确地阅读一般原产地证书和普遍优惠制原产地证书，同时学会制作厂商签发

的原产地证书；

11.能够准确地阅读装箱单、重量单、尺码单各项主要内容，根据所给的合同和信用证

等资料填写装箱单、重量单和尺码单；

12.能够根据所给的进出口合同和信用证内容缮制发票、箱单等综合单证。

[实训时数] 36 学时

[实训内容]

实训项目 实训内容 学时

实训一：
签订售货合同

1.给出特定案例的往来电传，拟写双方有关询盘、发盘、还盘以及接受的相关电函。
4

2．给出特定出口合同的主要交易条款，让学生用英文写出正确完整的合同条款。

实训二：
信用证的审核

与修改

审核信用证内容并根据合同内容用英文写一份要求买方修改信用证的函电。

6
1．给出学生特定案例让学生向银行书写申请开立信用证的信函并填写开证申请书。

2．给出特定案例的销售合同条款和信用证，让学生审核信用证，并拟写改正函一份。

3．购买外汇申请书、进口付汇核销单、出口收汇核销单、索偿书、偿付授权书的填

写。

实训三：
缮制汇票

给出特定案例的信用证，要求填写跟单信用证项下的汇票。 2

实训四：
缮制商业发票、

装箱单、重量单

1.在教师的示范及指导下，由学生上机根据信用证、销售合同样本缮制装箱单、重量

单。 4
2. 根据给出的信用证和装箱单，要求填写跟单信用证项下的发票。

实训五：
缮制海运提单、

联合运输提单

和航空运单

进一步熟悉信用证和发票条款。

4
根据信用证条款要求和发票缮制海运提单、联合运输提单和航空运单。

实训六：
缮制海洋货物

运输保险单

1.根据特定案例，熟悉结合销售合同、信用证、发票、提单等单证。

22.按上述单证中对保险险别、投保金额、保险公司等方面的要求缮制海洋货物运输保

险单。

实训七：
缮制报检单

1.根据给出特定案例，熟悉发票和装箱单的相关内容填。
2

2.根据上述单据中的相关内容写出境货物报检单

实训八：
缮制普通原产

地证书及普惠

制产地证书

根据信用证条款要求缮制普通原产地证书及普惠制产地证书。 2

实训九： 1．根据给出特定案例的出口资料填写出口货物报关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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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制进出口报

关单

2．根据某公司的进口发票、装箱单、销售协议和提单所列的内容，让学生按报关单

的填制要求正确填制一般贸易进口报关单。

实训十：
综合制单练习

给出具体案例，根据信用证条款要求缮制出口全套单据。 8

[考核形式及要求]

本课程要求学生根据实训内容，做好每一个试验，填好实训内容要求的单证，并由指导

教师批阅。成绩由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实践成绩三部分构成，比例分别为 60%、20%、20%。

（1） 平时成绩主要考察学生的出勤率、课堂纪律和学习态度，占总成绩的 20%。

（2） 实践成绩占总成绩的 20%，为各实训项目成绩的平均值。

（3） 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 60%，考试或实训报告均可。实训报告必须包括：实训名

称、实训目的、实训步骤、实训结果，存在的问题和实训总结。

[教材及参考书]

1．丁行政，《国际贸易单证实务》，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2 年版；

2．吴国新，《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3. 缪东玲，《国际贸易单证操作与解析》，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年版。

[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在具体教学中涉及到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结算、外贸函电等方面的内容。是对

国际贸易实务及国际结算理论教学的实践应用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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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指导书

实验一 货主单证——国际托运书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货主单证中的国际托运书模板。

2. 掌握国际托运书模板的缮制要求。

3. 按实验要求对照模板能独立完成国际托运单证的缮制。

二、实验内容

1. 打开国际托运书模板，熟悉和理解模板中的每个栏目；

2. 按实验要求完成相应的单证缮制；

三、实验步骤

1. 货主单证—>国际托运书，打开国际托运书模板，熟悉国际托运书模板。

2. 国际托运书的缮制要求

国际货运托运书包括海运和空运托运书两种，本系统只以空运为例说明。航空托运单证

以中国民航总局印制的《国际货物托运书》为主要单据，它是托运人委托书空运代理人向航

空公司订舱的依据，也是航空公司缮制或签发航空运单的依据。

相关栏目的填写如下：

托运人栏。填制出口商或信用证受益人，托运人账号通常留空。

收货人栏。填表制实际收货人或其货运代理人。如果存在两个收货人，此栏填写第

一收货人，通知栏填第二收货人。因为空运单不是物权凭证，不能通过背书转让，

此栏只能记名填写。收货人账号留空。

始发站栏。填制始发站机场名称或始发站所在城市名称。

到达站栏。 后目的港机场名称。

要求运输路线栏。通常留空。

要求预定吨位栏。通常留空。

供运输用申明价值栏。按国际公约规定，托运人在交付托运时，如申明货物价值，

在发生货损时，承运人会按其申明的价值赔偿。如果没有申明价值，按每千克统一

规定的金额赔偿，但不包括该货到达后的价值。如果托运人不申明价值，此栏填写

NVD（No Value Declaration）。

供海关用申明价值样。此栏所填内容为海关征税的依据。如果以商业发票或报关单

申报为征税依据时，此栏可留空不填。如为样品出运，可填 NCV（No Commer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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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数和包装方式。填写货物的件数、包装种类。如果使用的货物运价种类不同，应

分别填写，并将总件数相加，包装种类用“PACKAGES”。

毛重栏。与件数相对应，填写货物实际毛重，以千克为单位时，保留一位小数，并

按 0.5 进位。多项货物时，在下方对应栏内打上毛重之和。

运价种类栏。填写所采用的货运运价种类的代号。出口商一般留空不填。

计费重量。空运运费的计算按实际重量和体积重量两者之中较高的一个计算。具体

计算方法是：体积（m
3
）除以系数 0.006（m

3
/kg），得出一个体积重量与货物毛重

（KGS）相比较，以较大者计费。

费率栏。按空运承运人约定的填制。出口商此栏一般留空。

货物名称和数量栏。按照商业发票填制。注意不得填制货物类别的名称，而要填制

具体名称。数量，填写每外包装尺寸或体积，单位分别用厘米或立方米表示，货物

尺寸按其外包装的长×宽×高×件数的顺序填制。

运费栏。填运费支付方式，预付（PP）或到付（CC），此栏空白处填制装运唛和出

口商要求的装运日期。

所附文件栏。随货同行的文件，如商业发票、装箱单、进口许可证、产地证等。

3. 国际托运书练习

以学生用户登录，进入考场，根据以下信用证资料缮制一份海运出口货物托运单。

Applicant: Hanil Synthetic Fiber CO., Ltd.

Hans Tower 46-5 Guro Dong,

Guro Gu, Seoul, Korea

Beneficiary: ABC Import and Export Co.

Issuing Bank: To the order of Industrial Bank of Korea

Port of Shipment: Shanghai, China

Port of Discharge: Bushan, China

Partial Shipment: Not Allowed

L/C number: M04G4410NS00228

Latest Date of Shipment: 20Nov 2004

Expiry Date: 25 Nov 2004

Description of Goods: PP Spun bonded Nonwoven Fabrics

Quantity of Goods: 353 Rolls

Packing: GW9000KGS, Measurement 68 CBM

Number of B/L：Three

Shipping Marks: N/M

四、实验报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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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模板单证的组成部分，以及每部分的缮制要求和注意事项。

2. 按缮制练习要求完成一份出品货物托运单证。

实验二 货主单证——装箱单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货主单证中的装箱单模板。

2. 掌握装箱单模板的缮制要求。

3. 按实验要求对照模板能独立完成装箱单的缮制。

二、实验内容

1. 打开装箱单模板，熟悉和理解模板中的每个栏目；

2. 按实验要求完成相应的单证缮制；

三、实验步骤

1. 熟悉装箱单模板：货主单证—>装箱单，打开装箱单模板；

2. 装箱单的缮制要求

装箱单又称包装单，是指记载或描述商品情况的单据，是商业发票的附属单据，在信用

证上有“Packing Note”、“Packing Specification”，“Packing List”等不同的写法，都

是为了清楚、正确地列明每批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包装、唛头、箱号、件数等情况，

以便买方收货时清点对。装箱单的内容必须与货物实际包装与提单、发票等单据各项目一致。

装箱单并不无固定的格式和内容，只能由出口商根据货物的种类和进口商 的要求依照

商业发票的大体格式来制作，出口商的装订单格式不尽相同，但基本栏目内容相似主要包括

单据名称、编号、出单日期、货物名称、唛头、规格、件数、毛重与净重等内容。

具体缮制要求如下：

出口企业的中英文名称和地址（Exporter/Issuer）：与发票同项内容一致，缮制方

法相同。

单据名称（Name of Document）：常见的名称有：Packing List（装箱单）、Weight

List（重量单）、Measurement List（尺码单）等。在实际业务中，应与信用证规

定的名称相符。

装箱单编号（No.）：一般填发票号码。

出单日期（Date）： 一般填发票日期。

买方名称和地址（Importer/To）：即抬头，为合同的买方或信用的开证申请人。

货物描述（Description of Goods）：填写商品的品名和规格，必须与合同和信用

一致。如果货物有多种规格，应分别列出。

唛头（Shipping Marks）：如果信用证有规定，必须与信用证一致； 如果信用证未

规定唛头出口方可自行设计，也可填写“N/M”，但必须与发票、提单、托运单等单

据上的唛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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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Quantity）：填写实际包装件数，如果规格不同，应分别列出，同时累计总

数。

毛重（Gross Weight）：填写每件包装商品的总重量。

净重（Net Weight）：填写每件货物的实际重量并合计总净重。

尺码（Measurement）：填写每件货物的体积并合计总体积。

签名（Signature）：由出具本单据的单位或负责人签字盖章，应与发票的签章一致。

如果信用证要求中性包装
1
或规定中性包装单，本栏应空白不签章。

包装单的其他注意事项：

在采用信用证进行结算时，包装单据的名称和内容应与信用一致，装箱单的内容

主要是说明每件货物内有的品名和数量；重量单是每件货物的毛重和净重；尺码

单着重于每件货物的体积。货物的品名、件数、总的毛重、净重、总的尺码都要

与发票、提单、保险单、产地等其它单据一致。

装箱单、重量单和尺码单，原则上应单独缮制，如果信用证没有提到“不接受联

合单据”（Combined Documents Not Acceptable）的条款，可以同发票联合在一

起，但必须标明“Packing List, Weight List, Measurement List”字样。

如来证规定“不接受联合单据”，可以利用装箱单分别冠以重量单和尺码单的单据

名称，一次缮制，按照信用证规定的份数提供给银行即可。

装箱单一般不应显示货物的单价、总价。因为进口商转售时，不愿向第三者泄露

采购成本。

重量单如冠以“Certificate of Weight”的名称， 好加注“We certify that the

weight are true and correct “（兹证明所有重量均正确无误）的字句。

制单日期可与发票日期相同，但不得早于发票日期。

毛、净重方面，应列明单件的毛重和净重、总毛重和总净重，必须与发票、运输

单据、产地证、山口许可证上的数字相符。对于计价的重量，其数字更需注意。

如果信用证规定要列明内包装情况，必须在单据中充分表示出来。例如 ：信用证

规定，每件装一塑料袋，每打装一盒，每 20 打装一箱，则必须注明“Packing each

piece in a plastic bag, one dozen in a box and then 20 dozens in a carton”。

包装单据必须注意与其它单据的关联性，如要显示发票号码等。

如果信用没有特别规定，包装单据可不签署。

3. 装箱单练习

以学生用户登录，进入考场，根据以下相关资料缮制一份装箱单。

－－L/C NO. 291-11-6222531 DATED APRIL 2
ND, 2008

－－ISSUING BANK: HSBC, 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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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AND PLACE OF EXPIRY: OCT. 15, 2006 IN COUNTRY OF BENEFICIARY

－－APPLICANT: WOODLAND LIMITED 450 CASTLE PEAK ROAD, KLN., HONG KONG

－－BENEFICIARY: SHANGDONG ANIMAL BY-PRODUCTS IMP.&EXP. CORPORATION 76 YINCHUAN RD,

QIGDAO, CHINA

－－L/C AMOUNT: USD 16663.00

－－LOADING IN GHARGE: QINGDAO PORT , CHINA

－－FOR TRANSPORTATION TO: HONGKONG

－－LATEST DATE OF SHIP: 20080930

－－DESCRIPTION OF GOODS: 42500 PIECES OF STUFFED TOY AS PER SALES COUNTRACT

08WL16IA0019 DATED 2008.03.15

STYLE NO. QUANTITY UNIT PRICE

……………………………………………………….…….

ZEAPEL01 7000PCS USD0.345/PC

ZEAPEL02 500PCS USD0.65/PC

ZEAPEL04 5000PCS USD1.10/PC

ZEAPEL05 30000PCS USD0.31/PC

CIFC5 HONGKONG AS PER INCOTERMS 2000

－－DOMUMENTS REQUIR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1 ORIGINAL AND 3 COPIES LESS

5%COMMISSION AND HANDSIGNED BY BENEFICIARY.

+PACKING LIST IN 1 ORIGINAL AND 3 COPIES

－－ADDITIONAL COND.: +PACKING IN CARTONS OF 50 PCS EACH.

+CARTONS TO BE MARKED WITH: W.A.L

HONGKONG

C/NO. 1-UP

四、实验报告要求

1. 熟悉模板单证的组成部分，以及每部分的缮制要求和注意事项。

2. 按缮制练习要求完成一份装箱单证。

实验三 货主单证——发票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货主单证中的发票模板。

2. 掌握发票的缮制要求。

3. 按实验要求对照模板能独立完成发票的缮制。

二、实验内容

1. 打开发票模板，熟悉和理解模板中的每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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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实验要求完成发票单证缮制；

三、实验步骤

1. 熟悉发票单模板：货主单证—>发票，打开发票单模板；

2. 发票的缮制要求

商业发票是出口企业自行拟制的，没有统一的格式，但其基本栏目大致相同，结构上分

为首文、本文和结尾三个部分。首文部分包括发票名称、号码、出口商的名称和地址、信用

证号码、合同号码、发票抬头人、运输方式等；本文部分包括唛头、货物描述、单价和总值

等；结尾部分包括有关货物产地等声明、发票制作人签章等。下面介绍目前较常使用的商业

发票的缮制方法。

出票人名称与地址。一般情况下，出票人也就是出口公司，制单时应标出出票人的

中英文名称和地址。如果信用证中有特殊说明，以信用证为准。

发票名称。发票上应有“Invoice”（发票）字样。一般情况下应按信用证对发票的

具体要求制作，例如，如果信用证要求提供的是“Commercial Invoice”（商业发

票），则发票的名称必须有“Commercial”字样，否则发票则与信用证的要求不符。

发票抬头人名称和地址。在采用信用证支付货款时，如果信用证上有指定抬头人，

则按照来证规定制单，否则一般情况下填写申请人或收货人的名称和地址；如果采

用托收方式结算，填写合同买方的名称和地址，填写时名称和地址应放在不同行。

根据 UCP600 的规定，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商业发票的抬头人必须写成开证申请

人。

运输资料（Transport Details）。填写货物实际的起运港、目的港以及运输方式，

如果货物需要转运，应该把转运港的名称表示出来。如：From Guangzhou to

Helsinki W/T at Hong Kong by vessel。

发票号码（Invoice No.）。发票号码是出口商制作发票的编号，这是发票中不可缺

少的内容之一。

发票日期（Invoice Date）。发票的日期就是发票的制作日期，也应理解为发票的

签发日期。一般而言，在全套单据中，发票是结汇单据中签发日期 早的单据，要

注意的日期可以采用英文写法，也可以采用数字表达，如“2008-05-10”与“May 10,

2008”都可以表达发票日期。

信用证号码（L/C NO.）。采用信用证付款时，填写信用证编号。

开证日期（L/C Date）。采用信用证付款时，填写信用证开证日期。

合同号码（S/C No.）。发票中应反映进出口双方贸易合同的号码。信用证中经常规

定要在发票上加注合同号码，但是，如果信用证规定加注的合同号码与实际合同号

码不符并且来不及修改时，发票应按信用证的要求加注错误的合同号码。不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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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误的合同号码后面注明“正确的合同号码应为……”。有时信用证要求在发票

上加注开证行名称和信用证的号码，则应将其加注在发票上。

支付方式（Terms of Payment）。按实际情况填写支付方式，如 by L/C，by D/P

等；

唛头及件号（Marks and Number）。发票的唛头按照信用证或合同的规定填写，并

与托运单、提单等单据唛头保持一致，如果货物为裸装货或散装货，可填写“N/M”。

货物内容（Description of Goods）。常用来表示“货物描述”的英文术语有：

Description of Goods，Covering Shipment of，Description of Merchandise，

Covering the Following Goods by，Covering Value of，Shipment of Goods 等。

发票上的名称应与信用证中规定的商品完全一致。如果信用证中的商品有错误或漏字等

并且未来得及修改，发票上的商品名称也应将错就错，以保证发票与信用证规定一致。不过，

可在错误的名称后面加注正确的名称。

银行只负责审核单据表面上的一致性，因此，商品名称的表面性应与信用证的要求保持

一致，不可使用商品名称的科室民或繁写或同义词或同义名称等。

商品的包装、件数（Quantity）。发票中列明的货物 数量（件、个、条等）和重量

应与信用证中货物描述的数量和重量完全一致，并与提单等基本单据中货物的数量

和重量一致。

单价（Unit Price）：单价由四个部分组成：计价货币、计量单位、单位价格和价

格术语。例如 ：USD（计价货币）、25.60（单位价格金额）、Per piece（计量单位）、

CIF Hong Kong（价格术语）。

总值（Amount）。发票的总值通常是可能收取的价款，是发票上列明的单价与数量

的乘积，不能超过信用证规定的 高金额。如果信用证上总会前有“大约”“大概”

等词语，交货时允许有 10%左右的增减幅度。如果合同中包含佣金而信用证未加规

定，其总金额中已扣除了佣金，则发票应能够反映扣除佣金的全过程，即同时表示

出含佣价、佣金和净价。

声明文句。信用证要求的在发票内特别加船名、原产地、进口许可证号等声明文句，

例如：

证明所列货物与合同或订单所列货物相符合，如：We certify that the goods

named have been supplied in conformity with order No.888（兹证明本发

票所列货物与第 888 号合同相符）；

证明原产地。如：We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above goods are of Chinese

origin；

证明不能装载于或停靠限制的船只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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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货真价实，如：We certify that this invoice is in all aspects true

and correct both as regards to the price and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

referred herein（兹证明本发票所列货物在价格、品质方面真实无误）；

证明已经航邮有关单据，如：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wo copies of invoices

and packing list have been mailed direct to applicant immediately after

shipment（兹证明装运后已立即将两份发票及装箱单航寄开证申请人）。

出单人签名或盖章。商业发票只能由信用证中规定的受益人出具，除非信用证另有

规定。如果以影印、电脑处理或制作的发票作为正本者，应在发票上注明“正本”

字样。按照 UCP600 规定，商业发票不必签字，但是有时来证规定发票必须手签，

则不能用盖章形式，对墨西哥、阿根廷出口，必须手签（手签条款）。同时还可能

出现回签条款。

发票的其他注意事项：

UCP600 对商业发票的要求

发票必须由信用证中指定的受益人出具（可转让信用证除外）；

发票必须以开证申请人为抬头人（可信用证或信用证另有规定除外）；

发票无须签字（除非信用证另人有规定），但是如果信用证要求的证明文句是

在未要求签字的发票上表示的，则该证明文句应签字且加注日期；

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银行拒受金额超过信用证金额的商业发票；

商业发票对货物的描述，必须与信用证一致；

部分国家对发票的特殊规定。

智利：发票内要注明运费、保险费和 FOB 值；

墨西哥：发票要手签，一般发票要求领事签证，可由贸促会代签，并注明：“There

is no MEXICAN consulate here.”在北京由墨西哥驻华使者签证；

澳大利亚：发票内应注明发展中国家声明，可享受优惠关税待遇；

伊拉克：要求领事签证，由贸促会代签也可；

黎巴嫩：发票应加注正式真实性的语句；“We hereby certify that this

invoice is authentic, that it is the only one issued by us for the goods

herein, that the valued and price of the goods are correct without any

deduction of payment in advance and its origin is exclusively China.”

科威特：发票内要注明制造厂商名称和船名，注明毛净重并以千克表示；

巴林：发票内应注明货物原产地，并且应手签；

秘鲁：如用信用证要求领事签证，可由贸促会代替，发票货名应该以西班牙文

表示，同时要注明 FOB 价值，运费和保险费；

委内瑞拉：发票货名充西班牙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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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发票内应注明关税号；

阿拉伯地区：一般都要求注明货物原产地并由贸促会签证，或者由贸促会出具

原产地证明；

斯里兰卡，阿根迁，尼泊尔，印度：发票手签；

土耳其：产地证不能联合在发票内；

3. 发票单证练习

以学生用户登录，根据以下相关资料缮制一份发票单。

－－L/C NO. 291-11-6222531 DATED APRIL 2ND, 2008

－－ISSUING BANK: HSBC, HONGKONG.

－－DATE AND PLACE OF EXPIRY: OCT. 15, 2006 IN COUNTRY OF BENEFICIARY

－－APPLICANT: WOODLAND LIMITED 450 CASTLE PEAK ROAD, KLN., HONG KONG

－－BENEFICIARY: SHANGDONG ANIMAL BY-PRODUCTS IMP.&EXP. CORPORATION 76 YINCHUAN RD,

QIGDAO, CHINA

－－L/C AMOUNT: USD 16663.00

－－LOADING IN GHARGE: QINGDAO PORT , CHINA

－－FOR TRANSPORTATION TO: HONGKONG

－－LATEST DATE OF SHIP: 20080930

－－DESCRIPTION OF GOODS: 42500 PIECES OF STUFFED TOY AS PER SALES COUNTRACT

08WL16IA0019 DATED 2008.03.15

STYLE NO. QUANTITY UNIT PRICE

……………………………………………………….…….

ZEAPEL01 7000PCS USD0.345/PC

ZEAPEL02 500PCS USD0.65/PC

ZEAPEL04 5000PCS USD1.10/PC

ZEAPEL05 30000PCS USD0.31/PC

CIFC5 HONGKONG AS PER INCOTERMS 2000

－－DOMUMENTS REQUIR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1 ORIGINAL AND 3 COPIES LESS

5%COMMISSION AND HANDSIGNED BY BENEFICIARY.

+PACKING LIST IN 1 ORIGINAL AND 3 COPIES

－－ADDITIONAL COND.: +PACKING IN CARTONS OF 50 PCS EACH.

