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教育协作组工作简报
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秘书处

2018 年第 16 期 4 月 20 日

东北大学
学习中心支持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探索与应用

一、项目建设的背景
背景一：学习中心是实现网络教育教学过程的重要保证，学习中
心支持服务标准化建设是高校持续发展的基础
校外学习中心是配合试点高校开展网络教育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和支持服务机构，是连接高校与学生的重要载体。在网络教育体系中，
学习中心作为支持服务的最直接提供者，是否拥有制度化的管理、规范
化的标准，能否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和全方位的学习支持服务，是决定网
络教育能否顺利开展、教学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关键。学习中心又是直
接面对学生，直接为学生提供服务的一线终端，所以学习中心品牌口碑
的优劣直接影响试点高校的整体形象。
基于此，东北大学在校本部学习中心推行标准化建设，旨在打造制
度完善、管理精良、服务规范的可借鉴、可推广、可复制的学习中心标
准化体系。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应用，校本部学习中心已基本完成标准化
建设的相关工作，获得了学生的认可，集聚了良好的口碑，赢得了广泛
的社会赞誉，为东北大学大力推广各学习中心标准化工作奠定坚实基
础、打造标准典范。
背景二：学习中心支持服务标准化建设是提高管理服务效率的重
要手段
无规矩不成方圆，缺乏制度约束的学习中心不会得到良性的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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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学习中心仅有试点高校的宏观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学习中心标准
化建设实乃大势所趋。学习中心承担学生管理的日常工作，各项工作必
须实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2013 年，校本部学习中心已经过两个学
期的运行，在实践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相关的工作流程，形成早期的标
准化建设的雏形。
因此，需要将规范化的制度、标准化的流程、温情化的服务相结合，
通过学习中心支持服务标准化建设，提高管理服务效率，用标准化建设
引领校本部学习中心各项工作。
二、项目建设的具体做法
（一）理念先行，注重立德树人
校本部学习中心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纳入日常工作，坚持以服务
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引领
学生健康成长与发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做在经常，校本部学
习中心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线上，充分
利用网络优势：通过 QQ 等媒介与学生谈心、利用原点网平台宣传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线上活动等；线下，充分依托校园文化：
通过联谊活动、母校行活动等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前，校本
部学习中心已经形成“线上交流、文化熏陶、实践感知”于一体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以期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目的。
（二）制度引领，强化支撑体系
九层高台起于垒土，制度建设如同基础，是所有工作的根基。校本
部学习中心的标准化建设始于制度建设，针对中心管理、支持服务、日
常工作等制定相应的制度，旨在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中心所有的
工作。
校本部学习中心先后制定了《校本部学习中心管理规定（试行）
》、
《校本部学习中心服务规范（试行）
》
、
《校本部学习中心招生工作人员
守则》
、
《校本部学习中心学务工作人员守则》
、
《校本部学习中心考务人
员守则》、
《校本部学习中心学生评优办法》六项制度，全方位覆盖工作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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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政策调整，结合实际工作，校本部学习中心每年都会对原
有制度进行梳理，完成修订和完善的工作。
（三）流程清晰，聚焦细微步骤
经过实践探索，结合工作流程，绘制各项工作的流程图。一目了然、
清晰明了的诠释具体工作步骤。
校本部学习中心先后绘制了《网络教育招生工作流程图》
、
《网络教
育督学工作流程图》
、
《网络教育期末考试工作流程图》、
《网络教育学位
考试工作流程图》
、
《网络教育毕业及学位管理工作流程图》
、
《网络教育
学生退学及退费管理工作流程图》、《网络教育评优及奖品购置工作流
程图》七幅流程图，在实际工作中给工作人员以指导。
（四）标准规范，夯实工作基础
标准即在发布消息、支持服务、日常督学等工作中达到统一，无论
何人做何项工作，均有统一的执行标准。为此，校本部学习中心编制了
三本手册、明确了四项标准、出台了五项服务。
1.三本手册
第一本是《网络教育校本部学习中心服务规范》，它的适用对象是
校本部学习中心工作人员，给我们的日常服务提供标准化流程。
第二本是《网络教育校本部学习中心工作手册》，它的适用对象是
校本部学习中心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根据工作手册即可顺利完成管
