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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教育，本科为基；本科教育，质量为重。华中科技大学坚持“一流大学，

一流本科”的建设目标，致力建设“学生、学者与学术的大学”，在推进“双一

流”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教学改革，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施面向全体

的英才教育。 

一年来，我校推动制定并贯彻实施学校“十三五规划”，以落实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为抓手，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优化人才培养目

标和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强化公共基础课程和核

心课程建设，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推进一系列有关本科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

改革，激励广大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本科教学，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

的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在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过程中，全面审视我校本科教学，

回归人才培养的出发点，集聚优质资源，面向全体学生，提升教学质量，既是主

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一流本科教学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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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培养目标 

我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与办学定位上，主动适应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

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战略需求，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我校重视教学改革，以学生为

中心，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采取有效举措，致力于培养“精神充实、意识独立、

视野开阔、能力全面”的专业英才，使其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学科基础、

强烈的创新意识、优秀的实践能力、广阔的国际视野。 

 

（二）专业设置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标准，我校有 93 个本

科专业招生，涵盖工学、医学、文学、管理学、理学、经济学、法学、艺术学、

哲学等 9个学科门类，225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84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9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7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5

个（内科学、外科学按三级），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7 个。至 2016 年 7 月，

我校有 15 个学科入选 ESI 前 1%。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3 个一级学科国

内排名第一，5个一级学科国内排名前三，8个一级学科国内排名前五，17个一

级学科国内排名前十。2016 年，我校新增 2 个专业（数字媒体艺术、医学实验

技术），新申报 1个专业（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共停招了 4个专业（中药学、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运输、化学工程与工艺）。详见表 1-1，表 1-2。 

 

表 1-1 学科门类及专业分布 

学科门类 专业数 专业 

工学 4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城乡

规划、船舶与海洋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电子封装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风景园

林、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力学、功能材料、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程、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建筑学、交通工

程、交通运输、轮机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软件工程、生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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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程、生物制药、数字媒体技术、水利水电工程、通信工程、

土木工程、物联网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自动化、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医学 11 法医学、护理学、口腔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影像学、预防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中药学、医学实验技

术*  

文学 11 传播学、德语、法语、翻译、广播电视学、广告学、汉语国际教

育、汉语言文学、日语、新闻学、英语 

理学 10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物理学、应用物理

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 

经济学 6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程、经济统计学、财

政学 

法学 4 社会学、社会工作、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管理学 10 财务管理、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工业工程、公共事业管理、国

际商务、会计学、市场营销、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艺术学 4 播音与主持艺术、产品设计、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哲学 1 哲学 

注：*标记为 2016 年新增专业；表中所设专业有部分专业尚未招生。 

 

表 1-2 重点学科类型、数量及名单 

类型 数量 名单 

一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 

7 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二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内科学、

外科学按三级） 

15 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学、生物物理学、微电子学与固体

电子学、计算机系统结构、水利水电工程病理学与病理生

理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内科学（血液病）、内科学

（呼吸系病）、外科学（普外）、外科学（泌尿外）、内

科学（呼吸系病）、外科学（普外）、外科学（泌尿外）、

妇产科学、麻醉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   

7 通信与信息系统、内科学（传染病）、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中西医结合基础、药理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 

湖北省重点学科 34 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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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物理学、化学、设计学、生

物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土木工程、船舶与海

洋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基础医学、哲学、药学、法学、

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数学、临床医学、水利工程、软件

工程、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中西医结合、工商管理 

 

（三）在校学生 

    我校共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30770人；研究生 21813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6248人，硕士研究生 15565人；各类留学生 3730人。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

数的比例为 53.68%。详见表 1-3。 

表 1-3 2015-2016 学年本科学生数按学科门类统计表（单位：个） 

学科门类 在校生数 
一年级人

数 

二年级人

数 

三年级人

数 

四年级人

数 

五年级及

以上人数 

经济学 987 240 247 258 242 0 

哲学 117 30 29 27 31 0 

法学 687  182  172  160  173  0 

理学 2069 563 526 473 507 0 

文学 1337 336 331 333 337 0 

工学 18776 4322 4612 4827 4813 202 

管理学 2252 550 552 571 579 0 

艺术学 755 190 188 188 189 0 

医学 3790 764 724 737 712 853 

总计 30770  7177  7381  7574  7583  1055  

 

（四）生源质量 

    2015 年，我校共录取本科生 7170 人，报到 7121 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含国防生、艺术类学生、高水平艺术团学生、高水平运动队学生、国家专项计划

学生、自主招生学生、高校专项计划学生、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内地西藏班

和新疆高中班学生）、保送生。结合我校在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

考录取分数（见图 1-1），我校本科生源具有考分高、来源广、类型多、结构合

理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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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录取分数高出一本线基本情况（纵坐标单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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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建设 

我校坚持“育引并举”战略，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全校共有专任教师

3872人，其中教授 1037人，副教授 1377人，讲师 1314人。专任教师的职称、

学位与年龄结构分布情况如图 2-1、图 2-2所示。 

专任教师中有博士 2335 人，其中有院士、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学

者、国家“万人计划”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 580

名。高层次人才中，有院士 15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6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9 人；长江学者 94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6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9