+CARTONS TO BE MARKED WITH: W.A.L

HONGKONG

C/NO. 1-UP

四、实验报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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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发票单证模板的组成部分，以及每一项的缮制要求和注意事项。

2. 按缮制练习要求完成一份发票单证。

实验四 货代单证——出口报关单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货代单证中的出口报关单模板。

2. 掌握出口报关单的缮制要求。

3. 按实验要求对照模板能独立完成出口报关单的缮制。

二、实验内容

1. 打开出口报关单模板，熟悉和理解模板中的每个栏目；

2. 按实验要求完成出口报关单缮制；

三、实验步骤

1. 熟悉出口报关单单模板：货代单证—>出口报关单，打开出口报关单模板；

2. 掌握出口报关单的基础知识和缮制要求

出口货物报关单是申报主体（出口商）向海关报告出口货物情况，申请海关审查、放行

的必要法律文书，是海关监管、征税、统计及开展稽查的重要依据，又是加工贸易进出口货

物核销，出口退税及外汇管理的重要凭证。因此、申报主体应对报关单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

出口货物报关单采用国家海关部署统一印刷的格式，不同类别的报关单采用不同的颜色

或加注贸易性质的文字以示区别，其主要内容大致相同。目前多数出口商采用委托报关企业

代理报关的方式进行。

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说明：

预录入编号：本栏目填报预录入报关单的编号，预录入编号规则由接受申报的海关

决定。

出口口岸：本栏目应根据货物实际出境的口岸海关，填报海关规定的《关区代码表》

中相应口岸海关的名称及代码。如青开发区海关 4218。

备案号：本栏目填报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在海关办理加工贸易合同备案或征、减、

免税备案审批等手续时，海关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手册》、电子

账册及其分册（以下统称《加工贸易手册》）、《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以下简称

《征免税证明》）或其它备案审批文件的编号。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备案号。

合同协议号：本栏目填报进出口货物合同（包括协议或订单）编号。

出口日期：出口日期指运载出口货物的运输工具中出境手续的日期，本栏目代海关

签发打印报关单证明联用，在申报时免予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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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日期：申报日期指海关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申报数据

的日期。以电子数据报关单方式的，申报日期为海关系统接受申报数据时记录的日

期；以纸质报关单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为海关接受纸质报关单并对报关单进行登

记处理的日期。

申报日期为 8 位数字，顺序为年（4位）、月（2 位）、日（2 位）。本栏目在申报时

免予填报。

经营单位：本栏目填报在海关注册登记的对外签订并执行进出口贸易合同的中国境

内法人、其它组织或个人的名称及海关注册编码。

特殊情况下填制要求如下：

进出口货物合同的签订者和执行者非同一企业的，填报执行合同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委托进出口企业进口投资设备、物品的、填报外商投资企业，并

在标记唛码及备注栏注明“委托某进出口企业进口”；

有代理报关资格的报关企业代理其它进出口企业办理进出口报关手续时，填报

委托的进口名称及海关注册编码。

发货单位：本栏目填报出口货物在境内的生产或销售单位的名称，包括：

自行出口货物的单位；

委托进出口企业出口货物的单位；

有海关注册编码或加工企业编码的发货单位，本栏目应填报其中文名称及编

码；没有编码的应填报其中文名称；使用《加工贸易手册》管理的货物，报关

单的收、发货单位应与《加工贸易手册》的“经营企业”或“加工企业”一致；

减免税货物报关单的收、发货单位应与《征免税证明》的“申请单位”一致。

申报单位：自理报关的，本栏目填报进出口企业的名称及海关注册编码：委托代理

报关的，本栏目填报经海关批准的报关企业名称及海关注册编码。

本栏目还包括报关单左下方用于填报申报单位有关情况的相关栏目，包括报关员、

报关单位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等栏目。

运输方式：运输方式包括实际运输方式和海关规定的特殊运输方式，前者指货物实

际出境的运输方式，按出境所使用的运输工具分类；后者指货物无实际进出境的运

输方式，按货物在境内的流向分类。

本栏目应根据货物实际进出境的运输方式或货物在境内流向的类别，按照海关规定的

《运输方式代码表》（见下表）选择填报相应的运输方式。

实际运输方式名称及代码表

代码 名称

2 江海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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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铁路运输

4 汽车运输

5 航空运输

6 邮件运输

运输工具名称：本栏目填报载运货物进出境的运输工具名称或编号，填报内容应

与运输部门向海关申报的舱单（载货清单）所列相应内容一致。具体要求如下：

水路运输：填报船舶编号（来往港澳小型船舶为监管簿编号）或者船舶英文名

称；

公路运输：填报该跨境运输车辆的国内行驶车牌号，深圳提前报关模式的报关

单填报“国内行驶车牌号＋‘/’＋提前报关”；

铁路运输：填报车厢编号或交接单号；

航空运输：填报航班号；

邮件运输：填报邮政包裹单号；

其它运输：填报具体运输方式名称，例如：管道、驮畜等。

航次号：本栏目填报载运货物进出境的运输工具的航次编号。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水路运输：填报船舶的航次号；

公路运输：填报运输车辆的 8位进出境日期〔顺序为年（4位）、月（2 位）、

日（2位），下同〕；

铁路运输：填报列车的进出境日期；

航空运输：免予填报；

邮件运输：填报运输工具的进出境日期；

其它运输方式：免予填报。

提运单号：本栏目填报进出口货物提单或的编号。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提

单或运单号一票货物对应在多个提单或运单时，应分单填报。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水路运输：填报进出口提单号，如有分提单的，填报“进出口提单号＋‘*’

＋分提单号”；

公路运输：免予填报；

铁路运输：填报运单号；

航空运输：填报“总运单号＋‘_’＋分运单号”，无分运单的填报总运单号；

邮件运输：填报邮运包裹号。

贸易方式（监管方式）：本栏目应根据实际对外贸易情况按海关规定的《监管方式

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监管方式简称及代码。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种监管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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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几种贸易方式包括：一般贸易（0110），来料加工（0214），进料加工（0615）。

征免性质：本栏目应根据实际情况按海关规定的《征免性质》选择填报相应的征

免性质简称及代码，有海关核发的《征免税证明》的，应按照 《征免税证明》中

批注的征免性质填报。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种征免性质。

常用的征免性质包括：一般征税（101）、来料加工（502）、进料加工（503）

结汇方式：本栏目按海关规定的《结汇方式代码表》（参见下表）选择填报相应的

结汇方式名称或代码。

常见结汇方式代码表

代码 结汇方式名称 英文缩写 英文名称

1 信汇 M/T MAIL TRANSFER

2 电汇 T/T TELEGRAPHIC

TRANSFER

3 票汇 D/D RWMITTANCE BY

BANKER’S REMAND

DRAFT

4 付款交单 D/P DOCUMENTS AGAIST

PAYMENT

5 承兑交单 D/A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6 信用证 L/C LETTER OF CREDIT

许可证号：本栏目填报以下许可证的编号：出口许可证、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

可证、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定向）、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出口许可证

（加工贸易）、出口许可证（边境小额贸易）。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许可证

号。

运抵国（地区）：本栏目填报出口货物离开我国关境直接运抵或者在运输中转国（地

区）未发生任何商业性交易的情况下 后运抵的国家（地区）。

不经过第三国（地区）转运的直接运输进出口货物，以进口货物的装载货港所在国（地

区）为启运国（地区），以出口货物的指运港所在国（地区）为运抵国（地区）。

经过第三国（地区）转运的进出口货物，如在中转国（地区）发生商业性交易，则以中

转国（地区）作为启运/运抵国（地区）

本栏目应按海关规定的《国别（地区）代码表》（参见下表）选择填报相应的启运国（地

区）或运抵国（地区）中文名称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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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实际进出境的，填报“中国”（代码 142）。

主要国别（地区）代码表

代码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代码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110 中国香港 HONGKONG 116 日本 JAPAN

121 中国澳门 MACAO 132 新加坡 SIGAPORE

133 韩国 KOREA 142 中国 CHINA

143 台湾金马关税区 TAIWAN 303 英国 ENGLAND

304 德国 GERMAN 305 法国 FRANCE

344 俄罗斯联邦 RUSSIAN 501 加拿大 CANADA

502 美国 USA 601 澳大利亚 AUSTRALIA

701 国（地区）不详 999 中性包装原产国

指运港：本栏目填报出口货物运往境外的 终目的港： 终目的港不可预知的，

按尽可能预知的目的港填报。

本栏目应根据实际情况按海关规定的《港口航线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港口中

文名称及代码。装货港/指运港在《港口航线代码表》中无港口中文名称及代码的，可

选择填报相应的国家中文名称或代码。

无实际进出境的，本栏目填报“中国”（代码 142）

境内货源地：本栏目填报出口货物在国内的产地或原始发货地。出货物产地难以

确定的，填报 早发运该出口货物的单位所在地。

本栏目按海关规定的《国内地区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国内地区名称及代码。

批准文号：本栏目填报出口收汇核销单编号。

成交方式：本栏目应根据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价格条款，按海关规定的《成交方

式代码表》（参见下表）选择填报相应的成交方式代码。

无实际进出境的报关单，进口填 CIF，出口填 FOB。

成交方式代码表

成交方式代码 成交方式名称 成交方式代码 成交方式名称

1 CIF 4 C&I

2 CFR（C&F/CNF） 5 市场价

3 FOB 6 垫仓

运费：本栏目填报出口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后的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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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成交方式栏目的运费、保费栏目的填写，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请参见下表：

成交方式、运、保费填写对应关系表

成交方式 运费 保费

FOB 不填 不填

CIF 填 填

CFR 填 不填

运费可按运费单价、总价或运费率三种方式之一填报，注明运费标记（运费标记“1”表示

运费率，“2”表示每吨货物的运费单价，“3”表示运费总价），并按海关规定的《货币代码

表》选择填报相应的币种代码，具体填写规范参见以下两表。

运保费合并计算的，填报在本栏目。

运保费杂费填写例表

栏目 费率（1） 每吨单价（2） 合计总价（3）

数据 填写方法 数据 填写方法 数据 填写方法

运费 4% 4 USD30/吨 502/30/2 JPY5000 116/5000/3

保费 0.3% 0.3 USD2000 502/2000/3

应加入的

杂费

2% 2 EUR1000 300/1000/3

应减除的

杂费

2% -2 GBP200 303/-200/3

常见的货币代码表

货币名称 港币 日元 人民币 欧元 英镑 美元

货币符号 HKD HPY CNY EUR GBP USD

币制代码 110 116 142 300 303 502

保费：本栏目填报出口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后的保险费用；

保费可按保险费总价或保险费率两这一填报，注明保险费标记（保险费标记“1”表

示保险费率，“3”表示保险费总价），并按海关规定的的《货币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币

种代码。

运保费合并计算的，本栏目免予填报。



44

杂费：本栏目填报成效价格以外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相

关规定应计入完税价格或应从完税价格中扣除的费用。可按杂费总价或杂费率两

种方式之一填报，注明杂费标记（杂费标记“1”表示杂费率，“3”表示杂费总价），

并按海关规定的《货币代码表》选择相应的币种代码。

应计入完税价格的杂费填报为正值或正率，应从完税价格中扣除的杂费填报为负

值或负率。

件数：本栏目填报有外包装的进出口货物的实际件数，特殊情况填报要求如下：

舱单件数为集装箱的，填报集装箱个数；

舱单件数为托盘时填报托盘数。

本栏目不得填报为 0,裸装货物填报为“1”。

包装种类：本栏目应根据进出口货物的实际外包装种类，按海关规定的《包装种

类代码表》（参见下表）选择填报相应的包装种类代码。件数和包装种类的对应关

系参见下面另一个表。

包装种类中英文对照及代码表

代码 英文包装种类 包装种类中文名称 英文包装的简写及复数形式

1 （WOODEN） CASE 木箱 CASES

2 CARTON 纸箱 CTNS

3 DRUM/BARREL 桶装 DRUMS/BARRRELS

4 IN BULK 散装 无复数形式

5 PALLET 托盘 PALLETS

6 BAG/BALES 包 BAG/BALES

7 ROLL 卷 ROLLS

8 BUNDLE 捆 BUNDLES

“件数”和“包装种类”的对应填写方法

序号 包装类别 例如 “件数”栏 “包装种类”栏

1 只有外包装 PACKED IN 200

CARTONS

200 纸箱

2 有外包装，有件货（有包

装或无包装的成件货物的

统称）

5 sets of

equipment and

10 cases of

spare parts

15 其他

3 舱单认定“集装箱” 2 containers 2 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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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舱单认定“托盘” Packed in 3

pallets

3 托盘

5 裸装 NUDE 1 裸货

6 散装 IN BULK 1 散货

注：“舱单认定”是指舱单上显示：Manifest（舱单）；Container、pallet 或“装箱单件数

同舱单件数”

毛重（千克）：本栏目填报出口货物及其包装材料的重量之和，计量单位为千克，

不足一千克的填报为“1”。

净重（千克）：本栏目填报出口货物的毛重减去外包装材料后的重量，即货物本身

的实际重量，计量单位为千克，不足一千克的填报为“1”。

集装箱号：本栏目填报装进出口货物（包括拼箱货物）集装箱的箱体信息。一个

集装箱填一条记录，分别填报集装箱号（在集装箱休上标示的全球唯一的编号）、

集 装 箱 的 规 格 和 集 装 箱 的 自 重 。 非 集 装 箱 货 物 填 报 为 “ 0 ”。 例 如

COSU9009490/20/2230，就表示是一个 20英尺，箱号为 COSU9809490，自重为 2230

千克的集装箱。

随附单证：本栏目根据海关规定的《监管证件代码表》（参见下表）选择填报“许

可证号”一栏所涉及证件以外的其它进出口许可证或监管证件代码及编号。

本栏目分为随附单证代码和随附单证编号两栏，其中代码栏应按海关规定的

《监管证件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证件代码；编号在填报证件编号。

常用监管证件名称及代码表

代码 监管证件名称 代码 监管证件名称

1 进口许可证 4 出口许可证

5 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 A 入境货物通关单

7 自动进口许可证 B 出境货物通关单

E 濒危物种允许出口证明书 F 濒危物种允许进口证明书

O 自动进口许可证（新旧机电产品） P 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

Y 原产地证明 T 关税配额证明

生产厂家：本栏目填报出口商境内生产企业。

标记唛码及备注：本栏目求如下：

标记唛码中除图形以外的文字、数字；

受外商投资企业委托代理其进口投资设备，物品的进出口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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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本报关单有关联关系的，同时在业务管理方面又要求填报的备案号，填报在

电子数据报关单中“关联备案栏”。

本栏目右边部分供填报随附单据栏中监管证件编号，具体填报如下：

填写“监管证件代码＋‘：’＋监管证件号码”；一份报关单多个监管证件的，

连续填写；

一票货物多个集装箱的，在本栏目填写其余集装箱号（集装箱号较多，填写不

完的，可另附页填写）。

项号：本栏目分两行填报及打印。第一行填报报关单中的商品顺序编号；第二行

专用于加工贸易、减免税等已备案、审批的货物，填报和打印该项货物在《加工

贸易手册》或《征免税证明》等备案、审批单证中的顺序编号。

商品编号：本栏目应填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确定的进出口货物规

范的中文商品名称，第二行填报规格型号。

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应据实填报，并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受委托的报关企

业所提交的合同、发票等相关单证相符；

商品名称应当规范，规格型号应当足够详细，以能满足海关归类、审价及许可

证件管理要求为准，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商品规范申报目录》中对

商品名称、规格型号的要求进行填报；

由同一运输工具同时运抵同一口岸并且属于同一收货人、使用同一提单的多种

进口货物、按照商品归类规则应当同一商品编号的，应当将有关商品一并归入

该商品编号。商品名称填报一并归类后的商品名称；规格型号填报一并归类后

的商品的规格型号。

数量及单位：本栏目分三行填报及打印。

第一行应按进出口货物的法定第一计量单位填报数量及单位，法定计量单位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中的计量单位为准；

凡列明有法定第二计量单位的，应在第二行按照法定第二计量单位填报数量及单

位；无法定第二计量单位的，本栏目第二行为空；

成交计量单位及数量应填报并打印在第三行。

终目的国（地区）：本栏目填报已知的出口货物的 终实际消费、使用或进一步

加工制造国家（地区）。不经过第三国（地区）转运的直接运输货物，以运抵国（地

区）为 终目的国（地区）；经过第三国（地区）转运的货物，以 后运往国（地

区）为 终（地区）。出口货物不能确定 终国（地区）时，以尽可能预知的 后

运往国（地区）为 终目的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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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应按海关规定的《国别（地区）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国家（地区）名

称及代码。

单价：本栏目填报同一项号下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的商品单位价格。无实际成效

价格的，本栏目填报单位货值。

总价：本栏目填报同一项号下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的商品总价格。无实际成交价

格的，本栏目填报货值。

币制：本栏目应按海关规定的《货币代码表》选择相应的货币名称及代码填报，

如《货币代码表》中无实际成交的币种，需要将实际成交货币按申报日外汇折算

成《货币代码表》列明的货币填报。

征免：本栏目应按照海关核发的《征免税证明》或有关政策规定，对报关单所列

每项商品选择海关规定的《征减免税方式代码表》中相应的征减免税方式填报。

“贸易方式”、“征免性质”、“征免”栏目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下表给出了常见贸

易方式和征免性质的对应关系。

贸易方式、征免性质、征免之间的对应关系

贸易方式 征免性质 征免

一般贸易（0110）

一般征税（101） 照章（1）

鼓励项目（789）

根据征免税证明的内容填报自有资金（799）

科教用品（401）

来料加工（0214） 来料加工（502）
全免（3）

进料对口（0615） 进料加工（503）

合资合作设备
中外合作（602）

全免（3）外资企业（603）

外资设备物品 外资企业（603）

货样广告品 A（3010）

其它法定（299）

根据实际进口情况而定
货样广告品 B（3039）

无代价抵偿（3100） 全免（1）或照章（1）

其它进出口免费（3339） 根据实际进口情况而定

税费征收情况：本栏目供海关批注出口货物剩征收及减免情况。

录入员：本栏目用于刻录预录入操作人员的姓名。

录入单位：本栏目用于刻录预录入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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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制日期：本栏目填报申报单位填制报关单的日期，为 8 位数字，顺序为年（4

位），月（2位），日（2 位）。

海关审单批注及放行日期（签单）：本栏目供海关作业时签注。

3. 出口货物报关单单证练习

以学生用户登录，进入考场，根据以下相关资料缮制一份出口报关单单。

青岛衬衫厂（3702910023）于 2006 年 4 月 8 日向青岛开发区海关（4218）申报出口男

式海珊牌纯棉针织体恤一批，出品核销单为：371913152，货物装入 20 尺集装箱一个，箱号：

COSU4568791，集装箱皮重：2130KGS，提单号为：COSU123456789，纯棉针织体恤的法定计

量单位为：件/千克，商品编码为 61091000。

COMERCIAL INVOICE

QINGDAO HAISHAN TRAD CO., LTD

25, HONGKONG ROAD, QINGDAO, CHINA

FM: QINGDAO, CHINA TO: HAMBURG, GERMANY INVOIDCE NO.: HS04-001

BY VESSEL: TRAD SEA VOY:312 S/C NO:04-001 PAYMENT: L/C

Marks & No Description of Goods Quantity Unit

Price

Amount

04-001

“ haishan ”

brand

Hamburg

Germany

1-200ctns

origin China

100% cotton

Men ’ s shirts

“haishan” brand

海珊牌纯棉针织体恤

200CTNS

（ 20000PCS

）

FOB

QINGDAO

USD40/CTN

USD8,000.

00

QIGDAO HAISHAN TRADE CO., LTD

PACKING LIST

QINGDAO HAISHAN TRADE CO., LTD

25, HONGKONG ROAD, QIANGDAO, CHINA

FM: QINDDAO, CHINA TO: HAMBURG, GERMAN NO:001

BY VESSEL:TRADE SEA VOY: 312 S/C NO.: 04-001

Marks & No Description of Goods Packag

es

G. W. N. W Meas

.

04-001

“ haishan ”

100% cotton

Men ’ s shirts

200ctn

s

3600k

gs

3500k

gs

15c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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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Hamburg

Germany

1-200ctns

origin China

“haishan” brand

海珊牌纯棉针织体恤

QINGDAO HAISHAN TRADE CO., LTD

四、实验报告要求

1. 熟悉出口报关单模板的组成部分，以及每一项的缮制要求和注意事项。

2. 按缮制练习要求完成一份出口报关单。

实验五 货代单证——出口报检单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货代单证中的出口报检模板。

2. 掌握出口报检单的缮制要求。

3. 按实验要求对照模板能独立完成出口报检单的缮制。

二、实验内容

1. 打开出口报检单模板，熟悉和理解模板中的每个栏目；

2. 按实验要求完成出口报检单单证缮制；

三、实验步骤

1. 熟悉出口报检单模板：货代单证—>出口报检单，打开出口报检单模板；

2. 出口报检单的缮制要求

出口报检栏必须填写完整、准确、清晰，没有内容填写的栏目应以斜杠“/”表示，不

得留空。

报检单位：指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检验、检疫、鉴定业务的单位。报检单应加盖报

检单位公章。

报检单位登记号：指在检验检疫机构登记的号码。

发货人：指本批货物贸易合同中卖方名称或信用证中受益人名称。如需要出具英文

证书的，填写中英文。

收货人：指本批出境货物贸易合同中或信用证中买方名称。如需要出具英文证书的，

填写中英文。

货物名称：按贸易合同或发票所列的货物名称，根据需要可填写型号、规格或牌号。

货物名称不得填写笼统的商品类，如“陶瓷”、“玩具”等。货物名称必须填写具体

的类别名称，如“日用陶瓷”、“塑料玩具”。不够位置填写的，可用附页的形式填

报。

H.S.编号：指货物对应的海关商品代码，填写 8 位数或 10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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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指货物生产/加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区（市）名称。

数/重量：填写报检货物的数/重量，重量一般填写净重。如填写毛重，或以毛重作

净重则需注明。

货物总值：按本批货物合同或发票上所列的总值填写（以美元计。如同一报检单我

批货物，需列明每批货物的总值。

注意：如申报货物总值与国内、国际市场价格有较大差异，检验检疫机构保留核价权力。

包装种类及数量：指本批货物运输包装的种类及件数。

运输工具名称号码：填写货物实际装载的运输工具类别名称（如船、飞机、货柜车、

火车等）及运输工具编号（船名、飞机航班号、车牌号码、火车车次）。报检时，

未能确定运输工具编号的，可只填写运输工具类别。

贸易方式：如“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进料加工”，“易货贸易”，“补偿贸易”

等。

货物存放的地点：指本批货物存放的地点。

合同号：指本批货物贸易合同编号。

用途：指本批出境货物用途，如种用、食 用、奶用、观赏或演艺、伴侣、实验、

药用、加工等。

发货日期：按本批货物信用证或合同上的所列的出境日期填写。

输往国家（地区）：指贸易合同中买方（进口方）所在国家或地区。

许可证/审批号：对实施许可证制度或者审批制度管理的货物，报检时填写许可证

编号或审批单编号。

启运地：指装运本批货物离境的交通工具的启动口岸/地区城市名称。

到达口岸：指装本批货物 的交通工具 终抵达目的地停靠的口岸名称。

生产单位注册号：指生产/加工本批货物的单位在检验检疫机构的注册登记编号。

集装箱规格、数量及号码：填写装载本批货物的集装箱规格（如 40英尺、20 英尺

等）以及分别对应的数量和集装箱号码。若集装箱太多，可用附单形式填报。

合同、信用证订立的检验检疫条款或特殊要求：指贸易合同或信用证中贸易双方对

本批货物特别约定而订立的质量、卫生等条款和报检单位对本批货物检验检疫的特

别要求。

标记及号码：按出境货物实际运输包装标记填写。如没有标记，则填写“N/M”。标

记栏不够位置填写时，可用附页填写。

随附单据：按实际提供的单据，在对应的“口”打“√”。对报检单上未标出的，

须自行填写所需证单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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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证单名称：按需要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证单，在对应的“口”打“√”，并对

应注明所需证单的正副本的数量。对报检单上未标出的，如“通关单”等，须自行

填写所需证单的名称和数量。

报检人郑重声明：必须有报检人的亲毛签名。

本说明未尽事宜按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有关规定办理。

3. 出口报检单单证练习

请根据以下所给信用证以及相关资料缮制出境货物报检单一份。

（1）信用证资料

NATIONAL PARIS BANK

24 MARSHALL AVE DONCASTER MONTREAL，CANADA.

WE ISSUE OUR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 NUMBER: TH2003

IN FAVOR OF: SUZHOU KNITWEAR AND MANUFACTURED GOOD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RPORATION

321, ZHONGSHAN ROAD, SUZHOU, CHINA

BY ORDER OF: YI YANG TRADING CORPORATION

88 MARSHALL AVE

DONCASTER VIC 3108

CANADA

FOR AN AMOUNT OF USD 89705.50

DATE AND PLACE OF ISSUE: SEPT.18th, 2005 MONTERAL

DATE OF EXPIRY: NOV 15, 2005

PLACE: IN BENEFICARY’S COUNTRY

BY NEGOTIATION OF BENEFICIARY’S DRAFT DRAWN ON US AT SIGHT IN MONTREAL

THIS CREDIT IS TRANSFERABLE

AGAINST DELIVERY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COMMERCIAL INVOICES IN 3 COPIES

+CANADA CUSTOMS INVOICES IN 3 COPIES

+ORIGINAL CERTIFICATE IN 3 COPIES

+FULL SET OF NEGOTIABLE INSURANCE POLICY OR CERTIFICATE BLANK ENDORSED OFR 110

PERCENT OF INVOICE VALUE COVERING ALL RISKS.