理平台的操作及日常学生的管理工作。
第三本是《网络教育校本部学习中心学习指南》，它的适用对象是
校本部学习中心学生，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手册。学习指南明确了学
生在学习周期内，什么时间应该完成何种事项，应该如何完成。
2.四项标准
① 环境管理标准化：包括学习中心形象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环
境安全管理。对工作看板、学习中心墙壁看板、办公桌摆设等均做出规
定。
② 档案管理标准化：明确档案归档范围、档案保管制度等，为校
本部学习中心档案管理提供依据。
③ 物料管理标准化：明确物料涵盖范围，包括教材、光盘、学生
资料、学生奖品等。明确物料存放的位置。物料发放需填写《资料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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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领单》。
④ 人员管理标准化：包括仪容仪表，语言和行为规范。明确了电
话用语规范、特殊情况下使用的服务用语及咨询禁忌语。
3.五项服务
五项服务即“规范化服务、精细化服务、特色化服务、情感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
。
① 规范化服务：以制度为依托、以服务为宗旨，是服务规范化的
基础。
以考试规范化为例：校本部学习中心在组织每次考试时，均会制定
《校本部学习中心××考试工作实施方案》并严格执行。考试过程中严
控考场纪律，将学生手机装入信封袋中封装。
② 精细化服务：关注服务细节、提升服务效率，是精细化服务的
保障。
倡导“一站式”全面服务。为满足各类学生需求，校本部学习中心
开通了飞信、QQ 群邮件、电话等服务手段，又根据实际情况停用了飞
信。建立一站式全面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信息准确及时送达给学生。
通过“大数据”制定专属服务。根据学生日常学习时间、学习能力、
学习进度，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适合学生本人的专属服务。如建立统考
互助组、专业课讨论组等。
开展“跟踪式”督学服务。网络教育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每一
项督学任务开始前，先根据督学的对象、类型、内容、方式、时间，制
定出督学任务书，并在督学方式上根据对象和时间的不同，细化到发送
群邮件/建立讨论组——QQ 留言——发送 Email——致电督促等层次，
并根据督学内容的重要性，在学习环节截止前 10 天、5 天、3 天、2 天、
1 天进行督促。开展跟踪式督学服务的目的是确保学生在时间节点前完
成各项学习任务。
③ 特色化服务：开通学习中心“淘宝网”
，是缓解学生工学矛盾
特色服务的需要。
学习中心“淘宝网”内设“会计实践指导书”、
“论文封皮”等能够
在网上支付的商品。学生可以在网店直接拍货，仅需支付邮费，中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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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邮寄的方式为学生发货。在此过程中，只是为学生提供免费的服务，
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④ 情感化服务：开展多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服务，是关注学生精
神生活情感服务的需要。
校本部学习中心除了注重学生学习外，也注重学生精神文化建设。
中心借助东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点网站，为学生搭建沟通与交流的
平台；以原点网站为依托，为学生打造精神家园，实现了学生在原点网
论坛里畅所欲言、交流学习、参与活动的目的。校本部学习中心积极推
广网络科技文化节等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时刻关怀学生、组织
联谊活动也是校本部学习中心情感化服务的体现。
⑤ 个性化服务：制定不同的学习服务计划，是根据不同学生特点
实施分类服务的需要。
在学习支持服务过程中，中心主动了解学生的情况，针对不同学生
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比如，一些年龄大的学生或学习滞后的
学生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针对此种情况，我们主动出击，采取积极的
个性化支持服务。校本部学习中心有一名学生，入学时已经 40 多岁了。
不太熟悉电脑的他为了晋职称选择报读网络教育。开学初，通过调查问
卷和他的基本信息，了解到这一情况，与他沟通后得知该生平时基本不
上网。中心工作人员与他商定后，为他制定了专属于他的学习计划。这
名学生自己也比较上进，按照我们制定的学习计划按部就班的学习。在
他自己的努力和我们的帮助下，1412 考试批次的课程全部通过，现在
该生已经如期顺利毕业。
三、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
（一）学生满意度显著提升
1.服务能力提升，满意度 100%
实施标准化建设后，根据《网络教育校本部学习中心服务规范》的
要求，学生对工作人员的服务给予高度评价。通过《校本部学习中心满
意度调查问卷》统计学生对工作人员的满意度，从 2013 年至今，服务
满意度达到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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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本部学习中心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表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98.05%