人，国家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3 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36 人，“外专千人

计划”入选者 7 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83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

者 39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7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

选者 224人。 

 

 
 

图 2-1专任教师的职称、学位与年龄结构 

 

6 



 
图 2-2近三年专任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增长情况 

 

（二）教师教学投入 

    我校通过制度保障、政策激励、榜样示范、科教融合等多种措施和途径，吸

引和推动教师将足够的精力投入本科教学之中。 

2015-2016学年共开设本科课程 3692门，共有 9543个本科教学班。全校主

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为 83.88%，由教授主讲的本科课程占课程

总门次数的比例为 32.56%。我校不断完善主讲教师、课程责任教授制度，进一

步推动核心课程特别是量大面广的公共基础课的建设。依托我校国家级教师教学

发展示范中心，面向全校教师开展教学能力提升系列活动，为教师的教学发展提

供服务与支持。我校每年对新入职教师进行岗前培训，开展教学实践训练，为新

教师上讲台打好基础。同时，面向全校教师长期开展教师培训及教学咨询服务。

2015-2016学年我校参加教师教学发展活动的教师共 1191人次，651人。 

 

（三）教学经费投入 

    我校不断加大教学经费的投入力度。图 2-3显示，近五年来我校本科教学日

常运行支出和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都保持逐年增长的趋势。2015 年，本

科专项教学经费（自然年度内学校立项用于本科教学改革和建设的专项经费总

额）达 1.59亿元；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约为 3.22亿元；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

行支出为 10464.53元；生均本科实验经费（自然年度内学校用于实验教学运行、

维护经费生均值）为 1638 元；生均本科实习经费（自然年度内用于本科培养方

案内的实习环节支出经费生均值）为 18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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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近五年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总额与生均值 

 

（四）教学基础设施 

    校园基础实施完善，能够满足日常教育教学需要。我校占地 7000 余亩；有

各类教室 757间，均配备有多媒体设备，共有座位 73432个，生均拥有座位数为

1.28个；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为 4.89万元；2015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值为 50186 万元；生均教学行政用房为 15.23 平方米，生均实验室面积为 4.92

平方米；有运动场 7 个、体育馆 4 个、学生活动中心 3 个、学生食堂 23 个，为

学生提供了便利且多样化的后勤服务。学生宿舍均配备空调。 

    我校图书馆现有 3 个馆区，馆舍总面积达 64581 平方米，是湖北省优秀级

图书馆和研究级文献收藏单位，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中

心成员馆。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全馆馆藏文献总量累计达到 1002万册，生

均图书为 99.99册；纸质图书期刊 414.06万册；电子图书 267.57万册；电子期

刊 93743种；电子书刊 494.2万册；中外文数据库 500多个，数据库年检索量过

亿次，是国内数字文献资源最多的高校之一。全馆书刊阅览采取开架服务，截至

2016年 5月，共有可用座位 6301个；设有阅览室 33个，其中电子阅览室 3个，

有计算机近 300 台；图书馆的网络系统能全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为师生提供

包括书目查询、光盘检索、电子资源全文检索、网上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网上

信息资源导引、网上用户教育等多元化的高质量信息服务。 

我校网络与计算中心已经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一流信息基础设施基地，中心

计算机房是目前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条件最好、开放程度最高的计算机基础教

学实验室之一，校园网覆盖全校所有教学区、宿舍、食堂、办公区，并在逐步扩

大范围。2015-2016学年，我校对校园道路及相关设施进行进一步拓宽、改造，

方便师生出行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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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改革 

    我校在学科专业建设中，注重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适应度，注重与学校发

展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契合度，积极稳妥推进专业建设。现拥有国家级优势特

色专业 38个，湖北省品牌专业 14个，详见表 3-1。我校目前已通过国际和国家

专业认证共 11项，详见表 3-2。 

 

表 3-1国家级优势特色专业目录 

学科门类 专业数 专业 

教育部特色专业 26 新闻学、工程力学、物流管理、信息安全、预防医学、 

药学、电子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经

济学、软件工程、自动化、公共事业管理、数字媒体技

术、生物技术、城市规划、通信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临床医学、光

电子材料与器件、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广播电视新闻

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

学与技术 

教育部战略性新兴产

业人才培养计划 

5 功能材料、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光电子材

料与器械、生物制药 

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 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临床

医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2015-2016学年，依据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需求，我校对本科专业人才

培养计划进行了修订，整合优化核心课程，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促进学生自主学

习，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落实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文件精神，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融

入人才培养方案，合理设置创新创业学分和课程。目前，共有 20 个专业设置了

创新创业必修课；与此同时，基于我校学科专业特点，各院系充分调研和比较分

析了国内外一流高校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我校各学科专业英才教育定位

的具体目标与要求；在人才培养计划实施过程中，着力优化培养短计划，加强排

课研究与管理，努力将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地落实到教学运行过程中。 

9 



表 3-2已通过国际和国家专业认证的专业列表 

专业名称 认证机构 获得认证的年份 

临床医学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 2008 

城乡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 

土木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建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工程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环境工程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 2013 