+FULL SET OF ORIGINAL MARINE BILLS OF LADING CLEAN ON BOARD PLUS 2 NON-NEGOTIABLE

COPIES MADE OUT OR ENDORSED TO ORDER OF NATIONAL PARIS BANK 24 MARSHALL AVE DONCASTER

MONTREAL,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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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CATION LIST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4 COPIES COVERING SHIPMENT OF COTTON

TEA TOWELS.

AS PER S/C MN808

POR 1-300 SIZE 10 INCHES*10 INCHES 16000 DOZ AT USD 1.31/DOZ

301-600 SIZE 20 INCHES*20 INCHES 6000 DOZ AT USD 2.51/DOZ

AND 601-900 SIZE 30 INCHES*30 INCHES 11350 DOZ AT USD 4.73/DOZ CIF MONTREAL

FROM SHANGHAI TO MONTREAL

NOT LATER THAN OCT. 31TH, 2005

PARTIAL SHIPMENTS: ALLOWED

SPECIEAL INSTRUCTION:

+ALL CHARGES IF ANY RELATED TO SETTLEMENTS ARE FOR ACCOUNT OF BENEFICIARY.

+IN CASE OF PRESENTATION OF DOCUMENTS WITH DISCREPANCY (IES) A CHARGE OF USD 55.00

WILL BE DEDUCTED.

THIS CREDIT IS SUBJECT TO UCP DOCUMENTARY CREDITS (1993 REVISION) ICC PUBLICATION

500.

实验六 货代单证——产地证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货代单证中的产地证模板。

2. 掌握产地证的缮制要求。

3. 按实验要求对照模板能独立完成产地证的缮制。

二、实验内容

1. 打开产地证模板，熟悉和理解模板中的每个栏目；

2. 按实验要求完成产地证缮制；

三、实验步骤

1. 熟悉产地证模板：货代单证—>产地证，打开产地证模板；

2. 产地证的缮制要求

产地证按其使用范围可分为：一般原产地证明书、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书格式 A、区域性

经济集团互惠原产地证书、专用原产地证书。下面仅对一般原产地证明书进行缮制要求说明，

其它产地证的各栏目填写大致相似。

出口商（Exporter）：按实际填写，信用证项下为受益人。

收货人（Consignee Full Name, Address, Country）：填写实际进口商名称、地址

及所在国。信用证下为开证申请人。

运输方式和路线（Means of Transport and Route）：按信用证或合同规定，填写

起运地、目的地及采用的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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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国家或地区（Country/Region of Destination）：一般应与 终收货人或

终目的港国别一致，不能填中间商国家的名称。

供签证机构使用（For certifying authority use only）：由签证机构在签发后发

证书、补发证书或其它声明时使用，一般留空不填。

标记唛码（Marks & Numbers）：应按照发票上所列唛头填写完整，若没有唛头，则

填写“N/M”，不得留空不填。

品名及包装种类的件数（Description of Goods, Number and Kind of Packages）：

一般应按商业发票填写，品名要具体，不得概括；包装种类和件数要按具体单位填

写总的包装件数，并在阿拉伯数字后加注英文表述，末行要打上表示的符号“****”，

以防添加。若货物为散装，则在品名后加注“IN BULK”。

HS编码（HS Code）：按规定填写，不得留空。

数量或重量（Quantity or Weight）：填写出口货物的量值及商品计量单位，若无

则填重量，要标明毛重（G.W.）或净重（N.W.）。

发票号码及日期（Number and Date of Invoice）：分两行填写，第一行填写发票

号码，第二行填写发票日期（要求日期为英文写法）。如：Invoice No.：FHTO21T；

Invoice Date：DEC 10，2007。

出口商声明（Declaration by the Exporter）：已事先印好，由出口公司填写签发

地点、日期并盖公章和专人签字，且不得重合。

证明（Certification）：由贸促会或商检局签发地点、日期、盖章和手签。

3. 出口报检单单证练习

以学生用户登录，进入考场，根据以下相关资料缮制一份产地证明书 FORM A 一份。

信用证资料如下：

L/C No. ：TB25078

Applicant：HALSSEN & LYON GMBH PICKHUBEN 9 20457 HAMBURG

Beneficiary：CHINA TUHSU GUANGDONG TEA IMPORT & EXPORT CORP.

26-30 FLOOR, 351 TIANHE ROAD, GUANGZHOU, CHINA

Amount：EUR43 520.00 (EURO FORTY THREE THOUSAND FIVE HUANDRED AND TWENTY ONLY)

Loading in Charge：GUANGZHOU, CHINA

For Transport to：HAMBURG

Descript. Of Goods：GUITAR CIFC3% HAMBURG

A EUR60.00/PC

B EUR48.00/PC

C EUR22.00/PC

PACKED IN CARTONS AND CONTAINERIZED AS PER THE SALES CONFIRMATION NO.BT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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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号码： TA7149

发票日期：11th August，2002

商品编码：9202.9000

FORM A 号码：GZ05/3223/22223

集装箱号码：EASU9608490

船名：SUKE V.001

生产厂家：广州华辉乐器厂

唛头：HAMBURG/65805/NO.1-120

商品型号 数量 包装 毛重 净重 尺码

A 240PCS 6PCS/CTN 22 千克/CTN 12 千克/CTN （102×37×58）CM/CTN

2002 年 8月 29 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发报关单和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书格式 A，8月 30 日在

广州港装运出口。

四、实验报告要求

1. 熟悉出口明细单证模板的组成部分，以及每一项的缮制要求和注意事项。

2. 按缮制练习要求完成一份出口明细单证。

实验七 货代单证——提单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货代单证中的提单模板。

2. 掌握提单的缮制要求。

3. 按实验要求对照模板能独立完成提单的缮制。

二、实验内容

1. 打开产地证模板，熟悉和理解模板中的每个栏目；

2. 按实验要求完成提单缮制；

三、实验步骤

1. 熟悉产地证模板：货代单证—>提单，打开提单模板；

2. 提单的缮制要求

在国际运输中，运输单据的种类很多，UCP600 把运输单据分成七类：海运提单，租船

合同提单，不可转让海运提单，空运单据，多式联合运输单据，公路、铁路或内陆水运单据、

快递或邮政收据或投邮证明。下面仅对海运提单（以下简称提单）进行缮制要求说明，其它

运输单据的各栏目填写大致相似。

Shipper（托运人）：托运人也称发货人（Consignor），是指委托运输的当事人。如

信用证无特殊规定，应以受益人为托运人。如果受益人是中间商，货物是从产地直

接装运的，这时也可以以实际卖方为发货人，因为按 UCP600 规定，如信用证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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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规定，银行将接受以第三者为发货人的提单。不过此时必须考虑各方面是否可行

的问题。

Consignee（收货人）：这是提单的抬头，是银行审核的重点项目。应与托运单中的

“收货人”的填写完全一致，并符合信用证的规定。

例如：(1)来证要求 Full set of B/L Consigned to ABC Co., 则提单“收货人”一栏

中填“Consigned to ABC Co.”；(2)来证要求 B/L issued to order of Applicant，

查 Applicant 为 Big A Co., 则提单“收货人”一栏中填“to order of Big A Co.”；

(3)来证要求 Full set of B/L made out to our order，查开证行名称为 Small B Bank，

则提单“收货人”一栏中填“to order of Small B Bank,”，或填 “to Small B Bank’

s order”。

如果是托收方式中的提单，本栏一般填“To order”或填“To order of shipper”

均可，然后由发货人背书。不能做成收货人指示式，因为这样的话代收行和发货人均无

法控制货权；未经代收行同意的话，也不能做成代收行指示式，因为 URC522 第 10 条规

定：事先未征银行的同意，货物不应直接运交给银行或做成银行抬头或银行指示性抬头。

Notify party（被通知人）：即买方的代理人到目的港时由承运人通知其办理报关

提货等手续。

如果信用证中有规定，应严格按信用证规定填写，如详细的地址、电话、电传、

传真号码等，以使通知顺利。

如果来证中没有具体说明被通知人，那么就在将开证申请人名称、地址填入提

单副本的这一栏中，而正本的这一栏保持空白或填写买方亦可。副本提单必须

填写被通知人，是为了方便目的港代理通知联系收货人提货。

如果来证中规定 Notify…only，意指仅通知某某，则“only”一词不漏掉；

如果信用证没有规定被通知人地址，而托运人在提单被通知人后面加注详细地

埴，银行可以接受，但无须审核。

Pre-carriage by（前段运输）、Port of transshipment（转船港）：如果货物需转

运，则在此两栏分别填写第一程船和中转港口名称。

Vessel（船名）：如果货物需转动，则在这栏填写第二程的船名：如果货物不需转

运，则在这栏填写第一程船名。是否填写第二程船名，主要是根据信用证的要求，

如果信用证并不要求，即使需转船，也不必填写第二程船名。如来证要求“In case

transshipment is effected. Name and sailing date of 2
ND ocean vessel calling

Rotterdam must be shown on B/L”（如果转船，至鹿特丹的第二程船船名，日期

必须在提单上表示），只有在这种条款或类似的明确表示注明第二程船名的条款下，

才应填写第二程船船名。

Port of Lading（装运港）：填写时注意如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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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按信用证规定填写，装运港之前或之后的行政区的，如

Xiangang/Tianjin，应照加。

一些国外开来的信用证笼统规定装运港名称，仅规定为“中国港口”（Chinese

ports，Shipment from China to …），这种规定对受益人来说比较灵活，如

果需要由附近其他港口装运时，可以由受益人自行选择。制单时应根据实际情

况填写具体港口名称。若信用证规定“Your Port”，则受益人只能在本市港口

装运，若本市没有港口，则事先须洽开证人改证。

如信用证同时列明几个装运港（地），提单只填写实际装运的那一个港口名称。

托收方式中的提单，本栏可按合同的买方名称填入。

Port of Discharge（ 终目的地）：如果货物的目的地就是目的港，则这一栏空白。

填写目的港或目的地应注意下列问题。

除 FOB 价格条件外，目的港不能是笼统的名称，如 European main port，必

须列出具体的港口名称。如国际上有重名港口，还应加国名。

如果来证目的港后有“In transit to …”，在 CIF 或 C&F 价格条件，则不能

照加，只能在其它空白处或唛头内加注此段文字以表示转入内陆运输的费用由

买方自理。

美国一些信用证规定目的港后有 OCP 字样，应归加。OCP 即“Overland Common

Points”，一般叫做“内陆转运地区”，包括 North Dakota，South Dakota，

Nebraska, Colorado，New Mexico 起以东各州都属于 OCP 地区范围内。

有此信用证规定目的港后有 Free port（自由港），Free zone（自由区），提

单也可照加，例如 Aden（亚丁），Aqada（阿喀巴），Colon（科隆），Beirut（贝

鲁特），Port Said（赛得港）这些目的港后应加“Free Zone”，买方可凭此享

受减免关税的优惠。

如信用证规定目的港后为“Kobe/Negoga/Yokohama”，此种表示为卖方选港，

提单只打一个即可。如来证规定“Option Kobe/Negoga/Yokohama”此种表示

为买方选港，提单应按次序全部照打。

如信用证规定某港口，同时又规定具体的缺货码头，提单应照打。如到槟城目

的港有三种表示：“Penang”、“Penang/Butterworth”，“Penang/Georgetown”。

后两种表示并不是选港，Butterworth 和 Georgetown 都是槟城港中的一个具

体的卸货码头，如果信用证规定了具体的卸货码头，提单则要照填。

No. of Original B/L（正本提单的份数）：只有正本提单可流通，交单，副本则不

行。UCP 600 第 20 条指出，提单可以是一套单独一份的正本单据，但如果签发给

发货人的正本超过一份，则应该包括全套正本。出口商应按信用证规定来要求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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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签发签发正副本提单份数，并在交单议付时，应提交信用证要求的份数。单据上

忘记打上正本份数或某份提单没有“正本”字样，都是不符点。

信用证中对份数有各种表示法，例如：(1)Full set of B/L，是指全套提单，按习

惯作两份正本解释；(2)Full set (3/3) plus 2 N/N copies of original forwarded

through bills of lading，本证要求提交全部制作的三份正本。这里的（3/3）意思为：

分子的数字指交银行的份数，分母的数字指应制作的份数；N/N（Non-Negotiation）意

为不可议付，即副本；(3)Full set less one copy on board marine bills of lading，

指应向议付行提交已提交已装船海运提单，是全套正本（至少一份正本）；(4)2/3

original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指制作三份正本提单，其中两份

向议付行提交。

Mark & No.（标志和号码）：俗称唛头。唛头即为了装卸、运输及存储过程中便于

识别而刷在外包装上的装运标记，是提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提单与货物的主要

联系要素，同时亦是收货人提货的重要依据。提单上的唛头应与发票等其它单据以

及实际货物保持一致，否则会给提货和结算带来困难。

如信用证上有具体规定时，缮制唛头应以信用证规定的唛头为准；如果信用证

上没有具体规定，则以合同为准；如果合同上也没有规定，可按买卖双方私下

商订的方案或受益人自定。

唛头内的每一个字母、数字、图形、排列位置等应与信用证规定完全一致，保

持原型形状，不得随便错位、增减等。

散装货物没有唛头，可以表示“No Mark”或“N/M”。裸装货物常以不同的颜

色区别，例如钢材、钢条等刷上红钯标志，提单可以“Red Stripe”表示。

Number and kind of packages（件数和包装种类）：本栏填写包装数量和包装单位。

如果散货货物无件数时，可表示为“In Bulk”（散装）。包装种类一定要与信用证

一致。

Description of goods（商品名称）：商品名称应按信用证规定的品名以及其它单

据如发票名来填写，应注意避免不必要的描述，更不能画蛇添足地增加内容。如信

用证上商品是“Shoes”（鞋子），绝不能擅自详细描述成“Men’s canvas shoes”

（男式帆布鞋）等。如果品名繁多、复杂，则银行接受品名描述用统称表示，但不

得与信用证中货物的描述有抵触。如果信用证规定以法语或其它语种表示品名时，

亦应按其语种表示。

Gross Weight(Kgs)（毛重（公斤）：毛重应与发票或包装单相符。如裸装货物没有

毛重只有净重，应先加“Net weight”或“N.W.”，再注明具体的净重数量。

Measurement(尺码)：即货物的体积。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小数点以下保留

3位。FOB 价格件下可免填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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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ght clause（运费条款）：运费条款应按信用证规定注明。如信用证未明确，

可根据价格条件是否含运费决定如何批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如果是 CIF、CFR 等价格条件，运费在提单签发这前支付者，提单应注“Freight

paid”（运费已付）或“Freight prepaid”（运费预付）；

FOB、FAS 等价格条件，运费在目的港支付者，提单应注明“Freight collect，

Freight to collect, Freight to be collected”（运费到付或运费待收），

或注“Freight payable at destination”（运费目的港支付）；

如信用证规定 Charter party B/L acceptable（租船契约提单可以接受），提

单内可注明“Freight as per charter party”，表示费按租契约支付；

如果专访知道运费金额或船公司不愿意暴露运费率时，提单可注明“Freight

paid as arranged”（运费已照约定付讫）；或者运费按照约定的时间或办法支

付，提单可注明“Freight as arranged”或者“Freight payable as per

arrangement”；

对于货物的装船费和装卸费等负担问题，经常船方要求在提单上注明有关条款

“F.I.”（Free In）：船方不负担装船费；“F.O.”（Free out）：船方不负担卸

船费；“F.I.O”（Free in and out）船方不负担装船和卸船费；“F.I.O.S.”

（Free in，out and stowed）船方不负担装卸费和理舱费；“F.I.O.S.T.”（Free

in，out，stowed and Trimmed）船方不负担装卸费、理舱费和平舱费。

Special condition in B/L（特殊条款）：常见的特殊条款如下。

来证要求：“Bill of lading must specifically state that the merchandise

has been shipped or loaded on board a named vessel and/or bill of lading

must evidence that merchandise has been shipped or loaded on board a

named vessel in the on-board notation。”这是要求在提单上特别地注明货

物装上一只定船名的船。虽然在提单上已有一个栏目填船名，但对方仍然坚持

用文字证明。这是对方强调装载船的表示。一般托运人会接受，于是在提单的

空白处打上“We certify that the merchandise has been shipped on a ship

name XXX”。

来证要求：“Bill of lading should mark freight payable as per charter

party, evidencing shipment from whampoa, China to U.S, gulf port.”

这是要求强调运费根据租船契约支付，并强调装运由中国的黄埔至美国的哥尔

夫波特港的特殊条款。在填写提单时，不应因这两项内容已注在栏目中填写而

放弃重写一次，就在提单空白处打上“Freight has been loading and port of

arrival are no acceptable”这是不允许在有关船名、装运港、目的港表达

中出现“预计”字样的条款。在具体制作提单过程中应遵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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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证要求：“Issuing company’s certificate confirming that the vessel

named in B/L is a vessel of a conference line. This document is only

to be presented in case of shipment be sea freight.”这是一个限制托

运人必须把货物交给班轮公会承运的条款。托运人在收到来证时就应根据实际

情况决定是否能做得到。从制作提单的莱看有两种处理办法：其一是由船公司

出具一张船籍证，证明装载船是某班轮会的；其二，由船公司在签发提单时务

必在提单上加注证明该船是某班轮公会的。

Place and date of Issue（提单签发地址和蜞）：签单地址通常是承运人收受货物

或装船的地址，但有时也不一致，例如，收受或装运货物在新港（Xingang）而签

单在天津；有的甚至不在同一国家。提单签发的日期不得易于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

这对出口商能否中安全收汇很重要。本提单正面条款中已有装上船条款（Shipped

on board the vessel named above…），在这种情况下签单日期即被视为装船日期。

Laden on Board the Vessel（已装船批注）：有些提单下面没有预先印就的类似已

装上般中的条款，这种提单便称为备运提单。备运提单转化为已装船提单的两种。

在提单的空白处加“已装船”批注或加盖内容的图章。例如“Shipped on board”，

有的只加“On board”，然后加装船日期并加提单签发或简签。所谓简签，是指签

字人以 简单的签字形式通常只签本人姓名中的一个单词或一个字母来代替正式

签字。

在备运提单下端印有专供填写装船条款的栏目：“Laden on Board the Vessel”（已

装船标注），有人称之为“装船备忘录”。装船后，在此栏处加注必要内容，如船名

等 ，并填写装船日，然后由签字人签字或简签。

Signed for the Carrier（提单签发人签字）：按照 UCP600 规定，有权签发提单的

是承运人或作为承运人的具名代理或代表，或船长作为船长的具名代表或代表。如

果是代理人签字，代理人的名称和身份与被代理人的名称和身份都应列明。

3. 出口报检单单证练习

以学生用户登录，进入考场，根据以下相关资料缮制一份海运提单。

信用证资料如下：

L/C No. AND DATE：5817244001 02 MAR 2004

Beneficiary：CHINA NATIONAL METALS & MINERALS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GUANG DONG

BRANCH

……

DOCUMENTS REQUIRED

ON BOARD ORIGINAL OCEAN BILL OF LADING BLANK ENDORSED (IF MORE THAN ONE ORIGINAL

HAS BEEN ISSUED, ALL ORIGINALS ARE REQUIRED) ISSUED TO SEABROOK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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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306, WESTLAKE, OHIO 44145 USA. NOTIFY A.W. FENTON MS.S.SEYBOLD, 6565 EASTLAND

RD, CLEVELAND OH 44142 USA. MARKED FREIGHT COLLECT DATE LATEST MAY 15, 2004

……

COVERING:

TOTAL QUANTITY OF GOODS NOT TO EXCEED 13,000 M2 OF GRANITE SLABS AS PER CONTRACT

87MSF4004-24, PLUS OR MINUS 5% SHIPMENT ALL OWANCE. GOODS ARE

459, 445, 444, 470, 412, 452. FOB SHENZHEN GUANGDONG. PARTIAL SHIPMENT ALLOWED

TRANSSHIPMENT ALLOWED TO SAVANNAH, GA, USA

……

SOME MSG FROM S/O

THE S.S.IS ALLIGATOR LIBERTY. ALL THE GOODS ARE IN 40 WOODEN CRATED ABOUT 93.4849

MT 68 M3 BY 4×20’ FOOT OPENT-TOP CONTANERS NO. MOLU4206680, MOLU4205648, NUL0420548,

TOIU4501152

四、实验报告要求

1. 熟悉提单模板的组成部分，以及每一项的缮制要求和注意事项。

2. 按缮制练习要求完成一份海运提单。



《 国 际 商 务 谈 判 》

实验指导书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 王程程 陈小辉



62

《国际商务谈判》实验指导书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课程简介] 《国际商务谈判模拟》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必修实训课程。该课

程是对《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商务谈判》教学课程的补充，通过模

拟国际商务谈判的过程，为学生提供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渠道，增加学生

对国际商务谈判流程的感性认识，了解和掌握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知识与技巧，

学习国际经济知识，提高沟通技能和商务谈判能力。

[实训目的] 通过模拟国际商务谈判的运作，让学生初步掌握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理论、常

用技巧，熟悉商务谈判的各个环节，具备商务谈判的基本能力，并能拓展学生

商务视野，增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为使其成为高素质应用人才打下基础。

[实训要求] 实训前要求学生掌握国际商务谈判、商务礼仪等相关理论知识，做好谈判案例

的预习准备工作。根据谈判要求自行分组，每组 6—8 人。

要求学生通过具体案例模拟国际商务谈判的过程，熟悉国际商务谈判的各个环节，学习

国际商务谈判的策略和技巧，用国际商务谈判的理论知识解决实践中可能碰到的实际问题。

具体要求如下：

1. 掌握谈判的一般的理论、规律、程序、方法和技巧；

2. 学会做谈判准备、写谈判计划、提纲；

3. 学会国际上常用的谈判风格、谈判战略和战术；

4. 学会随机应变，打破僵局的方法和技巧；

5. 学会发问、回答、澄清问题、避免误会的方法和技巧；

6. 学会做谈判记录、谈判总结、谈判纪要的方法和技巧；

7. 学会交换利益、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方法和技巧；

8. 学习中西方的几种主流文化、社交礼仪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

9. 学会利用文化差异来理解和应对对手；

10. 学会结束谈判、拟定合同的方法和技巧。

[实训时数]36 学时

[实训内容]