99.33%

100%

100%

2.新生咨询率显著降低
以 1503 批次入学学生为例，通过对《网络教育校本部学习中心学
习指南》的推广，新生入学一个月内的咨询比例由最初的 78%下降到
21%。
3.教学过程有效发生率显著提高
通过分类完成督学工作，除提高工作效率外，各项学习事项的完成
率也显著提高。以 2016 年秋季为例，详见表 2。
表 2 分阶段督学效果统计对照表
督学次数

督学前

一次督学

二次督学

三次督学

完成率

学位答辩申请提交率

0%

20.00%

45.00%

90.00%

100%

论文终稿提交率

9.80%

34.00%

90.00%

95.00%

97.00%

论文选题率

5.80%

16.30%

27.90%

97.60%

100.00%

在线作业提交率

30.70%

55.10%

77.90%

94.50%

97.00%

离线作业提交率

48.50%

76.60%

88.00%

100.00%

100.00%

4.统考通过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 2016 年为例，统考英语 4 月通过率 80.9%、9 月通过率 90%；计
算机应用基础 4 月通过率 77.7%、9 月通过率 80%。均高于国家统考通
过率的平均水平。

6

表 3 各统考批次通过率一览表
统考
批次
科目
通过率
(%)

1504

1509

1512

1604

1609

1612

英语 计算 英语 计算 英语 计算 英语 计算 英语 计算 英语 计算
B
机
B
机
B
机
B
机
B
机
B
机
61.1

60

81

81.2 56.3 85.7 80.9

77.7

90

80

81

83.3

5.学生首次毕业率显著提高
1103 入学学生首次毕业率 65.1%，1503 入学学生首次毕业率 81.1%。
表 4 各批次首次毕业率一览表
入学
批次
首次毕
业率

1003 1009 1103 1109 1203 1209 1303 1309 1403 1409

1503

28.9

81.1

64.3

65.1

79

83.7

80.3

77.5

87.5

79.4

87.6

（二）支持服务团队能力水平显著提升
形成了团结和谐、学习研究、自律敬业、创新高效的服务团队。团
队成员政策业务精通、支持服务规范，具有团队协作创新精神。
（三）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与品牌
校本部学习中心推行标准化建设后，积累了良好的口碑，续读的学
生占当季入学学生比例最高达到 12.12%，经在读学生或亲友介绍的报
名学生占当季入学学生最高达到 47.22%。
表 5 1603 入学批次新生调查问卷——报名来源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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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609 入学批次新生调查问卷——报名来源一览表

表 7 1703 入学批次新生调查问卷——报名来源一览表

四、项目建设带来的启示
（一）校外学习中心标准化建设是做好学习支持服务工作的基础
以规范化引导学习中心的督学工作，以标准化引领学习中心的服
务工作，是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筑牢根基、齐抓共管、层层推进，是
各项工作的行动目标。
校外学习中心标准化建设有效提升了校外学习中心支持服务水平
与能力；保证了学院教学活动有效落实和学生学习过程的有效发生；有
效保障了远程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有效落实了高校办学和监管的主
体责任；有效体现了学生的中心地位，增进了学生母校情节、师生情结；
有效促进了师生互动、学生交流互助学习共同体的建设。
（二）项目建设可借鉴、可推广、可复制的特点具有现实意义
校本部学习中心在进行标准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中，秉承“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实干和创新精神，不停打磨、锻造各项制
度、流程和标准，坚持“学做结合”。基于本中心特点提出“你专心，
我用心，服务心贴心”的服务理念，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校本部学习中心通过标准化建设，形成了东北大学校外学习中心
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基本模式，对学院校外学习中心建设和管理
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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