交通运输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 2014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 201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 2015 

 

（二）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改革 

    在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改革方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宽口径、

厚基础、重实践、强特色”，“线上”与“线下”共同推进，学校与行业深度融

合，整合优化课程体系，完善了由通识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公

共选修课程、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和课外实践活动构成的培养体系。2015-2016

年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学年度内实际开设的本科培养计划内课程总数，跨学期

讲授的同一门课程计一门）为 3692门。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

为：工学 25%-34%，文学 31%-35%，理学 28%-31%，医学 16%-24%。 

在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上，整合校内资源，同时吸引行业、企业和高校联盟等

优质资源参与学校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开设了研究方法、学科前沿、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指导等各类创新创业课程。进一步明确课程设置和教学训练环节对培养

目标达成度的贡献。明确各类课程和教学环节（教学与训练）与培养学生知识、

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关联性以及应达到的水平，包括科学文化素质、专业基础理

论、专业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创业学》、

《创业讲座》、《创业基础》等近 10 门创新创业指导公共选修课；开设《科学

思维与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等研究方法类专业必修课；建成《工

程导论》、《批判性思维》、《科学思维与研究方法》、《工程创新的设计思维》、

《科技创业》、《创业概论》等创新创业特别课程；在机械、光电、生命等相关

专业根据专业特点开设《创新创业训练》、《创新实践》等实践类课程；引进东

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资源，开设创新创业 MOOC 课程。截至目前，已开设名师

课程、业界课程、国际课程等创新创业课程 27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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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课程建设一直是我校课程建设与改革的着力点，国家级和省部级精品

课程门数达 162门，精品课程基本覆盖了全校各院系和学科。通过拓展教学时空，

增强教学吸引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

促进教学内容、方法、模式和教学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从而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2015年，新建责任教授课程 89门，成立学校素质教育通识课程委员会，加强素

质教育通识基础课程建设。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与资源，完成 6门高水平慕

课（MOOC）课程建设，引进 6门高质量 MOOC课程。2016年，学校面向量大面广

的通识课程、学科专业基础课程立项建设 24门 MOOC课程。已有在线开放课程《病

理生理学》、《材料加工工程》、《操作系统原理》、《大学物理》、《大学物

理实验》、《大学英语》等 55门。 

我校采取多种方法改进课堂教学质量。聘请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知名学府教授共计 80 余人开设全英文课程 100

余门，推动高水平国际化课程建设；邀请业界专家走进课堂，开设学科交叉课程

以及校企合作课程；推进小班化教学，改进教学方式及学业评价方法。 

 

（三）基地建设与实践教学改革 

    2015-2016学年，机械学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获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光学与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获批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计算

机学院-百纳（武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实习基地获批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

地。目前，我校拥有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实习基地 200余个，其中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含建设单位）9个，国家大学生实践教育中心 28个。详见表 3-3。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工学 28%-33%，文学 22%-25%。

理学 26%-37%，医学 43%-50%。我校构建了“三层三类”实验教学体系，“三层”

是指基础性、综合设计性、研究创新性三个层次，“三类”是指基础类、学科大

类、专业类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实行“三开放”的实验教学模式，即时间开

放、内容开放、设备与材料开放。各专业实验室均不同程度地向本科生开放。 

 

表 3-3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序号 名称 

1 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机械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 临床医学临床技能训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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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6 预防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8 生命科学与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9 机械学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四）教学研究与教学综合改革 

    我校制定了《高水平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加大对高水平教学成果的奖励力

度，鼓励高水平教学成果的产出。推进和完善“卓越计划”和“珠峰计划”，总

结启明学院、国家试点学院、国际化示范学院创新人才培养探索的经验以及各院

系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和方案，扩大教学改革成果和优

质教学资源的覆盖度和受益面。我校已获批国家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19 项（含卓

越工程师计划 15 项、卓越医生计划 2 项、国家级试点学院 1 项、示范性微电子

学院 1项），已实施 17项。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12个，已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 34项，其中一等奖 4项（我校参与完成的成果 1项）、二等奖 30项（我校参

与完成的成果 6项）；已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39项，其中特等奖 2项、一等奖

62 项（我校参与完成的成果 1 项）、二等奖 43 项、三等奖 32 项（我校参与完

成的成果 1项）。 

我校致力于探索和推广各种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模式，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作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主线。从 2016 级开始，对学生转专业实行“转出无门

槛，转入有要求”的新政策。学生可自由提出转出申请，学校根据教学资源确定

各专业接受转入规模上限，各学院根据专业特色与专业要求确定接受转入学生的

条件，并对申请者进行考核，在规模上限内自主确定接受转入的学生。学校紧紧

抓住与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的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评

价、教学环境等核心要素，大力推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整合，实施以学生自

主学习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改革，建立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学评价体系，建设有

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的教育教学环境，不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

新，全方位服务于学生的学习成长。 

我校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把教学方法改革作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

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实践、大胆质疑，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学校实施

了以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为重点的多样化教学方法改革。学校利用

科学研究的丰富资源，大力推进以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性学习，建立了国家、学校、