实训项目 实训内容 学时

实训一：

货物贸易的

谈判准备

教师根据学生人数给出多个国际货物贸易案例，要求学生自行分组，任意选择一个案

例，寻找贸易对象，根据给定案例调查市场情况，准备谈判资料，制定谈判的策略、

战术，撰写谈判计划书。
2



63

实训二：货物

贸易的谈判

根据分好的组，以及制定好的谈判计划书，每两组之间两两展开谈判；未参与谈判的

其他学生观摩学习。
8

实训三：

货物贸易的

谈判总结

根据谈判情况，总结在谈判中遇到的问题，使用的策略、技巧，应注意的问题等。 2

实训四：

国际技术贸

易谈判准备

教师根据学生人数给出多个国际技术贸易案例，要求学生自行分组，任意选择一个案

例，寻找贸易对象，根据给定案例调查市场情况，准备谈判资料，制定谈判的策略、

战术，撰写谈判计划书。
2

实训五：

国际技术贸

易谈判

根据分好的组，以及制定好的谈判计划书，每两组之间两两展开谈判；未参与谈判的

其他学生观摩学习。
8

实训六：

国际技术贸

易谈判总结

根据谈判情况，总结在谈判中遇到的问题，使用的策略、技巧，应注意的问题，与国

际货物贸易谈判的不同之处等。
2

实训七：

国际服务贸

易谈判准备

教师根据学生人数给出多个国际服务贸易案例，要求学生自行分组，任意选择一个案

例，寻找贸易对象，根据给定案例调查市场情况，准备谈判资料，制定谈判的策略、

战术，撰写谈判计划书。
2

实训八：

国际服务贸

易谈判

根据分好的组，以及制定好的谈判计划书，每两组之间两两展开谈判；未参与谈判的

其他学生观摩学习。
8

实训九：

国际服务贸

易谈判总结

根据谈判情况，总结在谈判中遇到的问题，使用的策略、技巧，应注意的问题，与国

际货物贸易谈判的不同之处等。
2

[考核形式及要求]

本课程的成绩由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实践成绩三部分构成，比例分别为 60%、20%、

20%。

（4） 平时成绩主要考察学生的出勤率、课堂纪律和学习态度，占总成绩的 20%。

（5） 实践成绩占总成绩的 20%，为各实训模块成绩的平均值。

（6） 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终考试以模拟一次完整谈判过程的形式进行，要

求学生提交谈判计划书和谈判记录。谈判计划书占 40%，谈判中的表现占 30%，

谈判目标的完成程度占 30%。谈判计划书中必须包括：谈判目标、谈判人员组

成、谈判拟采取的策略等内容；谈判必须有详细的谈判记录，谈判记录必须包

含每个阶段实际采用的方法，尤其体现是如何发问、回答、打破僵局、以及

终的谈判的结果等。

[教材及参考书] （黑体 五号）

1.刘园，《国际商务谈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2.白远，《国际商务谈判——理论、案例分析与实践》（第三版），中国人们大学出版

社，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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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在具体教学中涉及到国际贸易理论与商务、国际商务谈判、公关礼仪等方面的内

容，是对国际商务谈判理论教学的实践应用及补充。



《国 际 结 算》

实验指导书

编制单位：应用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编 制 人：张若为 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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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国际结算》 课程英文名称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课程代码 0100157 实验学时数 6 编写人 刘朝晖

实验课程类别 基础实验 专业基础实验 专业实验 √

实验要求

必修

开放型实验

是 √ 独立实训课 是

否

选修 √ 否 课内实训课 是 √

否

实验所属学科 金融学 适用专业 金融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

实验项目个数 5

实验方法及手段 在实验室由教师进行演示性操作

本实验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任务

《国际结算》是将国际结算与进出口贸易实务等相关课程融会贯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理论知识与实际

问题相结合的专业实验课程。实验贯彻操作与国际惯例、中国商业银行国际结算相结合的原则，在阐述原理的同

时，通过试验、大量的图表演示和系统性的操作练习，使得学生能更直接的学习和掌握，加深对国际结算原理的

理解，学习和掌握国际结算的主要支付工具与支付方式在国际贸易业务中的运用。

本实验课程的基本要求：（对学生实验技能、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锻炼）

国际结算实验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结算能力和结算技巧的实务课程。要达到这一能力要求，有两个

基本能力应当具备：即票据、单据的签发和审核，票据流程。票据单据的签发及审核是在款项收付（结算）之前

的一项基础工作，如果不会签发或不会审核，就有可能造成出口商的款项迟收甚至收不回；或导致进口商因错误

支付款项而利益受损；或者使银行因审核失误而遭到追索，出现金融风险。所以，通过有关项目的实训，强化学

生在这些方面的动手能力非常必要。实训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学生签发（制作）、审核票据和单据的动手能力，以

掌握票单的签发和审核技巧，掌握票单的具体流程，提高结算水平。具体掌握汇票填写及审核，本票、支票填写

及审核，汇款业务流程，托收业务流程及信用证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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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汇票填写及审核

一、实验目的

掌握汇票的填写、审核及业务流程。

二、实验要求

1. 正确填写汇票

2. 掌握汇票各种票据行为的填写和处理

3. 熟悉汇票的处理流程

三、实验内容与步骤

（一）写出并检查所给汇票的必要项目

掌握汇票签发的格式、必要项目或内容。必要项目，即注明“汇票”字样；

无条件支付命令；出票日期和地点；付款时间；一定金额；付款人的名称和地点；

收款人；出票人的签章，共8个项目。

（二）根据所给条件开立汇票

Bill of exchange

For

At sight (date) pay to

The sum of

To For

（三）根据所给条件在汇票上进行背书

掌握背书种类，对不同背书，其目的、作用有何不同，特征是什么，要十分

清楚。如特别背书带有“order”字样，目的是持票人要将票据权利真正转让给

被背书人，经过特别背书后的票据仍然可以继续转让。而限制性背书带有“only”

字样，经过限制性背书的票据不能再转让等等。重点掌握特别背书。

在上面汇票的基础上进行背书，由收款人-----B 公司把汇票特别背书转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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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公司或其指定人；之后，再由 M公司限制性背书转让给 P公司。

背面：

Pay to

For

Pay to

For

Pay to

For

（四）根据所给条件在汇票上进行承兑

承兑是远期汇票中的一种票据行为或业务，它是汇票上的付款人表示在汇票

到期时愿意付款的一种行为。承兑分为普通承兑和限制性承兑，重点掌握普通承

兑。

在上面汇票的正面由付款人-----C 公司进行普通承兑，以表明汇票到期承

担付款责任。

On

For

四、思考题
思考并写出开立、背书和承兑汇票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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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本票和支票的填写

一、实验目的
掌握本票、支票的填写及业务流程。

二、实验要求
1. 掌握对本票、支票有效性的审核

2. 正确填写本票、支票

3. 掌握本票、支票各种票据行为的填写和处理

4. 熟悉本票、支票的处理流程

三、实验内容与步骤
（一）本票的签发与审校

掌握本票的必要项目或内容、以及格式与汇票的区别。必要内容包括7项，

即注明“本票”字样；无条件支付承诺；出票日期和地点；付款时间；一定金额

的货币；收款人；出票人的签章。

（二）本票的填写

Promissory note

For

At date we promise to pay to

The sum of

For

（三）支票的签发与审核

掌握支票的必要项目或内容、格式、与汇票的区别。必要项目包括8个，即

注明“支票”字样；无条件支付命令；出票日期和地点；付款时间（都为即期）；

一定金额；付款人的名称和地点（必须是出票人的开户行）；收款人；出票人的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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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票的填写

Cheque no.

At sight pay to

The sum of for

To for

四、思考题
思考并写出填写本票和支票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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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汇款结算业务

一、实验目的
通过试验熟悉汇款的种类，并掌握汇款业务流程及相关国际惯例。

二、实验要求
1. 汇款申请书填写完整、准确性的审核

2. 根据汇款申请书和条件，正确缮制汇款电文

3. 汇款业务处理流程

三、实验内容与步骤
（一）熟悉汇款结算方式的当事人

1．汇款人（Remitter）

2．收款人或受益人（Payee or Beneficiary）

3．汇 出行（Remitting Bank）

4．汇入行或解付行（Paying Bank）

（二）汇款申请书填写

Payment Order

No. of Payment Order To be paid or credited to Amount

Amount in words

By order of Remarks

□ you are authorized to debit

our account with you

□ we have credit your A/C with us

（三）电汇、信汇、票汇业务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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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eeremitter

Paying 
bank

Remitting 
bank

(1) (2)
(3)

(4) (5) (6)

(7)

(1)Remittance application;
(2)receipt
(3)sends P.O. /telex/SWIFT instructing to make payment 
(4)notifies the payee 
(5)the payee provides the paying bank a receipt
(6)the paying bank debited the remitting bank’s a/c and make payment
(7)sends the debit advice and payment receipt from payee to the remitting 
bank

四、思考题
思考并填写汇款业务的要点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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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托收业务流程

一、实验目的
通过试验熟悉托收的种类，并掌握托收业务流程及相关国际惯例。

二、实验要求
1．托收委托书填写完整性、准确性的审核

2．根据托收委托书和条件正确缮制托收指示

3．跟单托收处理流程

三、实验内容与步骤
（一）熟悉托收的主要当事人

1．委托人（PRINCIPAL）

2．托收行（REMITTING BANK）

3．代收行（COLLECTING BANK）

4．付款人（DRAWEE）

（二）托收指示填写

Collection Instruction

Dear Sirs:
We send you herewith the under-mentioned items/document for following.

Drawer: Draft No:

Date:
Due date/Tenor

Drawee: Amount:

Goods: From To

By par On

Please following instruction marked “×”

□ Deliver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acceptance

□ Remit the proceeds by airmail/cable

□ Airmail/cable advice of payment /acceptance

□ Collect charges outside drawer/drawee

□ Collect interest for delay in payment days after sight at %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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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mail/cable advice of non-payment/non-acceptance with reasons.

□ Protest waived.

□ When accepted, please advise us giving due date.

□ When collected, please credit our account with

Authorized Signature

（三）托收流程

Drawer Drawee 

Remitting
bank

Collecting
bank

contract

1)Documents,
draft and 
application

2)Documents,draft and
Collection instruction

3)Presenting 
draft

4)pay/ 
accept

Presenting 
for payment

pay

5)release 
documents

6)payment

7)pay-
ment

四、思考题
思考并填写托收业务的要点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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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信用证业务流程

一、实验目的
通过试验熟悉信用证的种类，并掌握信用证业务流程及相关国际惯例。

二、实验要求
1．对开证申请书填写完整性、准确性的审核；

2．根据开证申请书正确缮制信用证

3．掌握信用证的审证要求；

4．跟单信用证处理流

三、实验内容与步骤
（一）熟悉信用证的主要当事人

1．开证申请人（Applicant）

2．开证行（Opening Bank，Issuing Bank）

3．受益人（Beneficiary）

4．通知行（Advising Bank）

5．议付行（Negotiation Bank）

（二）填写审核信用证

LETTER OF CREDIT

Name of Issuing Bank: IRREVOCABLE Number. AA-I-FAP-880013

ANZED Bank , Adelaide DOCUMENTARY CREDIT
Place and Date of Issue:000220 at Adelaide Expiry Date and Place for Presentation of

documents

APPLICANT Expiry Date: 000420
Food Additives Pty Place for Presentation Negotiating Bank

12 Guernsey Lance, West BENEFICIARY Soy Processors

Auckland, NZ 3500 Food Court Park

ADVISING BANK Reference No. Des Moines, IA 30049

Washoe County Bank A-4801

First and Oak Streets

Bridge City, I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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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NT: US $ 56,400. 00

Partial Shipments [ ] Allowed [ ] Not Allowed CREDIT AVAILABKE WITH: Any bank

by negotiation

Transshipment [ ] Allowed [ ] Not Allowed [ ] By payment at sight

[ ] By deferred payment at:

[ ] Insurance covered by buyers [ ] By acceptance of drafts at:

[ ] By negotiation

SHIPMENT AS DEFINED IN UCP ARTICLE 46

From: U.S. West Coast Port Against the documents detailed herein:

For transportation to: Auckland, NZ and beneficiary's draft(s) drawn on: Issuing Bank

Not later than: 970310

Documents Required:

1.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three copies

2.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 consigned to ANZED Bank and blank

endorsed and marked "freight collect"

3. Packing list in four copies

4. Beneficiary’s certificate as to quality and quantity

Description of Goods:

"470 MT of soy waste at USD 120/MT as per pro forma number SP-10004546, FOB Vessel.

（三）信用证流程

Seller/
beneficiary

Buyer/
applicant

Advising bank
designated bank Issuing bank

Shipping
company

1)contract

2)application and 
cash deposits

3)opens a L/C

4)advise L/c

5)examine 
and prepare 
documents

6)payment

5)

7)Forwards documents and 
claiming reimbursement

8)examine 
documents 
and ask 
the buyer 
to redeem 

9)pick up 
goods

四、思考题
思考并填写信用证业务的要点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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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教师编写的教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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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统计分院科研论文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日期

1 董雯 陕西动漫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陕西文化发展报告（2010）（（陕西

蓝皮书）
2010

2
张若

为

独立学院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问题研究

经营管理者 2010 年 9 月上，刊号：

CN51-1071/F,ISSN 1003-6067
2010 年 9 月

3
张若

为

独立学院建设创新型教学管

理队伍建设的思考

中国商界 2010 年 8 月，刊号：

CN11-3654/F;ISSN 1006-7833
2010 年 8 月，刊

4
毛雪

莲

企业员工满意度评价模型

---以西安亿欣家庭服务公

司为例

中国商界 2010 年 10 月，刊号：

CN11-3654/F;ISSN 1006-7833
2010 年 10 月

5
李江

河

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

系研究

新西部，2011 年 8 月刊。刊号：CN：

61-1368/C ，ISSN：1009-8607
2011 年 8 月

6
李江

河

陕西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

系研究

学理论 2011 年 8 月刊，刊号：

CN231106/D;ISSN1002-2589
2011 年 8 月

7
张若

为

对我国商业银行扁平化管理

的再思考

经济师 2011 年 9 月，刊号：

CN14-1069/F ,ISSN1004-4914
2011 年 9 月

8
张若

为

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战略

选择---“流程银行”

经营管理者 2011 年 9 月下，刊号：

CN51－1071/F，ISSN1003－6067 2011 年 9 月下

9
陈新

英
略论成功企业家特质

管理观察 2011 年 10 月下旬刊，总

449 期。刊号：CN11—5688/F，

ISSN1002—7106

2011 年 10 月下旬

10
毛雪

莲
旅游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

中国商界 2010 年 12 月版，

CN11-3654/F，ISSN1006-7833
2010 年 12 月版

11 董雯
软件服务外包政策相关条款

对引进外资的经济效果分析

教育科研，2011 年第 33 期，总第 098

期。CN43-0044，ISSN 1673-1875,

2011 年第 33 期，总

第 098 期

12 董雯
离岸服务外包（ITO、BPO KPO)

在西安的发展情况研究

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1 年 8 月

刊，CN 11-3669/T，ISSN 1006-656X 2011 年 8 月刊

13
张英

辉

我国火炬软件产业基地产业

竞争力分析

价值工程 2011 年 8 月上旬刊（总第

246 期/第 30

卷),CN:13-1085/N ,ISSN：

1006-4311

2011 年 8 月上旬

14 付燕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

的影响
现代经济信息 2012 年 5 月

15 付燕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就业的影

响
现代商业

2012年5月总第280

期，第 15 期

16
李苏

慧

我国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

关系的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信息 2012 年 5 月

17
李苏

慧

陕西房地产业的投入产出分

析
现代商业

2012年5月总第280

期，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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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小

辉

低碳经济下我国出口贸易结

构的调整研究
学理论

2012年7月总第625

期

19
陈小

辉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外汇储

备的湿度规模研究
现代商业

2012年5月总第279

期，第 14 期

20
郑莎

莎
从经济学视角看中国禁烟令 现代阅读 2011 年 5 月

21
郑莎

莎

《西方经济学---绪论》的教

学设计探索
现代阅读 2011 年 5 月

22
翟欣

欣

基于 DEA 的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绩效评

价分析

全国商情 2012 年第 5 期

23
翟欣

欣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问题及其

对策分析
新西部

2012 年 5 月中旬刊

（总第 225 期）

24
翟欣

欣

独立学院构建新型教学运行

机制的思考
青年与社会 2012.VOL.61.NO.02

25
王瑞

珍

《市场调查实务》实践课程

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现代经济信息》2013 年 11 月 2013 年 11 月

26 袁芳

基于 ARIMA 模型的西安市新

建住宅价格指数的分析与预

测

《中国科技信息》2013 年 6 月 1日

第 11 期

2013年 6月 1日 第

11 期

27 袁芳
西安市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分

析与预测
《现在经济信息》2013.05 2013.05

28 袁芳
独立学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科技信心》2013年 24期 总第452

期

2013 年 24 期 总第

452 期

29 袁芳
基于乘积季节模型的陕西省

CPI 的分析与预测
《金融经济》2013 下旬 2013 下旬

30 肖津
收入差距形成的围观因素及

对策探讨

《电子制作》2013.07

总 232 期

2013.07

总 232 期

31 肖津
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定

位和运行机理分析
《民营科技》2013.6 2013.6

32 肖津
财政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支出

的理论分析

《华章》

2013/17 总 327 期
2013/17 总 327 期

33 刘惠
政府采购中委托代理问题的

博弈分析
《时代金融》2013 下旬刊 2013 下旬刊

34 刘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综述
《现在经济信息》2013.02 2013.02

35 常婧
反洗钱的国际经验与我国反

洗钱对策研究
《现在经济信息》2013.05 2013.05

36 常婧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

化问题研究

《现代商业》总第 318 期 第 17 期

2013 年

总第 318 期 第 17

期 2013 年

37 路荣
中国承接服务外包产业结构

效应的实证分析

《电子制作》2013.07

总 232 期
2013.07 总 232 期

38 路荣
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

及其对策研究
《民营科技》2013.6 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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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路荣
我国服务外包的现状以及对

策研究

《华章》

2013.06
2013.06

40 贾宁
基于市场创新的陕西农村金

融服务创新探析

《新经济》2013 年 12 月中 总第 388

期

2013 年 12 月中 总

第 388 期

41 董婷
浅析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与对

策

《新西部》2013 年 4 月·下旬刊（总

259 期）

2013 年 4 月·下旬

刊 （总 259 期）

42 董婷
对高校辅导员角色和素质的

思考

《科技信息》总第 446 期 2013 年第

18 期

总第446期 2013年

第 18 期

43 贾宁
陕西能源化工产业绿色技术

创新问题研究

《中外企业文化》2014 年 4 月 下月

刊
2014年4月 下月刊

44 常芸
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反洗钱效

率的对策探析
《金融经济》2014 年 第 9期 2014 年 第 9 期

45 陈蕾
职业中专计算机专业课有效

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商 BUSINESS》2014 年 第 33 期 2014 年 第 33 期

46
经济

系

基于独立学院五年过渡期可

持续发展的思考
《新西部》2014 年 12 月 中旬刊

2014 年 12 月 中旬

刊

47 牛佳
校友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运用
《商 BUSINESS》2014 年 第 33 期 2014 年 第 33 期

48
潘红

鸽

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

区建设路径的研究
《商 BUSINESS》2014 年 第 33 期 2014 年 第 33 期

49
李江

河

陕北民俗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研究
《新西部》2014 年 8 月 中旬刊 2014年8月 中旬刊

50 贾宁 陕西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探析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4 年 3

月 5日刊
2014 年 3 月 5 日刊

51 王璐
国际银团贷款中牵头行对情

况备忘录的法律风险防范

《中外企业家》2014 年 5 月中 第 14

期

2014年5月中 第14

期

52 王璐
TRIPS 协议视角下我国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现状研究
《商业经济》2014 年 7 月上 2014 年 7 月上

53
翟欣

欣

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的结构
《经营管理者》2014 年 9 月中 2014 年 9 月中

54
刘红

英

陕西省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与分析
《金融经济》2014 年 第 5期 2014 年 第 5 期

55
王瑞

珍

基于回归模型的我国国内旅

游需求分析
《现代经济信息》2014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

56
王瑞

珍

事后分层抽样在 CET-4 考试

成绩分析中的应用及评价

《企业改革管理》2014 年 5 月 25 下

半月刊

2014年5月25 下半

月刊

57
张若

为

独立学院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的趋势分析
《学理论》2015 年 9 月中 2015 年 9 月中

58 肖津
培养财税应用型人才实践能

力研究
《经贸实践》2015 年 10 月下 2015 年 10 月下

59 王蔓
高校学生宿舍矛盾问题研究

及对策
《才智》2015 年 10 月下旬刊 2015年10月下旬刊

60
孙陵

霞

西安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优

劣势分析
《新西部》2015 年 6 月中旬刊 2015 年 6 月中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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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潘红

鸽

分析新形势下增强大学生思

政教育实效性的途径
《读与写》2015 年第 8 期 2015 年第 8 期

62
刘仲

芸

基于问卷调查的网购竞争环

境下百货商场经营策略研究
《现代经济信息》2015 年 5 月 2015 年 5 月

63
郭露

露

“一带一路”战略下陕西省

的 SWOT 分析及发展对策
《现代经济信息》2015 年 9 月 2015 年 9 月

64
田婉

婉

关于人口红利持续期限的实

证分析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 年 20 期 2015 年 20 期

65
陈小

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模

式比较

《新西部》2015 年 1 月中旬刊

CN61-1368/C

ISSN1009-8607

2015 年 1 月中旬

66 陈蕾
基于计算机教育重要性的几

点理解

《无线互联科技》2015 年第 11 期

CN32-1675/TN

ISSN1672-6944

2015 年第 11 期

67 陈蕾
影响计算机学习结果的因素

分析
同行 2016 年五月下

68 牛佳 试分析大学保险教学的改革 同行 2016-5 月下

69
王程

程

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心"

常态
市场周刊 2016 年 12 月

70
毛雪

莲

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实

践教学模式探讨
西部素质教育 2016 年 20 期

71
郭露

露

中原城市群产业结构化的实

证分析
现代经济信息 2016 年 2 月上

72
郭露

露

“营改增”对第三产业发展

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现代商业 2016 年 6 月

73
张若

为

基于要素分析的独立学院教

学管理队伍优化研究
陕西教育 2016 年 5 月

74
张若

为

我国与美国金融脱媒比较分

析及启示
时代金融 2016 年 12 月

75
翟欣

欣

改革后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

理结构问题及对策分析
现代商业 2016 年 4 月

76
田婉

婉

基于股票投资的流通探究投

资失误的原因及完善措施
现代经济信息 2016 年第 3 期

77
田婉

婉

基于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内

外因素探索及中国兴起原因
《现代商业》 2016年 5月第14期

78
潘红

鸽

论高校思政教育发展中心理

引导因素的作用
同行 2016 年 5 月下

79
刘仲

芸

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城

市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矛盾与

改革

科技经济导刊 2016 年 11 期

80
刘仲

芸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of China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blt

and Road

Education Management Computer

and Society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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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刘仲

芸

我国供给侧的商品和服务创

新领域研究
现代商业 2016 年 3 月第 8期

82 贾宁
双创背景下独立学院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研究
市场周刊 2016 年 12 月

83 常芸
个人保险业务员备受质疑的

原因探析
科技经济导刊 2016 年第 16 期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经济与统计分院 2007-2016 年教育

及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

人
课题发布单位 立项时间 结题时间

1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经济学

理论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李江河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0.3.6 2011.6.15

2
统计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与实践
张英辉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2.1.7 2013.1.6

3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 孙陵霞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2.11.29

2013.12 月

底

4
《市场调查实务》教学方法与考

核方式的改革研究
李苏慧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2.11.29

2013.12 月

底

5 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张若为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2.11.29

