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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阶段,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广泛,而如何真正的提升教学和教育的质量,也一直是大家所关
注和深思熟虑的一个课题。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应积极地开展好教学质量管理这一工作,推动高等教育得
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本文就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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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and how to tru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 subject of concern and deliberation. Therefore, relevant staff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the work of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ed cont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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