院系三级大学生科技创新体系。新启动两个专业卓越工程师计划和国防生卓越工

程师计划，目前全校共有 12 个专业实施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在数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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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四个基础学科实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计划。推进科教协同育人计划，与中

国科学院大学联合创办“贝时璋菁英班”，获批教育部支持筹建的示范性微电子

学院。启明学院、光电信息国家级试点学院和工程科学学院教学改革实践取得可

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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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一）组织与制度 

    2015-2016学年，完成校院两级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重构，建立完整闭环的

持续改进运行机制，完善“四位一体”（学生评教、专家听课、同行评价、领导

查课）教学质量监评体系和校院两级自我评估制度。学校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负

责全校本科教学质量管理工作，构建了“全员参与、全过程监控、全方位覆盖、

监控反馈联动”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我校建立了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组织体系，

详见图 4-1。我校还努力从制度规范上保障本科教学质量，通过制定并发布多项

教学规范性文件，来保障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详见表 4-1。 
 

 
 

图 4-1 本科教学质量保障组织体系 

 

表 4-1部分本科教学相关文件及主要内容列表 

文件名 主要内容 

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基本规范 对课堂教学、教材选用、培养计划、教学环节

实施、作业批改、课程考试、学生学业评价、

实验、实习、毕业论文等做了细致的规范 

华中科技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 对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等做了明确的规定 

华中科技大学课程责任教授制度实施办法 在明确课程责任教授制度的建设目标的基础

上，对课程责任教授的遴选、职责、要求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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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细致的规定 

华中科技大学高水平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高水平教学成果的界定与奖励的规定 

华中科技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实施细则 对教师晋升、聘任条件（含教学要求）做出明

文规定 

华中科技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教风建设的

若干意见 

对课堂教学、实践（实验）教学、考试等各教

学环节、教学管理环节等进行了明确规范 

 

（二）监控与评价 

我校积极接受国内外第三方专业评估和专业认证，按照国际标准和行业标

准，加强专业建设。 

建立有效的用人单位评价意见反馈系统，建立行业专家参与制定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制度，完善外部意见反馈与内部质量持续改进的闭环工作机制（详见图

4-2）。 

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的工作规范和运行机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深

入分析影响教学质量的基本要素、重要环节和关键监测点，建立全校统一的质量

标准体系。在院系、相关职能部门推行质量点责任人制度。 

建立和完善校院两级教学督导机构，完善教学督导的工作制度与规范，继续

推进学生网上评教全覆盖，改进学生评教内容和方式，从单纯评教向评教与评学

相结合转变,从多个方面加强建设多维度的内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详见

表 4-2）。 

在完善“四位一体”的教学质量监评体系的基础上，加强重点教学环节的评

价与问题分析，完善信息反馈机制和改进措施及实施效果再评价制度；将院系“四

位一体”课堂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情况，作为院系教学工作年度评估的核

心指标；加强教学基本状态常态化监测，完善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与运行管

理；加强教学质量督查队伍建设，提升教学质量监督的能力与水平。 

 

 

图 4-2教学质量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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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内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类型 措施 对象 实施主体 实施周期 

 

 

 

质量 

监控 

教学检查 教、学、管 督导团、教务处及相

关职能部门 

期初、期中 

教学督导 教、学、管 督导团 日常 

领导听课 教、学、管 学校、院系领导 日常 

学生信息网等 教、学、管 学生、教师、教务处 日常 

学生评教 教师 学生 每学期一次 

院系教学工作评价 教、学、管 教务处、评审委员会 每年一次 

专业评估 教、学、管 教务处、评审委员会 每年一次 

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 教、管 教务处 日常 

 

单项 

评估 

毕业设计/论文评估 院系 教务处、评审委员会 每年一次 

实验教学评估 院系、实验课程 教务处、评审委员会 每年一次 

生产实习评估 实习队 教务处、评审委员会 每年一次 

课程设计评估 院系、设计课程 教务处、评审委员会 每年一次 

奖励 

评价 

教师教学竞赛 教师 教务处、评审委员会 每学年一次 

教学质量奖评定 教师 教务处、评审委员会 每学年一次 

教学名师评选 教师 教务处、评审委员会 每学年一次 

 

（三）反馈与改进 

我校高度重视本科教学质量信息的统计、分析与反馈工作，为本科教学质量

改进提供决策依据。我校统筹优化全校信息化建设资源，建立统一的信息化建设

管理推进机构，加强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完善信息化建设的标准与规范，加

大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优先建设和完善以教学管理和教学资源为核心的本科

教学信息化系统，推进该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享，提升管理

服务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信息统计和分析准确、高效。 

我校将评教结果反馈给教师本人，将教学质量综合考评结果与教师年度考核

挂钩，并通过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教师提高教学能力提供针对性的教学咨询及教

学培训服务。 

根据教学需要完善本科教学规范、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估机制，加强对各教学

环节的管理，完善教务管理与学生日常管理的联动机制，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

16 



生主动学习,促使教风与学风一同提高。 

2015-2016学年，我校积极开展生源质量、本科学情、毕业生就业等一系列

专题调查与分析，所得数据与结果将反馈给相关院系及专业负责人，并以“教学

简报”、“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等形式向政

府报告并及时以信息公开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通过政策激励、完善教学规范和教学评估机制、强化过程管理、加强教学督