2013.12 月

底

6
我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

模式与定位研究
陈小辉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2.11.29

2013.12 月

底

7
独立学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的教改研究
刘红英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3.11.28 2014.11.27

8 西方经济学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郑莎莎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3.11.28 2014.11.27

9
陕西农村小学生媒介接触现状

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王璐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3.11.28 2014.11.27

10
TRIPS 协议视角下我国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现状研究
王璐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3.11.28 2014.11.27

11
培养财税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

课程设计研究
肖津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4.12.29 2015.12.20

12
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实践教

学模式探讨
毛雪莲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4.12.29 2015.12.20

13
基于泰尔指数的陕西省高等教

育支出均等化分析
刘惠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4.12.29 2015.12.20

15 商业银行金融脱媒的对策分析 张若为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1.17 2017.1.17

16
西安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

金融中心的路径研究
李文苑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1.17 20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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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财政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研究
贾宁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1.17 2017.1.17

18
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研究与实

践
石珊珊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1.17 2017.1.17

19
大数据背景下《时间序列分析》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袁芳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1.17 2017.1.17

20 微观经济学 邢方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2.6 2013.6

21 宏观经济学 殷红霞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2.6 2013.6

22 政治经济学 李社宁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2.6 2013.6

23 统计学 杨殿学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2.6 2013.6

24 统计学 张英辉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3.9 2016.9.14

25 金融学 陈新英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3.9 2016.9.14

26 国际经济学 王璐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9.18 2019.9.18

27 金融市场学 翟欣欣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9.18 2019.9.18

28 宏观经济学 张若为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9.18 2019.9.18

29 计量经济学 毛雪莲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9.18 2019.9.18

30 金融学 刘安学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3.6 2016.9

31 统计学 张英辉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

院
2016.1 2018.1

32 金融学 李社宁 陕西省教育厅 2014.7 2017.9

33 金融学 刘安学 陕西省教育厅 2014.7 2017.9

34 金融学教学团队 殷红霞 陕西省教育厅 2014.7 2017.9

35
财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
娄爱花 陕西省教育厅 2014.7 2017.9

36 保险学 颜卫忠 陕西省教育厅 2015.7 2017.9

37 提高统计客观性研究 徐继达 国家统计局 2007.12.30 2009.9

38
大学生就业状况与问题分析及

对策思考
杨殿学

陕西省 1%人口抽样调

查研究课题
2007.3 2007.1

39
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状态分析

及对策

杨殿学（第

二参与人）

陕西省 1%人口抽样调

查研究课题
2007.3 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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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科技特派员制度与解决“三农”

问题对策研究
许项发 陕西省科技厅 2007.9 2008.12

41
楼观台与西安文化经济伦理研

究
刘爱萍 陕西省科技厅 2008.9 2009.12

42
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问题的研

究
杨殿学 国家统计局 2008.1 2010.1

43
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金融风险预

警指标体系研究
彭莉戈

2009 国家统计局全国

统计科学研究课题
2009.1 2011.1

44
关中—天水空间经济协调发展

统计研究
王 慧

2009 国家统计局全国

统计科学研究课题
2009.1 2011.1

45
加快陕西县城产业集群持续发

展的融资体系研究
刘菊芹

2009 陕西省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2009 2011

46

基于应用型教育体系构建的独

立学院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模

式及运行机制创新研究

刘安学 省教育厅高教处 2009.11.13 2011.9

47
陕西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与

财政收支预测
李社宁 陕西省财政厅 2009 2010

48

我省石油天然气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财税体制制约问题与对策

研究

李社宁 陕西省软科学项目 2009 2011

49 西安市软饮市场调查分析 张爱婷 横向课题 2010.02 2011

50

陕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路径与模式

选择研究

刘丁有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2010 2011

51 陕西县域中心镇发展对策研究 杨胜利
陕西省社科联研究项

目
2010 2011

52
陕西省都市产业发展中的政府

行为研究
孙晓琳

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

划
2010.4 2011

53
中国综合发展指数的实践与方

法研究

杨殿学（第

二参与人）
国家统计局 2011.12 2013.12

54 陕西省文化产业集群模式研究 陈小辉 省社科联科普部 2013.7 2015.6

55
陕西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对策

研究
孙陵霞 省社科联科普部 2013.7 2015.6

56
独立学院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翟欣欣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

办
2013.12.20 2015.3

57 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张若为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

办
2013.12.20 2015.3

58
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培养模式定位研究
陈小辉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

办
2013.12.20 2017.3

59
大数据时代统计数据质量评估

研究
杨殿学 国家统计局 2014.1 2016.1

60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西安

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李江河 西安市社科规划办 2014.3.7 20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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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陕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区域

联动发展研究
殷红霞 陕西省教育厅 2014 2015

62
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背景下

西安城市形象的创新

章学峰（参

与人）

西安市度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
2014.9 2015.9

63
“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空间

结构及区域合作研究
校锐 陕西省教育厅科技处 2014.1 2016.9

64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

改进研究
翟欣欣 省社科联科普部 2015.4 2016.6

65
陕西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机制

创新研究
关明艳 陕西省教育厅科技处 2015.6 2016.12

66
区域会展经济发展与城市竞争

力提升研究——以西安为例
赵旭 陕西省教育厅科技处 2015.6 2016.12

67
陕西科技资源统筹协同推进与

质量提升研究
赵立雨 省教育厅 2015.9 2016.9

68
西安市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性研

究
袁芳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6 2017.12

四、实验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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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竞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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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艳，信管 0702 班学生，胡鑫磊信管 070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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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习基地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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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验室管理制度汇编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方案

西财行知教〔2013〕26 号

实践教学是整个教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应用型人才培养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环节。如何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实践教学体系，这是当

前颇为紧要的任务。针对我院目前实践教学中存在的实践设备和场地不足，实践

教学的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不明确，没有建立规范的实践教学

的考核办法，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实验教学安排存在随意性等问题，

特制订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方案：

一、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原则

1.特色性原则

特色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为此，确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以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产学研结合为途径，与时俱进的人才教育培养模式这

是我院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中遵循的原则。

2.实用型原则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要充分体现社会发展需求的要求，与专业岗位群发展

紧密相关。以此为原则组成一个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实践教学体系。

3.多元化原则

多元化体现在教师类型的多元化、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多元化、打破原来

按照学科设置实验室的传统布局，对实践教学设施进行重新整合，形成多元化教

学模式。

二、实践教学体系规范化建设

1.架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实践教学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按照不同的标志可以对这些实践教学活动进行

不同的分类。⑴按功能的不同, 可以分为实训性实践教学、实验性实践教学、实

习性实践教学、毕业论文( 设计) 性实践教学; ⑵按内容综合程度的不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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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课程实践教学、专业实践教学与跨专业实践教学; ⑶按组织形式的不同, 可

以分为个体式实践教学与团队式实践教学; ⑷按学生在实践教学中作用的不同,

可以分为学生自主型实践教学与教师指导型实践教学; ⑸按活动场所的不同,

可以分为校内实践教学与校外实践教学等等。

现主要以实践教学活动的功能为标志, 兼顾其他分类方法, 将我院应用型

本科人才培养所必需的实践教学内容系统架构如下:

2.架构实践教学平台体系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必须由与之相匹配的实践教学平台体系来支撑：

3.强化实践教学各环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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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院颁发的实践教学指导书为蓝本，结合系（部）实践教学的特点，制定

符合各专业的实践教学大纲，实验实训教学考核办法及各类实验实训室管理制

度。

4.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

实践教师是学院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担任各实践教学管理

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教师。应加大力度对实践教师的培养和引进，主要是指导

实践教学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逐步形成初、中、高级人员的合理师资

结构。

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确定不

同实验管理岗位职责和管理工作量。

5.加强信息和档案管理

建立信息收集、整理和归档制度，对实验实训室的各种信息及时进行记录，

并做好统计、分析和归档工作，及时向学院和上级有关部门提供实验实训室的准

确数据。

6.加强安全教育

制订安全教育规章制度，认真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在实验实训前，对参加实

践教育的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并签定安全教育责任书， 大程度上避免产生安全

事故。

三、全面推动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

1.以竞赛带动实践教学

学科竞赛可为学生提供较大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易于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能很好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主动学习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为此，

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使学生熟练掌握实验、实训技能，同时，构建竞赛要求

的开放式实验室。

2.实践教学与岗位技能培训相结合

把学历教育和职业资格教育相结合，借鉴社会培训机构成功的经验，推进课

堂、实验实训场所、企业环境相结合，以岗位技能要求，指导实践教学，努力摸

索出符合我院实践教学的方法。

3.产学研合作，促实践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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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院以教学为主、科研力量薄弱的现状，应大力引进企业项目，以项目

作为引导和推动科研发展，通过承接企业的项目，让部分师生参与项目活动，使

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接触到本行业的新技术、新技能、锻炼其处理实际问题的能

力，提高质量意识和品质意识，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对教师而言，通过项目

的开发，实践技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

四、实践教学体系监控

根据教育部的评估要求，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的实践教学质量

评价体系。为提高我院实验、实训课教学质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监控：

1.实验、实训计划是否符合专业特色。

2.实验、实训课题能否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3.教师能否做到每次课都有目的、有要求，检查是否指导到位。

4.通过实验、实训教学，学生能否掌握一种实践操作技能。

5.通过查计划，查课题，查实验实训教学中的指导过程，来评价实训教学质

量。

6.组织人员不间断对实践教学进行巡视督察，注重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发

现问题，及时调整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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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关于制定专业实践教学方案的原则意见

西财行知教〔2011〕27 号

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

殊的作用。教育部在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

高[2005]1 号）》中指出：“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高

等学校要强化实践育人的意识，区别不同学科对实践教学的要求，合理制定实践

教学方案，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培养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向。实践教学作为本

科教学工作评估的关键性指标，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针对我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的要求，为更好地实现我院本科人才的培养

目标，有必要制定出专门的实践教学方案。因此，根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关于制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精神，在我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框架下各专业要制定出《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专业实践教学方案》。新制

定的实践教学方案要在教育教学理念、人才培养理念、专业培养定位及人才培养

模式、体现专业特色等方面提出新的设想和变化，形成我院的专业特色，进一步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

一、指导思想

实践教学方案要根据学院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综合素质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强化实践

能力培养。

二、基本原则

1.目标性原则

实践教学方案要紧紧国围绕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制定的专业培养目标和

人才培养规格进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体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全面适应建设“和谐社会”、尤其是西部大开

发和加入“WTO”后对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

2.系统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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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方案必须遵循认识规律和教育规律，遵循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律和

教育教学基本规律，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结合专业特点，在加强基础教学的同

时，按照实践教学活动各环节的地位、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合理设计实

践教学体系，强化基本技能、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强化课堂教学实践、

课外教学实践和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的管理，增强专业人才适应能力。

3.整体优化的原则

不仅要科学地处理好各实践教学环节之间的关系，还要根据各专业的业务培

养目标、业务培养要求，重新整合课程实践教学内容。要从人才素质和能力培养

的要求出发，注意教学各环节之间的相互配合，处理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课

内教学和课外指导的关系，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明确实验、实践教学目标，加强

课外指导，与教学改革与课程体系改革相适应。构建融会贯通、紧密配合、有机

联系的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4.规范化原则

在实践教学方案中，要规范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要针对不同的学科、不

同的专业、不同的实践项目制定出相应的考核标准和要求。

三、基本内容

1.课程实验

本专业所设置课程、尤其是专业课程中必须的验证性实验、演示性实验、设

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等内容，每个实验课程均要编写相应的实验教学大纲。

2.技能训练

计算机类课程的技能训练及相关专业课程基本技能训练的内容。

3.课程设计

对某些课程，通过灵活多样的课程设计，培养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让学生了解本学科发展动向，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4.案例教学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开展案例教学，要结合课程改革与建设制定相关课程

进行案例教学的计划或方案，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专业特

色，提高教学质量。

5.专业实践或中期实习

安排在第 3-6 学期中的某一学期暑假进行，时间为 3周，计 2 学分，提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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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计划。

6.学年论文

安排在第 3-6 学期中的某一学期暑假进行，时间为 2周，计 1 学分，提出具

体计划。

7.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一般安排在第 8学期进行，时间为 6周,计 3学分,提出毕业实习方

案。

8.毕业论文（设计）及答辩

撰写学年论文（设计）及答辩一般安排在第 8学期进行，时间为 10 周,计 8

学分,提出具体安排计划。

9.其它

四、基本要求

1.实践教学方案是专业培养方案的组成和补充，是全面指导和规定专业实践

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各专业均要制定独立的实践教学方案。

2.本方案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技能训练、案例教学、专业

实践或中期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设计）及答辩等内容。本方

案不包含军事训练、体育达标训练、社会实践、第二课堂教育等内容，具体由相

关部门另行安排。

3.制定专业技能规范。本科毕业生应具备的技能包括专业知识技能、科学研

究技能和社会服务技能。制定专业技能规范应根据人才培养规格中专业服务方向

和社会对专业人才的技能要求及学科发展，按学科体系提出系统的技能训练要求

并规定必须完成或选择完成的内容。专业技能规范是制定实验教学大纲和实践教

学大纲的基本依据。

4.实验教学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根据理论教学和实验内容，分别

按实验项目制订出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大纲要注意各实验内容的优化配合，

避免重复或脱节；逐步形成自身的实验教学体系。

5.制定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大纲应对各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目的

要求、时间安排、教学形式和手段、教学所需设施条件、考核办法等做出明确规

定。

6.案例教学是大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活动的有效形式之一，要充分利用现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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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手段，开展案例教学活动，努力使之成为我院本科教学的一个特色。

7.实践教学的目标是通过多种多样的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初步掌握并具备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基本技能。

8.实践教学的每项内容均要有具体的内容安排、时间计划、考核方式，成绩

记载等完整的实践记录资料。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实践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办法

西财行知教〔2013〕25 号

实践教学是树立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其综

合素质的重要环节。为保证我校实践教学质量，按照实践教学的质量监控与管理

要求，结合实践教学管理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一、实践教学范围

理论教学以外的所有教学环节，含实验教学、各类实习、实训、各类设计论

文（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等）、各类调查（社会调查、专业调查等）

等教学环节，均属于实践教学范畴。

二、实验教学质量管理与监控

（一）实验教学监控与管理范围

实验教学由实验教学大纲、计划、内容和方法、手段以及考试考核等环节组

成。实验教学质量管理与监控贯穿于实验教学的全过程。

（二）健全实验教学管理与监控责任制

教学科研处负责全校实验教学质量的管理与监督检查；各系负责本部门所承

担的实验课质量的管理与监督检查；课程主讲教师对本课程实验教学质量负责。

（三）单独设课的实验课，实行第一指导教师负责制

由开课单位确定一名指导教师为该课程第一指导教师。实验课第一指导教师

全面负责该实验课的教学质量，并指导和督促该实验课的其他任课教师保证实验

教学质量。

（四）非独立设置实验课程的课程实验，实行主讲教师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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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课程含有实验教学环节的，由开课单位确定一名该课程任课教师为课程主

讲教师。课程主讲教师全面负责该课程的实验教学质量，并负责指导和督促该课

程实验其他任课教师。课程任课教师必须参与实验指导（至少指导第一批次）。

（五）实验教学实施方案的管理

实验教学的实施方案包括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材(或讲义、指导书)、实验

教学计划等。各教学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实验教学大纲，杜绝随意性。所有实验课

必须有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并且由第一实验指导教师、课程主讲教师选定或

编写，系主管教学领导组织审核，教学科研处负责审定并组织实施。

（六）实验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管理

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教学管理人员应努力探索实验教学规律，积极进行实验

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改革实验教学内容，及时将本学科科研新技术充实到

实验教学中，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大力倡导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七）实验教学过程的管理

实验教学管理人员应全面了解并及时解决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

制度建设，规范实验教学管理，保证实验教学顺利进行。实验教学作为期中教学

检查的主要内容之一，除规定的全校教学检查外，还要不定期抽查实验教学情况。

（八）实验教学质量的考核

1.考核的组织

各教学单位在教学科研处的统一领导下，具体组织本部门实验课程的考核工

作。每学期的考核计划、安排由各系与教学科研处协商确定。

2.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

（1）集中考核内容

实验教学集中考核内容指标由三个一级指标和十二个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

标按百分制考核，二级指标见具体项。集中考核指标内容见附表1。

（2）对学生问卷调查内容，见附表2。

3.考核办法

（1）各系成立考核小组，每学期考核一定数量的实验课程。被考核实验课

程确定后，考核小组成员平时通过听课和对实验室检查的方式了解实验课程的开

设情况。集中考核时，听取实验课第一指导教师和课程主讲教师汇报，实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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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现场咨询，实验室实地考察各项指标。学期末，考核小组成员填写《实验教

学课程综合考核表》。

（2）被考核实验课程所有实验项目结束后，由各教学单位组织学生填写对

该门课程的《实验教学学生问卷调查表》。

（3）考核小组根据实验教学课程综合考核表、学生问卷调查表（多张表的

使用平均分），计算出被考核课程的考核总分：考核总分=集中考核总分×0.6+

学生问卷调查平均分×0.4。

（4）考核小组根据考核总分确定该门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情况，并评出该

学期优秀实践教师。评优数量原则上不超过为总参评人数的2％，评优人数达不

到这一标准，可按1人计。考核优秀教师可以按照我院低职高聘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在职称、课酬方面享受相关待遇。对于考核不及格的教师，下一学期削减其

任课总课时量的15％，对于考核再度不及格的教师，将不再聘用。

各系在考核完成后将实验考核结果材料报送教学科研处教学科研科。整套实

验过程及结果考核材料由相应教学单位存档。

三、实习教学质量的管理与监控

（一）实行实习教学质量管理责任制

教学科研处负责全校实习教学质量的管理与监督检查。专业实习、毕业实习

等由系教学主管领导负责质量管理。

（二）实习教学的实施方案管理

完善的实习教学实施方案是保证实习教学质量的基础。实习教学的实施方案

包括实习教学大纲、实习教材（讲义或指导书）及实习计划安排等。

实习中所用到的相应的实习教材或讲义由课程所在系组织选定或编写，教学

单位教学主管领导组织审核，并报教学科研处审核、汇编，列入培养方案执行。

（三）实习过程管理与监控

教学科研处负责全校各类实习质量检查工作。每学期至少要抽查一次，检查

方法采取实地考察或问卷调查等方式。

院教学督导组要把实习质量检查纳入日常工作，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校内实

习教学情况检查。各教学单位教学主管领导每学期至少要参与一次实习质量检

查。

教学单位教学主管领导和教研室主任要负责组织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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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总结情况检查，并将实习质量检查及总结情况检查报告及时报送教学科研处教

学科研科。

（四）实习考核（见附表3）

四、设计（论文）类教学环节质量管理

（一）实行质量管理责任制

教学科研处负责全校设计类教学环节的质量管理与监控。各系教学主管领导

负责本单位的设计类教学环节的质量管理与监控。

（二）课程设计按相关要求进行质量管理与监控。

（三） 毕业设计（论文）按照相关实施细则及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等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五、其它

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落实实践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办法，教学科研处与各系

要积极开展实践教学质量检查、评价工作，建立健全实践教学的信息反馈机制，

客观、真实反映实践教学质量。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各系要拿出整改措施，及时上报。

教学科研处将按上报的整改措施逐项督查，保证发现的问题逐项解决。

六、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学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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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验教学课程综合考核表

实验课程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要求 打分范围 得分

实验

教学

文件

30分

1 实验教学计划
实验项目设置有依据，实验教学学时合理，实验开

出率达 95％以上
10 8 6 4

2 实验教学大纲 有实验教学大纲，且规范可行 10 8 6 4

3 实验教材 有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教案，且正规实用 10 8 6 4

实验

教学

过程

40分

1 实验教学内容 熟悉教材、教案内容充实、重点突出、层次分明 6 5 4 2

2 实验教学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方法多样（演示、验证、综合、设

计性实验）
6 5 4 2

3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按实验要求分组备好，技术状态良好 6 5 4 2

4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工具等准备充足 6 5 4 2

5 实验教学改革 改革试验方法、内容、开展实验教学研究 8 6 4 2

6 实验教学态度
讲授认真、熟练、标准，指导耐心，不脱岗，无教

学事故
8 6 4 2

实验

教学

效果

30分

1 实验报告 记录数据准确，实验结果合理，批改认真 10 8 6 4

2 考核 有明确的考核方法，有学生成绩记录 10 8 6 4

3 实际操作能力 符合实验教学大纲要求，达到实验目的 10 8 6 4

合

计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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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学生问卷调查表

实验课程名称： 指导教师：

序号 内 容 打分范围 得分

1 讲解实验原理方法，介绍试验仪器装置 8 7 6 5

2 精讲多练，实验方法多样 8 7 6 5

3 实验教学态度认真，准备充分 12 10 8 6

4 熟悉试验仪器装置，顺利完成实验 8 7 6 5

5 实验组织能力 10 8 7 6

6 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16 14 12 10

7 批改实验报告 10 8 6 4

8 介绍实验要求、上课点名，收交作业等 10 8 6 4

9 掌握实验原理方法 8 7 6 5

10 综合实验能力的提高 10 9 7 5

11 合计

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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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实习质量

评价项目

分

值

评价标准 得分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1.教学

文件

（20 分）

1.1 管理文件 5
制定了实习工作管理细则、规定等教学文件，内容具体全面，

要求严格，责任明确

1.2 实习大纲 5
实习目的，学生应知应会的要求明确，内容全而完整，科学合

理，符合培养目标要求，编写规范

1.3 实习指导

书
5

严格按照实习大纲编写，内容完整，阐述详尽，重难点突出，

符合实习教学要求；指导书在学生实习前发放到学生手中

1.4 实习计划 5
内容要求明确具体，进度安排合理，有保证实习教学的有效措

施

2.指导

教师

(20 分）

2.2 教学态度 6
指导教师态度认真，责任心强，教风严谨，实习结束能认真总

结实习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

2.3 指导方法 7
认真、及时检查学生实习情况，注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全过程的指导方法科学合理

2.4 指导结果 7
所指导的实习生能圆满完成实习工作，其实习工作受到实习单

位好评，学生认为专业实习收获较大的高于 80％

3.实习条

件及管理

（20 分）

3.1 实习条件 5 实习单位业务性质与专业联系密切，得到实习单位的大力支持

3.2 组织、指

导
10

学生明确实习目的、任务和要求，严格按照实习计划组织实习；

实习基地指导人员与指导教师密切配合，主动及时做好实习安

排、指导工作；实习秩序良好，实习单位（人员）对学生反映

好

3.3 实习纪律 5 有明确的纪律要求，执行严格，学生无违纪和事故发生

4.实习效

果（20 分）
4.1 实习内容 8

实习内容完全符合教学大纲要求，与专业结合密切，能够实现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达到综合训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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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习日志 6
全部学生的实习日志记录详细；数据完整准确；指导教师批阅

认真

4.3 实习报告 6
专业实习报告源于实习日志，数据完整准确，图样清晰，报告

工整规范

5.成绩评

定（10 分）

5.1 评定方案 5
有完善的评定方案和严格的评定程序，定性和定量评定相结

合，能综合反映实习质量

5.2 评定过程 5
成绩评定过程公平，公正，能充分结合个人、实习小组、指导

教师和实习单位意见，成绩符合正态分布规律

6.实习总

结（10 分）

6.1 总结评价 5
教学单位能认真总结实习工作，进行质量分析，并提出改进意

见，及时向学校主管领导报送总结报告

6.2 材料存档 5 档案完备，有专人负责保管，实习材料能够及时全部存档

满分共计（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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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实验实训教学管理办法(试行)