导、支持教师教学发展、形成闭环管理,以及实行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等方式

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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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学习效果 

（一）学习的满意度与学习效果 

我校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各类学

习活动中，如《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的申请与

管理规定》、《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校教〔2016〕19号）》、

《学生奖励处罚办法》，并成立了以书记、校长牵头的学风建设机构。同时，我

校积极进行的各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成效明显，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

意度逐年提升，网上评教结果显示，课堂评分在 90 分以上的教师比例由 2013

年的 89.8%提升至 2015年的 93.142%。2015年网上评教统计情况详见图 5-1。自

2014 年开始，我校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本科生学情调查。2016 年以全体本科生为

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我校学生对专业与课程建设、学校学习与生活基础设施、

学习指导满意度均较高，详见图 5-2、5-3、5-4。与 2014 年学情调查的结果相

比，学生在系统掌握本学科专业知识和理论的程度、本学科研究方法的水平，以

及本学科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和研究的能力、质疑

与辨析能力、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均有明显提升，详见图 5-5。 

 

 
 

图 5-1 2015年学生网上评教统计情况（课堂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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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学生对专业与课程建设的满意度（“很满意”与“比较满意”） 

 
图 5-3学生对学习与生活设施的满意度（“很满意”与“比较满意”） 

 

 
图 5-4 学生对学习指导的满意度（“很满意”与“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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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本科生对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情况 

 

（二）毕业就业 

毕业生就业情况是衡量学生学习效果和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近年来，

学校积极开展毕业生就业引导工程，鼓励毕业生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地方基层

发展需求。通过举办“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活动积极开展生涯规划教育

及就业服务，与用人单位开展企业走访、职场起航讲座等系列活动。每年开办校

园招聘活动 1000余场，吸引 2000多家单位来校招聘。2015年 11月，首次教练

案例督导活动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创问中国教练中心专业教练宋依兰作为督

导嘉宾，应邀参加活动并对我校就业指导中心职业咨询师进行了案例督导指导。

毕业生就业单位包括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第一汽车集团、中

国电信等大型央企，以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高等教育单

位、医疗卫生单位，企业需求涵盖学校所有专业。我校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共有

7415 人，分布在 9 个学科门类，33 个院系，95 个专业。其中男生 5198 人，占

毕业生总数的 71.10%，女生 2217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9.90%，性别比例为 2.3

4:1。我校就业基本情况详见表 5-1、5-2、5-3、5-4。 

 
 
 
 
 
 
 
 
 

20 



表 5-1 毕业去向分布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协议就业 2795 37.69 

录研 1212 16.35 

免研 1807 24.37 

出国、出境 943 12.72 

灵活就业 178 2.40 

自主创业 19 0.26 

待就业 306 4.13 

不就业拟升学 155 2.09 

总计 7415 100.00 

 
 

表 5-2就业单位性质 

单位性质 人数 占就业人数比例（%） 

党政机关 32 1.14 

事业单位 

教育（高等/中初） 15 0.54 

科研设计单位 61 2.18 

医疗卫生单位 67 2.40 

其他事业单位 20 0.72 

小计 148 5.30 

企业单位 

国有企业 880 31.48 

三资企业 338 12.09 

其他企业 1278 45.72 

小计 2496 89.30 

部队 74 3.47 

其他 58 0.25 

总计 2795 100.00 

 

 

表 5-3就业单位行业分析 

行业类型 人数 占就业人数比例（%） 

制造业 911 32.5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98 21.40 

建筑/房地产业 235 8.4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15 7.69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116 4.1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2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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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型 人数 占就业人数比例（%） 

军队 97 3.47 

金融业 92 3.29 

卫生和社会工作 70 2.50 

生物/制药 68 2.43 

商业/贸易 60 2.1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7 1.6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0 1.4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7 1.32 

教育 37 1.32 

新闻出版/大众媒体 26 0.93 

石化/化工 24 0.86 

其他 14 0.50 

生物/医药 6 0.21 

总计 2795 100.00 

 

表 5-4 就业单位地域分析 

地区 人数 比例(%) 

东部地区 

北京 215 7.69 

福建 42 1.50 

广东 873 31.23 

海南 17 0.61 

河北 16 0.57 

江苏 206 7.37 

山东 42 1.50 

上海 203 7.26 

天津 25 0.89 

浙江 161 5.76 

小计 1800 64.40 

中部地区 

安徽 15 0.54 

河南 27 0.97 

湖北 620 22.18 

湖南 63 2.25 

江西 29 1.04 

山西 3 0.11 

小计 757 27.08 

西部地区 

甘肃 6 0.21 

广西 38 1.36 

贵州 12 0.43 

内蒙古 5 0.18 

宁夏 5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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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人数 比例(%) 

青海 7 0.25 

陕西 30 1.07 

四川 44 1.57 

西藏 8 0.29 

新疆 20 0.72 

云南 12 0.43 

重庆 20 0.72 

小计 207 7.41 

东北地区 

黑龙江 5 0.18 

吉林 7 0.25 

辽宁 19 0.68 

小计 31 1.11 

总计 2795 100.00 

 