实验实训教学是教学环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论教学的继续、补充、扩

展和深化。实验实训教学对构成学生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启迪学生思维，培

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加强和规范实验实训教学管理，

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验实训教学是指独立设置的实验实训课程和理论课程中的实验

实训环节等教学过程。实验教学是通过对学生进行实验技能的基本训练，使学生

了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和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以

及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主动积极的探索精神；实训教学是培养学生专业技术应

用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环

节。实验实训教学要与理论课教学相辅相成，必须贯彻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

理论联系实际等教学原则。

第二条 实验实训教学计划是指导实验实训教学工作的基本文件，实验实训

教学大纲是指导实验实训教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实验实训教学工作必须严格按

照实验实训教学计划和实验实训教学大纲进行，以保证实验实训教学秩序的稳定

和实验实训教学任务保质保量地完成。

第三条 实验实训教学人员在实验实训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应认真对待

实验实训教学工作，精心设计实验实训教学过程，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要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加强学生的操作技能训练。

第四条 加强实验实训教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是提高实验实训教学质量的

根本保证。各级管理人员都要认真学习教育科学理论和管理理论，深入教学第一

线，注重调查研究，勇于探索和改革，努力提高实验实训教学管理水平。

第二章 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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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建立分工负责制度：全院实验实训教学管理工作在主管副院长领导

下，由实验(实训)中心负责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各系（部）全面负责具体工作。

各系（部）要有一名领导分管实验实训教学工作，在具体实施时要指定一名责任

教师，配合实验（实训）中心完成执行计划的实施和总结。

第三章 计划管理

第六条 实验实训教学必须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实验实训项

目，制定实验实训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并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或指导

书等教学文件规定的指导下进行，杜绝实验实训教学的随意性。

第七条 各系（部）应在每学期末，将下学期的实验实训教学计划，实验实

训教学大纲报送实验(实训)中心。未独立开设实验实训课的课程，其《实验实训

教学计划》作为课程教学计划的子计划附于教学计划之中报送。

实验实训教学计划内容包括：实验实训教学环节的名称、内容、班级、人数、

分组情况、时间(周次)、详细地点、主讲教师、指导教师等。各系（部）要按照

实验实训教学计划，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

第八条 《实验实训教学大纲》是组织和检查教学活动的依据，也是编写实

验实训指导书（或实验实训教材）和考核学生实验实训课成绩的依据。每门实验

实训课均须制定《实验实训教学大纲》，要对本课程实验实训教学总的目的、任

务、要求，实验实训项目的确定（包括选做项目），学时分配，教学方式，考试

和评分要求作出明确规定。未独立开设实验实训课的课程，其《实验实训教学大

纲》作为课程教学大纲的子大纲附于教学大纲之中。原则上没有教学大纲不能开

课。

第九条 实验实训教材（讲义）和指导书应根据实验实训教学大纲的要求选

用或编写。内容应包括实验实训目的、要求、实验实训原理、实验实训所用仪器、

实验实训步骤和方法、实验实训注意事项、实验实训预习要求、实验实训报告要

求等。实验实训指导书应随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变化随时作相应修订。

第十条 实验（实训）中心对实验实训教学环节进行监督、抽查。各系（部）

报出的计划原则上不得变更，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改时，应由系（部）提前写出

申请变更计划报告，经实验（实训）中心批准后方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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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为认真实施教学计划，规范实验实训教学，便于院系对实验实训

教学进度的了解与检查，各实验实训指导教师应认真填写《实验实训课堂教学手

册》，并按规定时间报送实验（实训）中心。

第十二条 实验实训课表一经下达，任何部门、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改

动。各系（部）、实验（实训）中心将按课表进度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和实验实训

教学质量。如有特殊原因要求调课，须由实验实训指导老师提出申请，经所在系

（部）同意、实验（实训）中心批准后办理调课手续，否则按私自串课处理。

第四章 教学过程与质量管理

第十三条 实验实训教学要严格按照实验实训教学大纲的规定进行，不得随

意改变学时或减少、变更实验实训项目等。

第十四条 各系（部）应根据教学计划和实验实训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实验

实训教材（讲义）、实验实训指导书或提出购买计划，需经实验（实训）中心审

批。实验实训指导书应随实验实训教学计划和实验实训教学大纲的变化随时作相

应修订。

第十五条 实验实训教师要按照实验实训教学大纲和实验实训指导书认真

备课，写出指导实验实训讲稿（教案）。每次实验实训课之前，实验实训指导教

师和管理人员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包括检查仪器、设备运转是否正常，检查安

全设施、备齐实验实训用材料和工具对实验实训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实验

实训装置等做到心中有数。对实验实训难度较大或新开的实验实训项目要进行预

做；对新到岗或首开实验实训课的指导教师必须进行试讲、试做。

第十六条 教师应提前一周将实验实训项目通知学生，并布置预习任务。学

生在做实验实训前，指导教师要检查学生预习情况，预习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实验

实训。

第十七条 学生第一次上实验实训课，由实验实训指导教师负责宣讲学生实

验实训守则及实验实训室有关规章制度。对违反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或不听指导

的学生，指导教师有权停止其实验实训。

第十八条 实验实训教师在实验实训前应对实验实训的有关理论、方法做系

统讲解，实验实训中，指导教师不能包办代替，要让学生独立操作，培养学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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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能力，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实训指导教师要巡回检查，进行规范

指导。

第十九条 凡因各种原因没完成必做实验实训项目的学生，必须在理论课考

试前进行补做，否则不得参加理论课考试。

第二十条 上实验实训课时，指导教师和管理人员要严格要求学生遵守实验

实训纪律，保持肃静和实验实训室清洁，不准动用与实验实训内容无关的仪器设

备。实验实训中要注意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学生准备就绪

后，必须经实验实训指导教师检查许可后方可进行实验实训。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实训结束后，实验实训指导教师要认真检查、整理仪器设

备，如有损坏、丢失，要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调查，了解仪器设备丢失、损坏原因，

根据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及时报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实训指导教师要认真批改实验实训报告，对不合格的要根

据具体情况要求学生重做实验实训或重写实验实训报告，并将登记成绩上交到实

验（实训）中心。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实训教学质量检查，是学校实验实训教学管理重要工作，

旨在不断提高实验实训教学质量。学校各级领导都应该重视实验实训教学检查，

要经常深入实验实训教学第一线，通过听课、检查、抽测学生操作能力、检查学

生实验实训报告完成情况、广泛听取意见等，以便及时改进实验实训教学工作，

不断提高实验实训教学质量，确保实验实训教学计划和实验实训教学大纲的正确

实施。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实训）中心负责制定实验实训教学检查细则，并组织有

关人员对实验实训教学进行经常性检查；要广泛听取教师和学生意见、建议，会

同学院有关人员及时做出实验实训教学检查的总结，肯定成绩，推广好的经验和

典型，找出实验实训教学和实验实训教学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并提出改进措

施，以保证实验实训教学质量和实验实训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章 成绩考核管理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实训课成绩考核是检查学生实验实训课学习质量的一个

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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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考核的评定：学期实验实训课时达 10 学时及以上的课程，要

随堂进行独立考核，考核成绩单列；不足 10 学时的，不进行独立考核，但教师

必须根据学生参与实验实训的情况进行评定。

第二十七条 考核的组织方式：

学期实验实训课成绩考核，由实验实训指导教师负责组织进行，如需要同课

程教师配合，须经系（部）分管领导批准。

第二十八条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在实验实训教学过程中的学习态度、出勤、

纪律、操作、答辩情况及图文材料，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级评定成绩，

其中不及格者必须补考。

第六章 教学研究

第二十九条 系（部）负责人、实验（实训）中心主任应组织实验实训教学

人员，开展实验实训教学研究活动，不断改革实验实训教学方法和手段。实验实

训教学研究活动要有研究内容、时间、参加人员、合理化建议等记录，用专用本

记载。

第三十条 各系（部）、实验（实训）中心应不断更新实验实训项目，逐步

增加综合型、设计型、研究创新性实验实训的比重，并加强使用现代测试手段和

微机进行实验数据处理、分析等方面的训练。

第三十一条 各系（部）、实验（实训）中心要创造条件面向师生实行开放，

采取开放式教学。

第三十二条 各系（部）、实验（实训）中心要鼓励实验实训技术人员，自

制或改造实验实训装置。

第七章 教师和技术人员管理

第三十三条 实验实训指导教师原则上应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助理实验师

以上职称，具有本专业或本门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第三十四条 实验实训教师和技术人员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实验实训教学大

纲的要求开好实验实训课。要认真遵守学校有关实验实训教学管理的各项规章制

度，以高度的责任心，保证实验实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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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实验实训教学指导教师必须经过试讲、试做，考核合格后方准

上岗、独立指导实验实训。

第三十六条 各系（部）和实验(实训)中心要定期对实验实训教师和技术人

员进行考核，奖优惩劣，有关奖惩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资料管理

第三十七条 各系（部）、实验（实训）中心对实验实训的原始材料要认真

管理，妥善保存。

第三十八条 有实验实训教学任务的教师，要根据实验实训教学大纲，编写

实验实训计划、技能考核方案等，实验实训完毕后，要认真地进行总结，写出总

结报告。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实验实训教学管理，校外实训教学管理参见

校外实训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实验(实训)中心负责解释。

实验（实训）中心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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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实验、实训室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学院实验、实训室管理和建设水平，促进学院实践教学质

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实训室是学院进行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实验、实训室的建

设与管理应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围绕实践教学，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展开。

第三条 实验、实训室的建设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学院专业发展的需要进行。

第二章 实验、实训室的任务

第四条 根据学院各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承担实践教学任务，按计划准

备和开出实验实训项目，完善实验实训讲义，实验实训指导书等教学资料，安排

实验实训指导人员等。

第五条 努力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切实加强学生基本实验实训技能的训练。

着力培养学生严谨治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高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六条 严格执行实验实训室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加强对工作

人员的培训和管理；负责仪器设备的保管、维修、计量和标定工作，使仪器设备

经常处于完好状态；做好实验实训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购置计划，使用和管

理工作，防止积压浪费，保证实验实训工作顺利进行。

第三章 实验、实训室的建制

第七条 学院实验、实训室管理工作按“二级建制,教学仪器设备两级管理,

教学统一管理”的思路进行，即构建院实验（实训）中心,系（部）实验、实训

室二级实验实训教学体系；实验实训仪器设备实施院、系两级管理的模式。

第八条 各类实验、实训室的实验实训教学工作在主管副院长领导下，由实

验（实训）中心履行管理职责，协调有关工作。各系（部）应指定一名领导分管

实验实训教学工作，实施系（部）对实验实训的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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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实验、实训室设置的基本原则

(一) 加强基础

实验、实训室的结构和布局调整要有利于加强和改进面广量大的院核心课程

的教学,有利于实验、实训室的开放, 有利于构建好全院实验、实训教学的基础

平台。

(二) 整体优化

实验、实训室的结构和布局调整要有利于实验、实训室的管理和使用，有利

于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及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 资源共享

实验、实训室的结构和布局调整应努力将学科优势和科研能力转化为培养应

用型技术人才水平的实力， 大限度地发挥人、财、物的统筹优势，实现仪器设

备资源共享。

(四) 发挥特色

对行业特征鲜明，学术优势明显的专业实验实训教学单位，可独立设置专业

实验室，使其确保行业的优势，打造人才培养的更高平台。

第十条 属院核心课程范畴，为面广量大（面向 2 个及 2个以上系部）学生

提供实验实训教学服务的实验实训教学单位，原则上建立院实验实训室；仅为本

专业学生实验实训教学服务，又于其他专业难以实现资源共享的实验实训教学单

位，成立系专业实验、实训室。

第十一条 实验室的建立、合并和撤消，应由系（部）提出申请，报实验（实

训）中心审核，经学院正式批准后执行。

第四章 实验、实训室的建设

第十二条 实验、实训室设置的基本条件是：

（一）有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和饱满的实验教学或科研、技术开发等任务；

（二）有符合实验技术工作要求的房舍、设施及环境等物质条件；

（三）有足够数量、配套齐全的仪器设备；

（四）一定数量的，合格的指导教师；

（五）有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各类实验、实训室的建立，由系（部）提出申请，制作《XX 实验、

实训室建设方案》，实验（实训）中心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对其需要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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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财力等情况提出意见，报学院审查，经批准同意，由实验（实训）中心组

织实施。

实验、实训室调整或撤销，由系（部）提出申请，实验（实训）中心组织

相关人员论证审查，报主管副院长审批，批准后实施。

第十四条 实验、实训室要树立经济观点，讲究投资效益，注重发挥现有设

备的作用，新添设备要认真选型，购置软件要严格论证。实验、实训室建设中要

反对小而全，不搞低层次重复购置。要注重设备共用，提倡自己设计、制造、改

革实验装置等做法，反对设备陈列、不讲实效。

第十五条 实验、实训室经费投入应按照“新开实验实训，增加分组数、提

高水平”的顺序进行。凡未开出全部应开项目的实验、实训室，不得购买用于其

他方面的精贵仪器设备。

第五章 实验、实训室管理

第十六条 实验、实训室要进行科学管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利用信息技

术对实验、实训室的工作情况，包括人员、物资、经费、环境状态等信息进行记

录、统计和分析，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

第十七条 实验、实训室要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定期对实验、实训室工

作人员的工作质量和水平进行考核。

第十八条 实验、实训室仪器设备和材料，低值易耗品等物资的管理，按照

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实验、实训室要做好工作环境管理和劳动保护工作。要遵守高温、

低温、辐射、病毒、激光、粉尘、超净等对人体有害的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实验、实训室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保密的法规和制度，定期

检查防火、防爆、防盗等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经常对师生开展安全保密教育，

切实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第二十一条 要建立实验、实训室评估制度，按照实验、实训室评估指标体

系对实验、实训室开展评估，以促进实验、实训室管理工作的提高。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实训室应按相关管理办法对全院师生开放，以实现资源

共享。

第六章 仪器设备使用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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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实验、实训室仪器设备的管理实行院、系二级管理原则。

第二十四条 有关管理人员必须管好本单位仪器设备的帐、物，根据学院要

求，定期对本单位仪器设备进行清查，严格做到仪器设备帐、物相符。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实训管理人员应认真做好仪器设备的维护和修理工作。

发现有损坏的，应及时修复，使仪器设备保持良好状态。

第二十六条 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准拆改或解体使用。仪器设备确有需要进行

技术改造时，要按管理权限申报审批，待批准后方可拆改。

第二十七条 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外借，更不允许出租。仪器设备确与学院工

作有关需院内借用时，需经部门主管领导审批；院外借用时，还需经主管副院长

审批。借出设备一般不超过一个月，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概不外借。

第二十八条 要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效益，对长期使用效益低的仪器设备实

行责任追究。要追究因仪器设备规划、申报、论证、购置不妥、造成严重浪费的

责任；追究因使用不当、造成仪器设备严重损坏的责任；追究因管理不善、造成

仪器设备使用率、完好率低的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实验（实训）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过去发布的条例凡与本条例不符的，

一律以本条例为准。

实验（实训）中心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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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实验室基本信息

收集整理上报制度（试行）

实验室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是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为规范统计行

为，提高信息数据收集质量，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充分发挥实验室

信息数据在学院管理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特制定本规定。本规定适用于我院各

教学实验、实训室、实训场所、实训基地。

一、实验室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上报工作是实验室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实验室必须重视此项工作。在实验室工作的各类人员都有义务有责任向信

息管理人员提供有关信息资料。

二、实验室基本信息统筹上报工作的主管部门为实验（实训）中心。院实验

室的基本信息由实验（实训）中心提供，系实验室、专业实验室的基本信息由各

（系）部提供。各系（部）必须设一名领导负责有关实验室任务、实验室的教学

科研工作、实验室人员基本情况等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汇总和上报工作，人

员应相对稳定，如有工作调整或变动，需由系（部）领导组织好交接工作。

三、实验室基本信息的收集要做到准确、全面、连续和及时，做好实验室工

作日志记录，认真填写实验室研究活动记录，为基本信息的收集提供更为全面的

原始依据。实验室基本信息原始资料是实验室工作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有专

人监管实验室档案，做到随时收集、整理、编号登记，装订成册，并填写归档日

期，以保证信息统计工作的有序和连续性。

四、基本信息的收集范围及内容

（一）实验室基本情况

实验室、实训室、实训场所、实训基地名称、批准建制文件、房间数目、面

积。

（二）实验教学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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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计划、实验大纲、实验开设情况（面向专业、班级、接纳学生人数、

开出率、人时数）、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实验项目的变更情况、实验课程表；

2.开设新实验情况、指导教师试讲试做记录；

3.指导实验任务分配表（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类别、实验者类别、实验

要求、学时、专业、参加班数、总人数、每组人数等）；

4.实验室年度对外服务情况（内容包括教学、科研项目数和年时数）；

5.编写实验教材的情况及实验教学的改革情况。

（三）仪器设备基本信息

仪器设备配置清单及技术状况、更新情况、利用率、完好率，仪器使用维修

记录、设备领用和低值易耗品领用消耗记录。大型设备的使用情况、功能开发及

效益，内容包括：

1.本仪器设备每年用于教学、科研和其他方面的使用机时数；

2.本仪器设备年培训各类人员人数；

3.利用本仪器设备年内新增加和改进的教学实验项目名称和数目，新开发的

使用功能名称和数目；

4.利用本仪器设备本年内完成的科研课题和社会服务项目名称和数目及获

奖情况。

（四）实验队伍的基本信息

1.现有专职、兼职实验指导教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自然情况（内容包

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所学专业、实验室工龄、职务、职称、评职时间、业

务专长、国内外进修时间和内容、发表论文情况等）。

2.每年各类人员增减及其年龄、学历、学位、职称变动情况。

（五） 实验室开放信息

开放的实验室个数、种类、开放时数；服务对象（本科生、教学科研人员）；

仪器设备使用情况；开放实验室的管理信息等。

（六）实验室建设信息

国内外相关学科实验室的发展建设信息，本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实验室发展

建设规划、实验室建章立制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信息。

（七）其他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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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管理的各类文件、制度，工作计划及实施情况，各种申请和统计报表，

实验研究的有关论文、成果鉴定证书，实验室经费的收支使用情况，学院布置的

临时性任务完成情况。

五、收集上报时间和要求

（一）各系（部）实验教学基本信息、实验室工作情况总结和实验室专(兼)

职人员业务考核表，每学期期末送实验（实训）中心。各（系）部实验课程表，

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送交实验（实训）中心。

（二）要求信息准确无误，本部门留底存档一份，系（部）主管负责人签字，

各种信息必须有电子文档。

实验（实训）中心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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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实验室人员管理办法

一、实验室教职员工应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发扬奉献敬业精神，热爱本职工

作，在工作上服从需要，服从分配，服从管理，团结协作，自觉参与、关心实验

室建设，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

二、刻苦钻研业务，关心专业建设，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积极参加科

研，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三、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室管理人员须在实验开始前 10 分钟到达实验场所。

有实验辅导任务的教师，在实验中要认真辅导，不得做与辅导实验无关的事，不

允许中途离开实验场所。

四、对于无辅导任务的实验室管理人员，在学生实验过程中，要巡查学生是

否按要求实验，是否做与实验内容无关的其它事情，发现后要及时制止并耐心教

育帮助。

五、实验管理人员要认真做好实验设备的日常保养、管理工作，及时处理实

验仪器、设备各类故障，做好学生进出实验室的协调管理工作及其它日常管理工

作，保持实验室清洁、明亮，做好每天的设备清洁工作，每周一次的卫生大扫除。

六、对于实验仪器、设备故障，要及时修理，以确保设备完好。

实验（实训）中心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实验（实训）中心管理制度汇编

173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学生实验守则

一、学生在进入实验室时请穿鞋套，且衣冠整齐，保持实验室环境卫生，严

禁在实验室内吃东西、吸烟、随地吐痰和乱丢杂物。

二、学生必须服从指导教师的安排，与本次实验无关的物品不得带入实验室，

非本次实验的所有仪器设备，未经指导教师允许不得动用。

三、学生在实验前必须认真预习本次实验内容，熟悉设备仪器的性能，明确

实验目的、原理、方法步骤及注意事项，并在使用中严格遵守。

四、实验课不得迟到、早退、无故缺勤。学生进入实验室之后须按指定位置

就座，保持安静。

五、在进行实验之前，先检查所用的仪器设备是否齐全完好无损，若有遗漏、

损坏应及时报告，请指导教师及实验室管理人员进行处理。

六、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进行实验，细心观察，感性认识，精心操作，注

重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并认真完成实验报告。

七、正常教学上机实验过程中不得以任何理由、借口玩电脑游戏。

八、严禁在实验室借助计算机调用或调看内容不健康的电子图书和图片，违

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

九、实验完毕后，应整理仪器设备，恢复实验前的状态，清洁环境卫生。

十、实验室的任何物资不可擅自带走，爱护实验室仪器设备，如发生损坏丢

失情况，应予以赔偿。具体的赔偿办法，依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实验室仪

器设备损坏（遗失）赔偿制度》。

实验（实训）中心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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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校内实训基地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校内实训基地是进行实训教学、教科研和服务社会的重要场所；是

走产学结合道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基本保障；是衡量实

践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为加强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和管理，保障学院的实训教

学质量，提高办学效益，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校内实训基地的任务

第二条 校内基地的基本功能为：完成实践教学任务，进行专业研究、新技

术的应用推广等。逐步发展为培养高等院校教育人才的实践教学、技能培训的重

要基地。

第三条 校内基地的开放能 大限度地利用实验室资源，充分发挥实验室

在实施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学生提供自主发展和实践锻炼的空间，提高

仪器设备利用率。本着“面向全校、因材施教、形式多样、讲究实效”的原则，

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第三章 校内实训基地的建制

第四条 各类校内实训基地的管理工作在主管副院长领导下，由实验（实

训）中心履行管理职责，协调有关工作。各系（部）应指定一名领导分管校内

实训教学工作，实施系（部）对校内实训教学的管理职能。

第四章 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

第五条 各类校内实训基地的建立，由系（部）提出申请，实验（实训）中

心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对其需要的技术水平、人员、财力等情况提出意见，报学院

审查，经批准同意，由实验（实训）中心组织实施。 校内实训基地的调整或撤

销，由系（部）提出申请，实验（实训）中心组织相关人员论证审查，报主管副

院长审批，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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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要树立经济观点，讲究投资效益，注重发挥现

有设备的作用，要注重设备共用，反对设备陈列、不讲实效。

第五章 校内实训基地的管理

第七条 校内实训基地实要建立科学、有效、严格的队伍建设和人员管理制

度，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及分工细则，有严格的考核办法和奖惩制度，有落实的培

养师资计划和实施措施。

第八条 校内实训基地必须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防范制度，确保教

学设备和人身安全。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管理制度，新到实训基地工作的教师和

首次进入基地的学生，必须经过安全教育，掌握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和安全技术。

第九条 使用校内实训基地仪器、设备，必须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进行，并严

守操作规程，如违反规定，发生责任事故要予以追究，并负责赔偿，造成重大事

故，要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条 校内实训基地要有定期安全检查制度，明确责任人，做好防火防盗

工作，必备防火器材。离开实训基地时，注意关好水电、门窗，杜绝不安全的隐

患，确保基地财物安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条例由实验（实训）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实验（实训）中心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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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训）中心工作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法令，建立健全实验（实训）中心各项规章