（三）社会评价 

    2015 年，我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对用人单位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各方面能力均表示满意，详见图 5-6和表 5-5。用

人单位反映，我校学生基本功扎实、上进心强，尤其在实践、动手能力方面很出

色，因此不少单位对我校学子“情有独钟”。 

 

图 5-6 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整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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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各项能力的评价 

项目 较好 较差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一（%） 第二（%） 

专业基础 87.92 4.70 1.34 0.67  

动手实践 4.70 22.15 7.38 2.01 2.68 

学习适应 2.01 35.57 16.78 3.36 4.70 

人际沟通 3.36 11.41 10.07 31.54 7.38 

团队协作  8.05 9.40 6.71 7.38 

开拓创新  4.03 14.09 10.74 15.44 

组织管理  0.67 1.34 4.03 16.78 

应用写作   4.03 2.01 5.37 

注：“较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第二、第三；“较差”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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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色与经验 

 

    我校有着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传统和文化，“让创新创业教育成为新名片”

成为我校推进“一流”建设的着力点。我校以出台落实《华中科技大学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为契机，全面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按照“育人

为本、面向全体、融入体系、协同推进”的基本思路，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实施“三个三”工程建

设，健全课堂教学、实践训练、指导帮扶三个体系，培养学生自由探索、主动实

践、跨界合作三种精神，提升学生自主学习、实践创新、技术创业三方面能力，

探索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方式和路径。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培

养举措革新为基础、强化实践训练体系为重点、全程帮扶体系构建为突破口，积

极探索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特区，不断扩大创新创业教育的覆盖面和受益面，构建

了学习、体验、立业“三级跳”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果。 

 

（一）推进制度建设，完善创新创业机制 

    我校从顶层设计层面做好全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统筹规划和协同推进工作，在

学校综合改革方案及“十三五”发展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将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作为重要内容来抓，提出要通过“融入培养方案，强化实践训练，建设创业

特区”等举措，来“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发〔2015〕36 号），我校制订并出台了《华中科技大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工作实施方案》（校发〔2016〕4号）。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的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教务处牵头，研究生院、学工处、团委、人事处、科学技术发展

研究院、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财务处、校基金会、产业集团等部门齐抓共管，

统筹指导、协调、推进全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

靠教务处，明确专人负责，定期研究和部署培养方案修订、课程体系建设、培养

机制创新、教学改革和管理、实训体系建设、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

等相关工作。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全校建立起统一领导、齐抓共管、

运转有效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机制。 

不断建立完善与创新创业教育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对于学生科研训练、

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大赛获奖、创新创业实践等予以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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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立了学分积累和转化制度。为有兴趣、有特长、有潜质的学生单独制定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计划，鼓励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在 2015 年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

案中，明确要求各院系结合学科、专业特点，“设置创新创业学分”。在 2016

年新修订的《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校教〔2016〕19 号）

中，明确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可申请休学创业，一次申请最长休学时间为 2

年，最多可申请 2次”。设立了“启德奖学金”等创新创业奖学金，开展“启明

之星”、“科技创新标兵”等各类创新创业评优评先活动，在创新创业活动中获

得优异成绩的在校大学生需要继续深造时，可获得保送研究生资格或加分。在各

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中，突出学生能力导向和个性化发展相结合，合理设置

跨学科课程模块，引导学生开展学科交叉研究、主动实践。鼓励和支持将优质科

研资源转化为创新创业教育资源，一大批优秀学者投身创新创业教育。将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作为教改立项指南中的重要内容，《基于创客平台的课程设计项目改

革研究实践》、《管理学专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医学生创

新实践平台的长效发展机制研究》等一批项目获得立项支持。 

 

（二）革新培养举措，培养创新创业意识 

    在 2016 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制订工作中，明确要求“将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合理设置创新创业学分和课程”。根据新的人才培养方

案，在完善特优生培养制度、创新团队培养模式、“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校内）的基础上，

推进了科教协同育人计划和学科交叉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并完善了适应学生

不同发展定位和发展路径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包括：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本硕

博贯通培养模式、科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国际联合培养模式、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优才优育模式、学科交叉培养模式，以点带面，发挥创新创业教育的示范、

辐射和引领作用。以启明学院为依托，优材优育，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主

动实践和科技创新，为优秀本科生搭建更高水平、更具挑战性的学习实践平台。

以光电信息试点学院为依托，探索“基于课程、面向群体”的创新人才培养。以

国际化示范学院（工程科学学院）为依托，培养具有多学科视野、扎实的科学和

工程基础知识、国际竞争力和领导能力的创新人才。 

在课程建设上，建成了《工程导论》、《国际工程基础》、《工程创新》、

《批判性思维》、《科学思维与研究方法》、《工程创新的设计思维》、《科技

创业》、《创业概论》、《创业基础》等 27 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群，20个专业

设有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同时，建设了“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网络云服务

平台”，由企业家指导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网络学习，为学生提供不受地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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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限制的自主学习网络课程和创新创业学习指导。开设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