制度。

二、负责拟定学院信息化校园的建设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及日常管理工作，完善各

处（室）、各系（部）网络办公条件。

三、负责我院计算机机房、语音室、多媒体教室的建设规划，组织实施及日常管理

工作。

四、负责制定全院各专业实验室建设规划；负责全院实验室的设置、调整、管理等

工作。

五、负责组织、检查各系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计划、实验教材、指导书和讲义

等教学资料。

六、做好实验实训的管理工作，负责检查督促各系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对实验教学

环节做好监控考核工作，不断改进实验教学方法，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七、负责全院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各系业务协调和管理工作。

八、做好实验、实习、实训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和表彰奖励及先进经验交流推广

等工作。

九、做好学院教学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负责全院教学仪器设备物资审

核、验收、登记、调配、报损、报废、报失的审核批准手续。

十、认真做好学院网站监控工作，配合我院宣传部门做好网站的建设与维护。

十一、完成学院安排的其它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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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训）中心主任岗位职责

中心主任是中心工作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全面负责中心的各项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法令；建立健全中心各项规章制度。

二、做好中心的实验室、电教室（机房、语音室、多媒体教室）的科学管理工作。

三、领导并组织学院校园网的管理工作。

四、领导并组织完成实验室建设和教学、科研等各项任务；中心的各项教学辅助工

作。

五、负责实验教学的常规管理工作，检查落实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实验教材等相

关资料。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六、负责中心各类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制定岗位职责，负责组织对实验室工作人

员培养及考核工作。

七、负责组织学院网站建设，完善信息化平台建设。

实验（实训）中心副主任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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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助主任建立健全中心各项规章制度。

二、协助主任做好中心的管理工作，协调与系（部）及各部门的关系，全面负责中

心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协助主任制定实验室、电教室、校园网建设规划，并监督实施和验收工作。

四、负责教学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以及中心各项管理资料的统计汇总工作。

五、协助主任做好实验教学的常规管理工作，检查落实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实验

教材等相关资料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六、负责中心的业务学习，检查、考核中心内人员各项岗位职责的履行情况。

七、负责落实学院网站的完善工作。

八、完成院领导和中心主任交办的其它工作。

实践教学管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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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助部门领导做好实验实训教学管理工作，协助部门领导制定实验实训教学日

历、实验实训准备记录、实验人员日志等教学文件。

二、具体完成学院实验、实训教学信息的采集、管理和存档工作，上报实验实训中

心人员情况、实验项目、课时实行数据。

三、协助部门领导审核实验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实验教材、指导书等。

四、协助部门领导完成实验排课工作；负责对实验课表进行统筹校核。

五、协助部门领导落实学期实验实训教学任务。

六、负责中心的日常教学调度工作，及时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七、负责考勤和工作量计算。

八、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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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训）中心安全管理制度

实验（实训）中心是我院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仪器、设备、人员相对集中，是学

院重点的“五防”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必须认真贯彻学院安全管理制度。结合本部门实

际，特制定以下安全管理制度。

一、实验（实训）中心的安全管理工作在部门领导和保卫部门的领导下开展进行，

认真贯彻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定期进行检查。

二、经常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管理和精神文明教育，做好预防工作。结合实验（实

训）中心实际情况，采取防范措施，做好五防：防火、防水、防盗、防漏电、防破坏。

使工作人员明确控制电源地点，学会使用消防器材。

三、指定专人负责网络主机房安全，将责任落实到人。

四、值班人员每日定时巡查所负责场所的设备和环境情况，应特别注意容易出现不

安全情况的地方。

五、值班人员在巡查时，应特别注意在不允许吸烟的场所是否有人吸烟；是否有人

在实验（实训）中心附近焚烧废纸、杂物，一旦发现，应立即制止，避免隐患。

六、值班人员离开实验（实训）中心时，应检查是否还有滞留人员，进行 后清理。

应切断一切电源、关好门窗、水龙头。发生事故，应立即排除，并报告有关部门。对玩

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者，严肃处理。

实验（实训）中心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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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及其运行办法

西财行知评[2012]2 号

为更好地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

意见》(教高[2007]2 号)文件精神，把提高质量作为我校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建

立我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制定本办法。

一、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

(一) 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高等学校通过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标准、质量

管理程序、制度和规章，运用监控、测量和评价等手段，整合内部各类教学资源，从而

确保人才培养质量能够适应社会、个体、学校的需要，同时形成一个完整的培育组织学

习系统，构成一个在质量上能够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改进、自我发展的有效运行

机制。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持续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二)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内容包括教学质量目标的确定、各责任主体职责

的确定、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的建立、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教学过程的管理、信

息的收集整理与反馈、教学质量的监控、分析、评价、调控与改进等。

(三)我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借鉴全面质量管理和 ISO9000 系列标准的基本原理而

建立，是全面、全过程、全员参与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从抓好人

才培养质量的保证入手，用优质的工作质量、高水平的过程质量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在质量管理的过程中，坚持应用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改进(Act)循环

的工作方法，促进我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四)我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由教学质量决策与管理系统、教学质量目标与标准系

统、教学资源管理与支持系统、教学过程质量管理系统、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系统、教

学质量改进与激励系统、教学信息管理系统等七个子系统构成，实行院、系（部）（以

下简称教学单位）两级管理。

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各系统的功能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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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质量决策与管理系统。院长办公会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重要事项的

领导和决策机构，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教学科研处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日常事项

的实施机构；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教学科研处、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各教学单位和人

事处、计划财务处、后勤保障处、实验实训与网络中心、招生办公室、图书馆、学生处、

团委等与教学质量有关的职能部门和单位组成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管理系统。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领导和管理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和运行，决定学校定

位、办学思路、人才培养总目标、质量管理方针及有关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大政策

和措施并组织实施，审定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教学条件

建设规划等并组织实施，解决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和运行中出现的重要问题

等。

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主要职责：院长领导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是学校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的第一责任人，主管教学副院长负责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教学

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对全校教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指导、研究和咨询，教学科研处负责实

施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负责实施对教学单位教学质量保障

工作的督导和评价，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负责相关教学质量保障指标的达标，各教学

单位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具体实施单位，负责本单位的教学质量保障工作。

(二)教学质量目标与标准系统。由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和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

养方案、各主要教学环节教学质量标准、各项教学评估指标、各级各类教学质量保障主

体职责、各类教学管理制度和教学管理文件等组成。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按照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在调查和研究学生和用人单位的

需求和期望的基础上，根据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在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人才定

位和培养目标，在专业培养方案中明确人才培养要求，在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中明

确教学质量目标和标准，在各类教学评估指标中明确质量要求，在各级各类单位、岗位

职责中明确和规范教学质量保障主体的职责，在各类教学基本文件和制度中明确和规范

教学要求和程序，并以此作为监控、检查、评价和改进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

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主要职责：各类专业培养目标、标准、指标、职责、文件和制

度等，除国家有明文规定外，分别由教学科研处、教学质量评估中心、相关职能部门、

各教学单位按相关程序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

(三)教学资源管理与支持系统。该系统由人事、计划财务、后勤保障处、实验实训

与网络中心、图书馆等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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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的主要功能：保证人才培养所需的人力资源、教学经费、教学仪器设备、实

验条件、图书资料、网络信息及教学场地等有关教学资源的供给及支持。

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主要职责：

师资队伍建设的责任单位为人事处和各教学单位。人事处主要负责全校师资队伍建

设规划的制定，保证师资的数量、质量和结构满足教学要求，保证生师比、专任教师中

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等指标达到国家要求；建立并组织实施完善的教师聘任、考

核、奖惩、晋升、退出等机制；为教学单位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服务等；各教学单位具体

负责本单位的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保证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等指标达到国家要求。

教学经费管理的责任单位为计划财务处、教学科研处、后勤保障处和各教学单位。

计划财务处主要负责教学经费预算的编制与实施，保证教学经费占学费收入的比例、生

均经费增长情况等指标达到国家要求；教学科研处、后勤保障处和各教学单位等，负责

教学经费的合理使用。

实验室建设的责任单位为教学科研处、实验实训与网络中心、和各教学单位。实验

实训与网络中心主要负责实验仪器设备的购置及维护，保证实验室正常运行，保证生均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及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达到国家要求；教学科研处负责

组织各教学单位申报实验室建设项目；各教学单位负责实验室日常管理工作及校内外实

习基地的建设和维护工作。

图书资料状况的责任单位是图书馆和各教学单位。图书馆主要负责图书资料能满足

教学科研需要，并提供优质的服务，保证生均图书和生均年进书量达到国家要求；各教

学单位主要负责本单位的资料室建设。

运动场及体育设施建设的责任单位是后勤保障处。负责运动场和体育设施的建设，

满足教学需要，达到国家要求以及体育设施的日常管理。

校园网建设的责任单位是实验实训与网络中心，保证校园网建设水平高，运行良好，

在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校舍建设与管理的责任单位是后勤保障处、实验实训与网络中心、教学科研处。后

勤保障处主要负责确保学校教学用房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保证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生

均占地面积、生均宿舍面积等指标达到国家要求并且做好各类教室的维护和日常管理，

为教学工作提供后勤保障；实验实训与网络中心主要负责各类功能教室的设备配置，保

证满足教学需要，保证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台数、百名学生配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

验室座位数等指标达到国家要求；教学科研处主要负责编制各类教室的需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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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过程质量管理系统。该系统由招生过程、计划实施过程、教学过程、教

学辅助过程和考试过程的质量管理构成。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根据学校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要求、主要教学环节质量

标准、相关教学条件保障指标和规章制度等，搞好全过程质量管理，培养出符合社会需

要的合格人才。

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主要职责：招生过程质量管理责任单位为招生办公室，主要职

责是把好新生质量关；计划实施过程质量管理责任单位为教学科研处和各教学单位，主

要职责是搞好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分步实施；教学过程质量管理责任单位为教学科研处、

各教学单位和授课教师，主要职责是把好教学过程各个环节的质量关；教学辅助过程质

量管理责任单位为后勤保障、图书馆、实验实训与网络中心和教学科研处、教学单位的

教学管理人员，主要职责是提供充足的、 新的图书资料，提高计算机辅助教学、电化

教育、仪器设备、体育场馆、多功能教室的水平和教学管理服务质量；考试过程质量管

理责任单位为教学科研处和各教学单位，主要职责是建立科学的考试工作程序和制度，

严把考试关。

（五）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系统。该系统由教学督导和各项教学评估工作组成。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根据教学质量目标与标准系统的要求，对校、系（部）总体教

学工作、专业、课程和各项教学基本建设、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质量实施评价，对

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以及各主要教学环节进行督导。

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主要职责：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价工作的责任单位为教学质量评

估中心。教学质量评估中心的职责是按照“以评促建、重在建设”的原则，建立科学的

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教学评价工作；教学督导组负责对全校和各教学单位教学秩序、教

学水平、教学质量进行检查、监督、指导和信息反馈工作。

（六）教学质量改进与激励系统。该系统包括所有涉及教学质量目标与标准、教学

资源、教学过程、教学质量检查与评价、教学质量信息系统、教学效果等各项工作的改

进与激励。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按照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决策与管理系统的调控指令和要

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按期完成改进任务；采取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结合的

办法，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主要职责：教学质量改进工作的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为各部门和

全体教职工，主要职责是完成教学质量保障的改进任务；教学质量激励工作的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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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学科研处和各教学单位，主要职责是采用激励措施和约束措施，调动广大师生员工

的积极性，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七）教学信息管理系统。教学信息主要包括开学（含新生入学）基本情况、学生

学习情况、教师教学情况、考试考核情况、学生就业及毕业生质量调查情况、教学资源

信息、教学改革与管理信息等。教学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采集、统计、分析、处理和反

馈等。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通过开学信息（含新生入学统计）、学生网上评教、学生教学

信息员反映、教学检查、领导听课、教学督导、教学评估、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统计报表、

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教学情况报告、教学会议、就业统计、毕业生质量调查等渠道

和形式，采集教学信息；把采集到的各类教学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和整理，形成分析报

告；将宏观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地上报给决策与管理系统，为其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可

靠依据，将微观信息直接反馈到信息源，由教学活动和教学建设的执行人加以改进。

责任人与责任单位的主要职责：开学信息（含新生入学统计）、学生网上评教、学

生教学信息员反映、教学检查、领导听课、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统计报表、教学情况报告、

教学会议等信息采集、统计、分析、处理和反馈的责任单位为教学科研处和各教学单位；

教学督导和教学评估信息采集、统计、分析、处理和反馈的责任单位为教学质量评估中

心；就业统计、毕业生质量调查等信息采集、统计、分析、处理和反馈的责任单位为学

生处和各教学单位。

三、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主要环节及内容

1．招生。生源质量是影响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要素之一。生源质量保

障的主要内容是搞好招生宣传、招生录取、入学新生全面复审等工作，在保证完成招生

计划的基础上，提高第一自愿录取率和新生报到率。此环节主要由招生办公室负责。

2．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的制定与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是学校进行

教学管理、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

是实现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对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制定

的质量管理主要是保证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体现学科专业发展

的方向，符合我校人才培养的定位以及具有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等。人才培养方案和

教学大纲的实施，主要是从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情况、课程安排情况、实验课开设情况、

实践环节落实情况、教学大纲执行情况、教材选用情况、学生考试情况等方面进行管理。

此环节主要由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科研处、各教学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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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教材质量直接体现着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也直接影响本科

教学的质量。教材质量保障的主要内容是编写与选用与教学大纲相适应的教材和教学参

考书。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教材建设规划，编写具有特色的高水平教材和讲义；鼓励选用

国家优秀教材和新教材。此环节主要由教学科研处和各教学单位负责。

4．教学条件。教学条件是保障教学正常运行和教学质量的前提。教学条件质量保

障的主要内容是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能满足教学需要，拥有充足的、 新的图

书资料，保证教学经费、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校舍、体育场馆条件不低于普通高等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合格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相关指标合

格标准。此环节主要由各相关部门负责。

5.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保障教学质量的核心环节。课堂教学质量保障主要从课前

准备、授课过程、课外作业与辅导、成绩考评等方面实施全程监控，包括备课是否充分、

教案是否完整、教材是否恰当；讲授是否清晰、概念是否准确、内容是否更新、重点是

否突出、是否启发思维、是否因材施教；课后作业与辅导是否到位；学生课程学习成绩

考核是否科学、严格等方面。为了保障课堂教学质量，应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

容，把教授授课作为重要制度。

6．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具有特殊作用。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主要从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改革、实习基地建设、

管理与利用效果、实验室管理体制和开放度、实验室环境与条件、实验室工作队伍及管

理制度，实验开出率与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的开设情况及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

监控和评价，包括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实习基地是否稳定和具有较高的

利用率、实验室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实验师资是否满足需要，实验室硬件是否完善，实

验室教学基础资料是否齐备，实验教学方案是否全面系统，实验效果是否明显，实验过

程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等。此环节主要由教学科研处和各教学单位负责。

7．课程考试。课程考试是检查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水平的主要手段。考试质

量保障的内容包括命题质量、考试管理工作质量、阅卷质量、试题与试卷分析质量和授

课工作质量。此环节主要由任课教师和各教学单位负责。

8．毕业论文(设计)。毕业论文（设计）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培养

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

践环节，也是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毕业论文（设计）保障主要从选题、综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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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导教师资格与水平以及精力投入，学生学习态度、实际能力、论文(设计)工作量、

规范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学术水平、答辩情况等方面进行控制。此环节主要由任

课教师和各教学单位负责。

9．教学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是学校开展教学工作和进行教学质量管理、监控

与保障工作的重要依据。教学管理制度保障的主要内容是要制定并完备教学基本文件，

包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学期进程计划、教学日历、课程表、学期教学总结等；要建

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包括学籍管理、成绩考核管理、实验室管理、排课与调课、教学档

案保管制度以及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及奖惩制度，学生守则、课外活动规则

等学生管理制度。此环节主要由教学科研处、学生处和各教学单位负责。

10．就业与毕业生质量调查。就业与毕业生质量调查是检验和评价教学质量、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各专业就业状况和毕业生质量反馈信息，是各专业修订培养方案、

改进教学质量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就业与毕业生质量调查的主要内容

是建立健全就业档案、加强就业分析、建立与用人单位的沟通机制、做好毕业生质量调

查、建立各专业毕业生质量信息反馈机制等。此环节主要由学生处、教学科研处和各教

学单位负责。

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加强对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评价和保障，是确

保本科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的关键。各教学单位应切实给予重视，就上述监控、评价内容

加强建设和管理，并根据自身需要细化系(部)教学监控、评价和保障实施办法，责任到

人，使所有师生都参与其中，全面掌握教学质量保障状况，以便及时反馈、调控和改进。

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由主管教学副主任负责，教学科研处作为关键环节和监控

执行的中心组织协调各个子系统，及时处理各项事务及信息，根据有关制度和方案制定

该学年应实施的监控环节计划，由主管教学副主任决策部署。

(一)教学检查

根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教学事故等级和类别认定标准》、《西安财经学院行知

学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等相关制度，实施教学检查。教学检查包括定期教学检查、

经常性教学检查、重点教学检查。通过“三查”，实施教学监控，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检查方法：由教学科研处处提出教学检查工作整体要求，各教学单位根据学

校的部署，负责本部门的检查工作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并将检查结果形成总结材料及时

上报教学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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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教学检查。(1)期初教学检查。开学第一周，进行以教学准备、师生到课率

为重点的期初教学检查。(2)期中教学检查。学期中，进行以教学进度、教学内容和效

果为重点的期中教学检查，包括教师教学工作(包括教学组织、教学态度、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书育人情况及各主要教学环节等方面的情况)：教研室开展教

研活动情况及教学改革情况；学生学习情况(包括学生的学风、学生课堂纪律、到课出

勤率、自习情况、完成作业情况等)；教学管理情况(包括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以

及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工作纪律等)：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情况。(3)期末考试检查。

学期末，进行以考试环节、考风考纪为重点的期末考试检查。定期教学检查是学校和各

教学单位党政领导对教学状况进行的常规检查，教学科研处、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参与定

期教学检查。

2．经常性教学检查。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的经常性教学检查，检查内容涵盖教

学运行情况和教学基本建设情况，包括教师到课率、教师授课进度表执行情况；教师迟

到和提前下课现象、学生上课出席率及课堂纪律等；各类实习实验进展和完成质量情况

等。责任单位为各教学单位和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3．重点教学检查。重点教学检查包括毕业设计(论文)全过程质量检查；双语教学

课程和新开课程检查；针对在教学改革方面有突破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课程的检查；对学

生反映较大、课堂教学质量存在明显问题，不能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教师的教学检查；

根据不同时期工作重点及教学上存在的共性问题开展的重点教学检查。责任单位为各相

关部门。

(二)领导听课、学生评教、教学督导

1、领导听课。根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领导干部听课制度》，学校党政领导、

各教学单位党政领导及有关处室领导干部要按要求完成听课任务。听课人按要求认真填

写《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并对被听课教师的教学效果给予综

合评价，听课记录表交教学科研处汇总分析，并将结果、相关建议向被听课人反馈，必

要时通报全校，对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处理。责任单位为教务处。

2、学生评教。根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学生网上评教实施方案(试行)》，每学

期后期安排学生进行网上评教，教学科研处统计汇总学生评教结果，对评教结果进行书

面分析，形成学生评教报告，并向主管教学副主任、教师所在系（部)和教师反馈。责

任单位为教学科研处。

3、教学督导。根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教学督导制度（修订）》，教学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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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听课、座谈等方式，有重点地监控教学运行过程，评估教学质量，收集、分析、调

查和研究教与学双方存在的问题，指导任课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对教

学管理工作提出合理的建议。责任单位为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三)教学评估

教学评估涵盖了教学运行和教学基本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综合评估和专项评估。

其中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

标体系》。专项评估主要包括：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试

卷评估、实验（实训）教学评估等。

1．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依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

和评价办法（试行）》，按学年对任课教师教学质量进行客观评定，全面获取教师教学质

量信息，激励广大教师积极进行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的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

才培养质量。责任单位为教学科研处、各教学单位、院、系两级本科教学督导组及全体

学生。

2．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依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

标准和评价办法》和《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办法》，每学年

对各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全面评估，规范和加强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有效

提高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水平，确保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责任单位为教学质量评

估中心。

3．试卷评估。依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和评价办法

（试行）》和《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考试试卷评估方案》，每学年对主要课程的试卷进

行全面评估，规范和加强试卷和考试管理工作，确保考试工作质量。责任单位为教学质

量评估中心。

4．实验（实训）教学评估。依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

和评价办法（试行）》，每学年对基础教学实验室（实训中心）进行全面评估，规范和加

强实验教学工作，确保实验教学质量。责任单位为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5. 综合评估。综合评估是对学校整体教学工作水平进行的评估，其内容与教育部

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基本一致，责任单位为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四)教学信息的采集与处理

1．教学信息的采集。教学科研处负责采集主任信箱、教学检查、学生信息员信息、

领导评教、学生网上评教信息等；各教学单位负责采集日常教学(教师教学规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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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教学质量等)、同行评教信息等；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负责采集督导信息和评估信

息；学生处负责采集就业信息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信息等。所有的教学信息均通

过统一规范的文本格式进行传输。

2．信息分析处理。教学科研处、学生处、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和各教学单位应及时

将采集的教学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处理意见，需上报的教学

信息及时上报决策与管理系统，需各教学单位或学校其他管理部门决策处理的教学信息

及时通报，需本部门直接决策处理的教学信息及时决策处理。

3．建立教学质量信息发布会制度，由教学科研处和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定期通报全

校教学质量情况。

(五)决策与调控

1．对目标和标准的决策与调控。通过教学检查和教学评估，如发现专业定位、人

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各类质量标准出现偏差和问题时，按权限分别由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学科研处和各教学单位研究决策，由有关职能部门或教学单位进行调整和修订。

2．对教学资源的决策和调控。通过运行检查与评估系统，如发现办学条件、师资

队伍、实践教学条件等方面难以满足教学基本需要，影响教学运行和教学质量等问题时，

按权限由相关单位研究决策，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落实和改进。

3．对教学过程的决策与调控。教学过程检查由教学科研处统一组织安排。每学期

三次，期初主要检查教学准备和落实情况，期中主要检查进度和实施情况，期末主要检

查课程考核情况。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可由主管教学副主任或教学科研处直接决策与调

控。

(六)教学质量改进与激励

1．各教学单位对在日常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应自行及时予以纠正，并做好记录，

需要整改的，制定预防、纠正和持续改进的措施，并组织实施。

2．教学科研处和各教学单位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认真总结校

内经验，积极推广教学研究成果和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扎实开展课程建设、专业建

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教学基本建设，积极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推动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对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和重大教学质量

问题，制定相应的预防、纠正和持续改进措施，并予以落实。

3．学校每年对评选出的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学校评选出的教学标兵、优秀教

师、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的优胜者等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各级教学成果进行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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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学校教学质量保障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4．学校每年对在学校教学质量保障工作中失职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批评，并要求予

以整改；对严重违犯教学规范的教师进行教学事故认定并处理，对情节较轻者进行通报

批评；对不适宜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由教学单位和人事处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处

理。

五、实施要求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质量意识。要深入认识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

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建立以院长为教学质量第一责任人的

教学质量工作责任制，在主管教学副院长的直接领导下，教学主管部门、教学辅助部门、

各教学单位承担教学质量保障责任，广大师生员工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切实履行教学质

量保障职责，确保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顺利运行。

2．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涉及全校各单位、各部门和广大师生员工，各单位、

各部门要明确本部门在质量保障体系中的职责，根据此方案建立本单位的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和配套措施，把好每个环节的质量关，不断健全和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3、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附件: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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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及其运行办法
西财行知评[2012]1 号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2001]4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05]1 号）

文件精神，以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的要求，在进一步

总结和完善我院现有教学质量监控措施和办法的基础上，学院建立规范的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以逐步形成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增强自我约束、良性发展的质量管理机制。为