创业大讲堂等讲堂论坛 18 个。在教学方法的革新上，推进启发式、讨论式、探

究式教学。探索并逐步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综合学业评价体系，加强学业形成性

评价，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注

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强化实践训练，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我校在大学科技园设立了 5000 余平米的大学生创业孵化专区，设立创新创

业基金 3000万元。全校教学及科研平台向全体学生开放，大学生科技创新基地、

创业社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有机衔接。2015 年以来，新建启明星

空创客空间、武汉光谷微创新实验室，被科技部首批认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投

入 600 万元新设大学生创业社区 2000 平米，打造学生创业教育服务新平台（青

创空间）。 

    整合校内外资源，建设了集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文化和资源共享空间

一体的校园创客空间，面积近 27000平米。与湖北省青创中心、黄冈市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沌口区青创中心等校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建立合作场地约 60 万

平方米。2015 年 9 月，我校与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共建武汉国际微电子学

院，探索校地、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进一步完善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体系，

实现了创客、创新、创业全链式覆盖。 

基于兴趣驱动、问题导向、项目牵引的模式，建立了 24 个大学生科技创新

基地和 21 个示范性学生创新团队，构建了以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校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大学生智助中小企业行动、

国际联合工程实践等分类分层次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训练体系。加强科研训练、

科技竞赛、社会实践、项目实践等实践实训环节，我校每年投入专项资金 1000

余万元，用于支持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实践。2015 年至今，受资助的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达 3000 余项。其中，每年新增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000

余项，参与本科生达 4000 余人次。通过实施“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每年吸

引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近 2万人次。每年组织和参加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赛事

100 多个种类，参与学生达 5000 人次，获得各级奖项 700 余项。三次夺得“挑

战杯”作品特等奖；两次夺得微软“创新杯”IT 挑战赛全球总冠军；四次夺得

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特等奖；2013 年在全球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中获得“最

佳计算性能奖”，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捧得最高荣誉奖项“瑞萨杯”；

2015 年在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国际生物分子设计大赛连续获得金奖、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总冠军等一系列顶级科技竞赛的最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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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在 2016年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 4个金奖，金奖数全

国第一；在 2016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我校以 5 金 1 银、团体

总分第一的成绩捧得冠军杯。 

 

（四）构建帮扶体系，成就创业杰出人才 

    我校不断加大对学生创新创业的经费投入，完善资金渠道，逐步建立起学校、

政府、企业、社会多方支持的创新创业基金资助体系。据统计，我校每年支持大

学生创新创业的各类专项基金总额达 1.6亿元人民币，其中，学校专项资金 3000

余万元，社会及企业捐赠基金 1000 余万元，天使基金 1.2 亿元。在社会及企业

捐赠基金方面，设立“成功湖创新创业基金”、“启德孵化项目基金”、“大学

生创新活动基金”等。同时，依托华工科技，建立了 30 亿的风投基金。大学生

创新创业分阶段、全程化的资金持续帮扶体系初步形成。我校结合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特点和实际，推动大学生创新项目从研究到应用、创新到创业、校内到校外

的无缝对接。在校内通过各类实验室、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创客空间等，为学生

创新实践搭建平台。我校初步建立起“教师、导师、讲师”三结合的创新创业教

育师资队伍。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通过实施“华中学者”奖励计划、课程责任

教授制度、主讲教授制度等一系列举措，让更多高水平教师走上本科生讲台，结

合课堂教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和实践。在校内及周边通过大学生创业社区、

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学生创业实践提供孵化服务。通过我校 11 个

工研院，为学生创业企业提供产业化支持。在这种全程式、持续化的帮扶下，一

批优秀学生创业项目逐步发展壮大，真正走向了市场。 

    我校已启动 18 万平方米的创业创新大厦建设项目，积极推进面向师生、校

友的创业创新特区建设，整合创新创业资源，集聚创新创业要素，强化创新创业

实训和帮扶体系。创业创新大厦由“大学生创业创新空间”和“科技孵化加速空

间”组成，可同时容纳 5000 名学生开展创业辅导，200-350 个创业团队开展创

业实践，300家初孵团队开展创业孵化。集结优秀教师、企业家、风险投资人、

校友等各行各业专业人才，集聚财政、社会和企业资金，提供投资、金融、法律、

税务、工商等专业服务。同时，加强创业创新大厦与校内外现有创新创业平台的

对接，为师生创业提供专业的全程指导、持续帮扶、一站式服务，帮助师生从“想

创业”到“能创业”，从“创成业”走向“创大业”。 

    在传承中创新，在探索中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正凸显出自己的

特色，初步实现了创新驱动创业的高层次创新创业教育。PPTV 创始人姚欣被团

中央授予第六届中国青年创业奖，海豚浏览器创始人兼 CEO杨永智被《第一财经》

评为“中国商业创新 50 人——技术创新者”，“微信之父”张小龙被《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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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评为“中国创新人物”……。近三年由我校学生或校友创业设立的公司每

年都在 100家左右，其创业项目吸引的风投已超过 15亿美元。“福布斯中文版”