使我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顺利实施，有效运行，成效显著，制定本办法。

一、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总体框架

（一）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通过对教学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各环节进行系统监控与评

估的系统，它是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持续提高

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内容包括目标的确定、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的建立、

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评估、信息反馈、调控等。

（三）建立我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基本原理是戴明循环（PDCA），是由目标和计

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改进（Act）构成的螺旋式上升的教学质量监

控 PDCA 循环，螺旋的顶部就是监控的终极目标——教学质量“零缺陷”。

（四）我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由目标与标准、检查与评估、信息采集、调控与反馈

等四个子系统构成。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与结构示意图见附件。

（五）教学质量监控组织由学院、系(部）构成。学院教学质量监控组织由教学副

院长领导下的教学科研处、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组和评估专家组组成。系教学质

量监控组织由系主任、教学副主任及其领导下的教务办组成。

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各子系统的功能

（一）目标与标准系统。由人才培养目标、各主要教学环节教学质量目标、各主要

教学环节教学质量标准、各类教学评估指标、教学基本文件和制度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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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类目标、标准、指标、文件和制度等，分别由教学科研处、教学督导

组、评估专家组、系负责制定。

本系统的功能是：在学院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人才定位和培养目标，在专业培

养方案中明确人才培养要求，在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中明确教学质量目标和标准，

在各类教学评估指标中明确质量要求，在各类教学基本文件和制度中明确和规范教学要

求和程序，并以此作为检查评价和监控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

（二）教学检查与评估系统。由教学检查、教学督导、专项评估和综合评估等组成。

系统分别在学院、系（部）两个层面上组织运行。学院层面由教学科研处、评估专家组、

教学督导组具体负责；系（部）层面由系教务办负责。

本系统的功能是，根据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相关教学规章制度、教学文件、综

合评估和专项评估方案，对学院整体教学运行和主要教学环节教学质量进行系统、有效

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监控。为信息采集系统提供各个环节

的原始数据和评估分析资料。

（三）信息采集系统。由教学检查信息、教学督导信息、教学评估信息、教学信息

员信息、学生评教信息、领导信息和社会信息等构成。

各类信息分别由教学科研处、教学督导组、评估专家组、系负责采集。

本系统的功能是：把收集到的各类教学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在公平、公正

的原则下进行分类整理，及时做出统计，形成分析报告，将宏观信息准确、全面、及时

地上报给调控与反馈系统，为其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将微观信息直接反馈到信

息源，由教学活动和教学建设的执行人加以改进。

（四）调控与反馈系统。实行学院、系（部）两级管理。学院教学调控与反馈系统

由院长、教学副院长、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科研处构成。系（部）调控与反馈指

挥系统由系（部）主任、教务办构成。

本系统的功能是：通过对信息采集系统提供的信息进行审议，明确教学过程偏离目

标和标准的有关可控因素，并对之进行调节和控制，随即通过一定方式将调控行为和结

果反馈到信息源，使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成为一个闭环的系统。

三、教学质量监控的关键点

1.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的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是学院进行教学管理、

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对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实施情况的监控主要从课程安排

情况、人才培养方案落实情况、实验课开设情况、实践环节的落实情况、教学大纲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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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选用、学生考试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

2.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教学质量的核心环节。主要从课前准备、教学过程、课外

作业与辅导、成绩考评等方面实施全程监控，包括备课是否充分、教案是否完整、教材

是否恰当；讲授是否清晰、概念是否准确、内容是否更新、重点是否突出、是否启发思

维、是否因材施教；课后作业与辅导是否到位；学生课程学习成绩考核是否科学、严格

等方面进行评价。

3.实践教学。主要从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改革、实习基地建设、管理、效果、实验

室管理体制和开放度、实验室环境与条件、实验室工作队伍及管理制度，实验开出率与

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的开设情况及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4.毕业论文（设计）。主要从选题、综合训练度、指导教师资格与水平以及精力投

入，学生学习态度、实际能力、论文（设计）工作量、规范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

学术水平、答辩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

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加强对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是确保本科教学质

量稳步提高的关键。各教学单位应切实给予重视，就上述监控内容加强建设和管理，并

根据自身需要细化各系(部）教学监控实施办法，责任到人，使所有师生都参与其中，

全面掌握教学质量保障状况，以便及时反馈、调控、改进。

四、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运行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运行由教学副院长负责，教学科研处作为关键环节和监控执行

的中心组织协调各个子系统，及时处理各项事务及信息，根据有关制度和方案制定该学

年应实施的监控环节计划，由教学副院长决策部署。

（一）教学检查

根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教学检查制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试行）》、《西安

财经学院行知学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和评价办法（试行）》等相关制度，实施教学

检查。教学检查包括定期教学检查、经常性教学检查、重点教学检查。通过“三查”，

实施教学监控，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检查方法：由教学科研处提出教学检查

工作整体要求，各系(部)根据学院的部署，负责本部门的检查工作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并将检查结果形成总结材料及时上报教学科研处。

1.定期教学检查。⑴开学初第一周，进行以教学准备、师生到课率为重点的期初教

学检查。⑵学期中，进行以教学进度、教学内容和效果为重点的期中教学检查，包括教

师教学工作(教学组织、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书育人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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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教学环节等方面的情况)：教研室开展教研活动情况及教学改革情况；学生学习

情况(包括学生的学风、学生课堂纪律、到课出勤率、自习情况、完成作业情况等)；教

学管理情况(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工作纪律等)：教学

环境和教学条件情况。⑶学期末进行以考试环节、监测考风、考纪为重点的期末考核检

查。

2.经常性教学检查。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的经常性教学检查，检查内容涵盖教学

运行情况和教学基本建设情况，包括教师到课率、教师授课进度表执行情况；教师迟到

和提前下课现象、学生上课出席率及课堂纪律等；各类实习实验进展和完成质量情况等。

3.重点教学检查。毕业论文（设计）全过程质量检查；双语教学课程和新开课程检

查；针对在教学改革方面有突破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课程；学生反映较大、课堂教学质量

存在明显问题，不能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教师；根据不同时期工作重点及教学上存在的

共性问题重点地开展教学检查，把教学检查工作引向深入，为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作

用。

（二）教学督导、领导听课、学生评教

1、教学督导。根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教学督导组工作条例》，学院教学督导

组通过听课、查课、座谈等方式，有重点地监控教学运行过程，评估教学质量，收集、

分析、调查和研究教与学双方存在的问题，指导任课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

革，对教学管理工作提出合理的建议。

2、领导听课。根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领导干部听课制度》，学院领导、各系

（教学部）领导及有关职能处室领导干部要按要求完成听课任务。听课人按要求认真填

写《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并对被听课教师的教学效果给与综

合评价，听课记录表交教学科研处汇总分析，并将结果、相关建议向被听课人反馈，必

要时通报全院，对听课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处理。

3、学生评教。根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学生网上评教管理暂行办法》，每学期

后期安排学生进行网上评教，教学科研处统计汇总学生评教结果，对评教结果进行书面

分析，形成学生评教报告，并向教学副院长、教师所在系（部）和本人反馈。

（三）教学评估

教学评估涵盖了教学运行和教学基本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综合评估和专项评估，

对教学过程及教学效果实施监控。其中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专项评估主要包括：专业评估、课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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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评估、系(部)教学工作评估、教材评估、实践

教学基地评估等。重点是：

1. 依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和评价办法（试行）》，按

学年对任课教师教学质量进行客观评定，全面获取教师教学质量信息，激励广大教师积

极进行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的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2.依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和评价办法（试行）》，制定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办法》，每学年学院对各专业的毕业

论文（设计）教学工作进行全面评估，规范和加强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有效地提高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水平，确保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

3.定期对系(部)的教学工作进行全面的评估，加强系(部)教学管理工作，积极推进

教学建设与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管理水平、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4.综合评估。综合评估是对学院整体教学工作水平进行的评估，其内容与教育部的

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基本一致。

（四）教学质量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机制

1.学院教学质量信息分教学检查信息、教学信息员信息、教学评估信息、领导信息和社

会信息等。

2.教学科研处处直接采集院长信箱、教学检查、学生信息员信息和学生评教信息等。

3.各系（部）直接采集日常教学（教师教学规范、教学秩序、教学质量等）、同行评教

信息。

4.学院督导组采集督导检查、督导评教、领导评教等信息。

5.评估专家组采集各类评估信息。

6.所有的教学质量信息均通过统一规范的文本格式进行传输。教学信息规范文本格式由

教学科研处统一制作。

7.教学质量信息采集流程。系（部）采集的信息一律先汇集到本系（部）教务办，然后

再进行相关处理。院级采集的信息一律先汇集到教学科研处，然后再进行相关处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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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汇总的有关教学质量的各类信息，应在一周内同时报教学科研处。学期和学年汇

总信息须于该学期（或该学年）结束前传输到教科研处。

8.信息分析处理。教学科研处和系（部）应及时将采集的教学质量信息进行分类处理，

需上报的教学质量信息及时上报，需各教学单位或学院其他管理部门决策处理的教学质

量信息及时通报，需本部门直接决策处理的教学质量信息及时决策处理。

（五）调控与反馈

调控与反馈是改进教学质量的 实质的措施。其关键在于调控要能落到实处，反馈要及

时，反馈的信息要准确有效。

1.建立教学质量信息发布会制度，由教学科研处定期通报全院教学质量情况。

2.对目标和标准的调控与反馈。通过教学检查和专项评估与综合评估，如发现学院教学

宗旨与目标、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各类质量标准出现偏差等重大问题时，

按权限分别由学院董事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由有关职能部门进行调整和修订。

3.对教学资源的调控和反馈。通过运行检查与评估系统，如发现办学条件、师资队伍、

实践教学条件等方面难以满足教学基本需要，影响教学运行和教学质量等问题时，由学

院董事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落实和改进。

4.对教学过程的调控与反馈。教学过程检查由教学科研处统一组织安排。每学期三次，

期初主要检查教学准备和落实情况，期中主要检查进度和实施情况，期末主要检查课程

考核情况。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可由教学院长会或教学科研处直接调控与反馈。

（六）教学质量改进的具体执行

1.各系（部）对在日常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应自行及时予以纠正，并做好记录，需要整

改的，制定预防、纠正和持续改进的措施，报教学科研处备案。

2. 教学科研处应收集和汇总各系（部）发现的问题，以及制定的预防、纠正和持续改

进措施，并予以监督落实，定期将各系（部）、各职能部门关于落实预防、纠正和持续

改进措施的情况，报教学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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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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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检查

达

教学督导

未达

评估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教学督导管理制度

西财行知教[2013]39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突出教

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完善教学督导制度，真正使教学督导落到实处，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教学督导是教学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院教学工作的主要环节进

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通过提出意见、建议、告诫、“学期教学督导报告”、“教

学督导报告”等方式为学院教学及教学管理提出意见，为院务会提供咨询或决策的依据。

综合评估

分级分类评估

毕业论文评估

院部教学工作评估

专
项
评
估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各主要

教学环节

质量标准

教学文件

教学制度

评估指标

体系

教
学
目
标

是
否
达
到
质
量

标
准
和
培
养
目
标

评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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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记录

领导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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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

毕业论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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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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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学督导组织和职责

第三条 根据教学督导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成立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教学督导工

作组，代表学院全面指导教学督导工作。

第四条 教学督导工作组组长由主管教学副院长担任、副组长由院长助理担任、成

员由教学经验和教学管理经验丰富，热爱教育事业，工作责任心强，思想修养好，热爱

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愿意为学校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作出贡献，身体健康，能正

常参加教学督导工作的专家组成。

第五条 教学科研处督导科作为教学督导工作组的办公室单位，具体负责教学督导

工作安排和日常管理；组织实施对教学各环节的督导工作。

第六条 教学督导任职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二)熟悉国家有关教育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有较高的政策水平。

(三)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有十年以上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经历，具有

高等教育、教学和教学管理经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四)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

(五) 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工作，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岁。

第七条 教学督导工作职责：

(一)对各系部执行学院有关教学工作制度情况实施督导。

(二)制定教学督导的工作计划和指导方案。

(三)对学院主要教学环节教学质量实施督导和检查，收集有关信息。

(四) 对教学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学院报告和反映情况，提出改进

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的建议，接受学院和相关部门的咨询。

(五) 对教学环节中发现问题，依据情况不同，对相关部门或当事人提出意见、改

进建议、或告诫。

(六)开展高等学校教学督导工作的交流和科学研究。

第三章 教学督导的实施

第八条 教学督导的基本形式为综合督导、专项督导和经常性检查。教学督导根据

工作计划，履行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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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综合督导和专项督导可按下列程序实施：

(一)根据工作计划或学院安排，制定督导方案或督导提纲。

(二)指导被督导单位（个人）进行自查、自评。

(三)对被督导单位（个人）进行督导检查或评估。

(四)向被督导单位（个人）通报督导情况和改进意见。

(五)向学院汇报督导情况；对被督导单位（个人）提出奖励或处理建议；对评估结

论提出参考建议；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经批准后可将督导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

布。

第十条 教学督导根据工作要求有权采取下列方式对被督导单位（个人）进行督导：

(一)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二)查阅有关文件、档案、资料。

(三)参加有关会议和教学活动。

(四)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进行个别访问、调查问卷、测试等。

(五)现场调查。

第十一条 被督导单位（个人）应按照督导要求进行自查自评，并根据学院教学督

导室的反馈意见进行整改和建设。被督导单位（个人）对督导意见如有异议，可向学院

教学督导工作组申述或要求复查。

第十二条

教学督导采用聘用制，一学期一聘，可以续聘。教学督导因某种原因不能继续担任

教学督导工作者，应提前一个月告知。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教学科研处。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制度废止。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实验（实训）中心管理制度汇编

204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学生网上评教管理暂行办法

西财行知教[2014]27 号

为了更好地适应学校教学建设和改革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的监控，完善教

学质量监控体系，全面提高学校教学水平，特制订《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学生网上评

教管理暂行办法》。

一、网上评教范围

我院所有专业列入教学计划并开出的公共必修课、专业课及全校通选课的任课教师。

二、网上评教具体方法

1.学校网上评教系统于每学期期中和期末限期开放，学生在此期间对本学期所学课

程的任课教师进行网上评教（学生网上评教有关要求见附件）。

2.学生在评教过程中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完成评教工作。

3.学校教学主管部门将对网上评教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对未能及时完成学生网上评

教的教学单位、班级和学生，教学科研处将进行全校通告。

4.学生只有在完成对所学全部课程进行网上评教后，方能进行下学期网上选课操作。

5.学生登陆网上评教系统的用户名、密码与学生选课和查询成绩的用户名、密码相

同。

三、网上评教的组织与实施

1.教学科研处负责全校课程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定期对学生网上评教

系统进行管理、维护和更新，对网上评教结果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并及时反馈给相

关单位。

2.各系应成立以主管教学副主任担任组长的学生网上评教领导小组，负责本系学生

网上评教工作的组织、宣传动员和过程监控。

3.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的组织开展情况将作为学院教学工作年终考核指标之一。

四、网上评教结果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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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网上评教结果将是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为教师评

优、评奖、评定职称等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

2.各系应将学生网上评教结果及时反馈给教师，教师也可以直接登录上网查

询自己的评教结果。学生网上评教期间，任课教师应及时登陆评教系统，回答学

生提问，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问题和困难，对评教过程中学生提出的问题要及时

核对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反馈给教学科研处。

3.对学生网上评教结果各分院排名 后 5%的教师，学校教学督导将有针对性

地选择听课，经学院教学督导听课后评议结果与学生网上评教结果一致的教师，

各系应通知其写出书面整改报告并安排学院教学督导帮助其改进教学。对连续两

次网上评教各学院排名 后 5%的教师，学院应暂不安排教学任务，并安排到相

关学校进修，进修后经学院和教学科研处组织考核合格再安排担任教学工作。

3.学生网上评教结果由教学科研处归档保存。

五、其他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教学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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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生网上评教有关要求

各位同学：

根据期中教学检查安排，本学期学生网上评教活动定于第 9—11 周进行。请全体同学及时登

录学院网站，对任课教师完成教学质量评价。

一、学生网上评教要求

1.完成教学质量评价是学生使用青果教务管理系统的前提条件，只有对本学期所学课程进

行教学质量评价之后，才能网上选课，查阅成绩，打印课表，浏览培养方案等；

2.学生对任课教师和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学院保障与提高本

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按要求参与教学质量评价是每位同学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3.教学质量评价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每一位同学应认真对待，单独完成评教任务，客观、公

正地打分，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二、学生网上评教方法

1.请认真阅读评价指标内容及评价标准，选择每个指标对应的等级。

2.各位同学必须对系统显示本学期修读的课程逐一进行评价，否则“青果教务管理系统”将

会提示同学，评价结果不能提交。

三、学生网上评教操作步骤

1.登录路径：以下两种方式任选其一

（1）校外网请登录“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网站（http://www.xcxz.com.cn/）,点击“教

务管理”入口进入；

（2）校内网请直接输入：（http://192.168.3.249/Jwweb/default.aspx）进入；

2.进入“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教务网络管理系统”后，在“用户登陆”栏输入本人的学号

和密码（第一次使用该系统的同学密码和学号相同，登录后必须修改密码再重新登陆），在“学

生”、“教师教辅人员”、“管理人员”、“门户维护员”中选择“学生”，再点击“登录”，进入“西

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管理系统”；

3.将鼠标指向“网上评教”，点击进入系统，再点击“提交教学评价表”，显示参加评教同学

在本学期修读的课程；

4.确定了所要评价的课程后，请点击“未评”，进入评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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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统显示评价指标内容，并在右上角显示任课教师姓名。从上至下依次选定每个指标对应

的等级。所有指标等级选定完成后，点击“提交”，再进行下一门课程的评教，依次逐门完成；

6. 退出系统。

四、其他事宜

1.网上评教系统在设计上保证每位学生的评教信息不被跟踪，可以放心地对每位任课教师进

行客观、真实地评价；

2.系统具有自动统计参评人员数量的功能，教学科研处将定期向各系通报学生评教进展情

况，学生无故不参加评教将导致使用青果教务管理系统权力受限，责任由学生承担；

操作流程：

校外登录：http://www.xcxz.com.cn/

或

校外登录 http://192.168.3.249/Jwweb/default.aspx

↓

点击：教务管理

↓

输入用户名：学生学号

输入密码：学生密码

选择：学生，点击：登录

↓

鼠标点击：网上评教

↓

点击：提交教学评价表

↓

再依次按课程点击未评,进入指标体系

↓

选定：指标对应等级

↓

点击：提交

↓

一门课程评价完后，再进行下一门课程

↓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实验（实训）中心管理制度汇编

208

逐一完成评价并提交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领导干部听课制度

西财行知教〔2011〕25 号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了使学院

领导干部及时了解、掌握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发现并解决教学和教学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强化教学管理，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化，保证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特制定本制度。

一、听课人员

1．学院党政领导。

2．教学科研处、人事处、学生工作处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学院质量评

估中心及教学督导办公室领导。

3．各系（部）领导。

二、听课次数

1．学院党政领导每学期至少随机听课 2次，每次 1学时。

2．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干部及各系（部）领导每学期至少随机听课 3 次，每

次 1学时。

三、听课范围及方式

1．院领导与各职能部门领导听课范围为全院开设的所有课程，方式为随机

听课。

2．各系（部）领导主要听本单位教师承担的课程，可采取集体听课、集体

评议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随机单独听课的方式。

四、听课时间

每位领导干部应在每学期第十五周以前完成规定的听课任务。

五、听课要求

1．领导干部听课后，应填写《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领导听课记录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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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可在教学科研处领取或在学院网站教育教学窗口政策文献栏下载。

2．学院党政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在听课时应了解和掌握教师授课以及

学生听课的基本情况，主要从教师的教学态度、备课情况、授课方式、基本教学

环节的掌握、教学方法的运用和课堂气氛的控制以及学生的学习风气等方面做出

评价和分析；系（部）领导在听课时除注意上述内容外，还应着重对教学内容的

选择、教学大纲的贯彻以及教学进度是否正常等做出评价和分析。

3．观察教学现场周围的环境，是否有影响教学秩序的现象。

4．听课结束后，应与主讲教师就课堂教学充分交换意见，注意听取师生对

教学活动的意见与建议。

六、听课信息反馈与处理

1．院级领导干部、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将《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领

导听课记录表》交到教学科研处教学科研科；系（部）领导干部将《西安财经学

院行知学院领导听课记录表》交到教师所属系（部）。

2．教学科研处、各系（部）对听课中反映的问题要及时沟通解决，涉及其

它部门的及时转有关部门处理。

3．每学期末教学科研处将领导干部听课情况反馈给各课程所属系（部）作

为改进教学和教师考核的依据。

七、本制度由教学科研处负责解释。

八、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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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领导听课记录表

听课时间： 年 月 日（星期 ）第 节 听课地点： 教室

听课人姓名 部 门

授课

教师

姓 名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班级： 应到人数： 人

实到人数： 人

职 称 所属系（部） 所讲章节

评价项目（权重）

评价等级（等级分）

A（100） B（80） C（60） D（40）

1 着装得体，举止大方。（0.05）

2 用普通话教学，讲课有热情，有感染力。（0.1）

3 语言简练准确，重点难点突出，深入浅出，思路清晰。（0.15）

4 讲述内容充实，信息量大。（0.1）

5 对课程内容娴熟，运用自如。（0.1）

6 理论联系实际，能反映或联系学科专业发展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0.1）

7 板书工整、规范。（0.05）

8 能给予学生思考、联想、创新的启迪。（0.15）

9 能调动学生情绪，课堂气氛活跃。（0.1）

10 能有效利用教学多媒体等工具。（0.1）

总
体
评
价
与
建
议

提出意见及建议：

评价结果（优：90~100、良：80~89、中：60~79、差：59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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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生
反
映

的
问
题

授课教师签名： 学生代表签名：

教学科研处 制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

西财行知教〔2011〕31 号

为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加强教学工作的信息反馈，及时

了解师生教与学的状况，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特制定学生教学信息员

制度。

一、组织管理

1.教务处负责学院教学信息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学生教学信息员由教务处直

接领导。

2.学生教学信息员在各行政班中择优产生，每个行政班设立学生教学信息员

1名，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

3.学生教学信息员的主要任务是为学院教学工作提供反馈信息，以便改进教

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4.学生教学信息员应积极主动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任何人不得干扰其履行职

责，对教学信息员反映的情况，教务处将给予保密。

5.学院每学年评选优秀教学信息员，并给予一定奖励；对工作不认真、不负

责的，经核实后取消其教学信息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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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聘任条件

1.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聘任对象为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成绩优良的在大一、二、

三年级学生。

2.拥护党的各项方针、路线和政策，自觉遵守校规校纪，有较高的政治思想

素质。

3.能秉公办事，敢于发表意见，有参与教学管理的积极性和较强的奉献精神。

4.善于听取学生意见并热心为学生服务，有团结协作精神和广泛的群众基

础。

三、工作职责

1.了解学院教学和教学管理的文件、规章制度，了解当前教学改革的形势和

动态。

2.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处组织召开的信息员会议，在教学和教学管理方面协助

教务处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3.广泛收集学生对任课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过程各环节（备课、

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践环节、作业批改、课外辅导、考试等）的意见和建议；

学生对教学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学生及家长对学院办学的意见和建议；学生

在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学风问题等，及时填写《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学生教学信

息员反馈表》报教学科研处。带动本班级学生积极参与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4.在教学科研处的统一领导和指导下，不定期开展调查研究，为学院教学发

展决策提供依据。

四、本制度由教学科研处负责解释。

五、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制度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