2015 年公布的“30 位 30 岁以下创业者”中，我校周伟、黄承松、金亦冶三位

校友入选，入选人数居首。校友张良伦等创办的“贝贝网”近两年连续完成两轮

共计 2 亿美金的融资，黄承松等人创办的“卷皮网”，2016 年完成 6 亿元人民

币 C轮融资，均已成长为国内知名的独角兽企业。《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

报》等媒体连续刊发专题报道，报道创业“华中大现象”。腾讯发布的“高校创

新创业排行榜”中，我校创业者数量居全国第七，收益榜上高居全国第一。2016

年，学校被评为“湖北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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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题与对策 

 

（一）继续加快本科生国际化培养的进程 

对照“开放式”一流大学的定位，我校参与境外交流的本科生比例仍然偏低。

2016 年的本科学情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学生对“国际视野的培养”的项目评分

较 2014年有明显提高（从 2.88提高到 3.19，满分 4分），但在培养目标的“学

科知识”、“人文底蕴”、“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四方面，“国际视野”

的感知度仍然最低。因此，需根据我校的特点，构建和完善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

应的国际化教育体系，建立有效途径，通过完善拓展联合培养、交换学习、海外

游学、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国际比赛等多种形式，提高本科生海外学习交流的比例，

提升学生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为了在“十三五”期间，尽早实现“三个百分之十”，即本科生参与境外交

流的比例达到 10%，在校生中留学生比例达 10%，中长期的外籍专家（教师）占

专任师资队伍的比例达 10%，一方面，我校将全面实施本科生海外学习交流计划，

拓展本科生海外学习交流渠道，提升海外学习交流的层次与质量，扩大本科生海

外学习交流规模；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引进名校高水平 MOOC 课程，建设一批

“高水平、国际化”课程，鼓励学生选修国际化课程。同时，进一步完善留学生

培养体系，推进留学生与国内学生在教学管理和日常服务的趋同化，为学生提供

跨文化体验和国际化交流经验，拓展学生全球视野。 

 

（二）进一步完善学生学业发展服务体系 

    目前，我校的学生学业发展服务体系建设尚有短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

动性尚未充分发挥，“学困生”预警机制尚不够健全。学校将以实施新的学籍管

理条例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学生学业发展支撑体系，健全学业预警机制，建立完

善分流分层培养机制，学业预警和帮扶指导工作前移，面向全体学生提供个性化

学业指导与服务。总结教师班主任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推进教师班主任制度，

完善学生社区“学业发展支持中心”建设，发扬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员自育

的传统，弘扬我校优良学风，让“学在华中大”的名片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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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未来 5-10 年，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普及化阶段。在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进程

中，审视本科教育教学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扬长补短，才能加快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一流本科教学”。 

    我校将贯彻建设“学生、学者、学术的大学”办学理念，主动服务国家发展

重大战略，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构建充满活力、更加开放的

教育教学体制。大力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立德树人，培养学生创新创

业意识和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打造“一流教学、一流本科”，推动我

校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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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 

 
1．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53.68%。 

2．教师数量及结构：专任教师 3872人，其中教授 1037人，副教授 1377人， 

   讲师 1314人；讲师以上职称占教师的比例为 96.28%，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 

   的比例为 62.35%；专任教师中有博士 2335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75.41%； 

   92.38%的专任教师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中 35岁以下的 1026人，占专任教 

   师的比例为 26.50%，45岁以下的 2382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61.52%；外 

   聘教师 472人。 

3．专业设置情况：全校本科专业总数 97个，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 93个，当 

   年新增专业 2个（数字媒体艺术、医学实验技术），当年停招专业 1个（化 

   学工程与工艺）。 

4．生师比：16.99:1。 

5．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4.89万元/生。 

6．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50186万元。 

7．生均图书：99.99册/生。 

8．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种数：电子图书 2675747册；电子期刊 93743种。 

9.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15.23平方米/生，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为 4.92平方米/   

   生。 

10. 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10464.53元/生。 

11.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自然年度内学校立项用于本科教学改革和建设的专项经

费总额）：15904.04万元。 

12．生均本科实验经费（自然年度内学校用于实验教学运行、维护经费生均值）：

1638元/生。 

13. 生均本科实习经费（自然年度内用于本科培养方案内的实习环节支出经费生

均值）：1824元/生。 

14.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学年度内实际开设的本科培养计划内课程总数，跨学

期讲授的同一门课程计一门）：3692。 

15.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工学 28%-33%，文学 22%-25%，

理学 26%-37%，医学 43%-50%。 

16. 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工学 25%-34%，文学 31%-35%，

理学 28%-31%，医学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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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83.88%。 

18. 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一门课程的全部课时均由教授授 

    课，计为 1；由多名教师共同承担的，按教授实际承担学时比例计算）： 

    32.56%。 

19. 应届本科生毕业率：95.41%。 

20. 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94.75%。 

21. 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93.78%。 

22. 体质测试达标率：94.91%。 

23. 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2015年学生评教结果为，93.14%的 

    教师在 90分以上，6.27%的教师在 85-90分之间，0.59%的教师在 85分以下。 

24.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2015年，我校大学生就业 

    指导中心对用人单位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见表 5-21和表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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