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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 3期（总第 17期） 

内蒙古工业大学党政办公室编                       2020年 4月 28日 

【部厅信息】 

★ 教育部部署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  4 月 13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

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明确各招生单位要精准划定专业分数线，自主确

定复试办法，在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考虑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和学校实

际情况，因地因校制宜，自主确定复试办法，可采取现场复试、网络远程复试、异地现场

复试以及委托其他高校复试等方式，复试启动时间原则上不早于 4 月 30 日。各招生单位

要严格复试过程管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复试过程规范管理，建立健全“随机确定

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导师组组成人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三随机”工作机

制，遵循错时错峰工作要求，不同学院、不同专业要分时、分批有序安排复试，制定复试

期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教育部] 

★ 高等学校中长期（2021-2035年）和“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课题申报工作

开始啦！  4 月 14 日，教育部科技司发布《关于组织高等学校中长期（2021-2035 年）和

“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高等学校科技规划战略研

究课题内容包括行业特色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展规划、新形势下创新创业人才与高技能人

才培养规划、高校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课题、新形势下的高校国际科技合作研究

课题、全面提升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研究课题、高校创新文化和学风作风建设研究课题、

高校科技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科教融合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加强科学教育

推动科学普及九个方面。[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8/s3261/202004/t20200414_443281.html
http://xxb.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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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将在新工科等 4 个领域开建优质教学资源库  为推进“四新”（新工科、新农

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近日，教育部宣布启动部分领域教学资源建设工作，探索基

于“四新”理念的教学资源建设新路径，推动高等教育“质量革命”，聚焦国家重点领域

紧缺人才培养，开展教学资源建设，完成专家组织组建、知识图谱构建、教学资源建设、

资源审核应用、资源持续更新、教师培训等工作。[教育部办公厅] 

★ 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关于调整 2020 年上半年部分考试的公告》 4 月 16 日，教育部

考试中心决定取消原定于 2020 年上半年举行的考试项目，包括：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NIT），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WSK），书画等级考试（CCPT），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CET-SET）。[中国

教育考试网] 

★ 科技部发布《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近日，科技部研究

制定了《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

当前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支撑保障作用。重点举措有：一是要启动实施“科技助力

经济 2020”重点专项。按照“周期短、见效快、程序简捷规范”的原则，通过重点研发计

划快速启动实施一批技术创新项目，特别是短期内能见到实效、带动效果明显的技术成果

转化落地项目，实施周期两年以内，支持一批优秀科技型企业克服疫情带来的短期困难，

对疫情严重地区予以适当倾斜。二是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在推动复工复产中的重要载体作

用。三是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行动。四是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激励引导。五是

实施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百城百园”行动。六是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七是开展

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八是推动科技特派员助力保障春耕生产和扶贫攻坚。九是扩

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科技部] 

★ 山西省调整合并、新建高校、调整优化学科学院  近期召开的 2020 年度山西省教育工

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山西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改革举措。具体来说，改革包括三大方面，

山西将从学校布局结构、学科学院建设、专业设置三个层次对高校进行调整优化，促进全

省高等教育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双提升。在调整优化学校布局方面，山西本科高校将实施

三项措施：第一，创建创办艺术类、外语类本科高校，补齐全省高校类型的缺项。第二，

调整合并人文社科类院校，做强做优理工科大学，办好综合性大学，提升综合实力。第三，

指导独立学院平稳转设为单独建制的普通高校。此外，在调整优化高校学科学院时，山西

各高校二级学院将以学科为统领，对省内学科资源逐步优化整合，通过集中支持，形成拳

头；在常态化推进专业撤停实现“瘦下来”的基础上，山西将启动以“强起来”为目标的

专业调整优化 2.0 版。[青塔网]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053
科技部研究制定了《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jIwMzk1MQ==&mid=2247518180&idx=1&sn=85922444829d05000d00a5cecee801d0&chksm=ec063b24db71b2321ffa20c0680fd41f97df7c8417abed8df99a78c8a1524f12f1406365799f&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215095158&sharer_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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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教育厅发布通知，明确学校开学复课时间  4 月 21 日，自治区教育厅发出通知，

就全区初三高三年级开学复课后，其他学段开学复课时间做出安排：4 月 23 日起，初高中

一、二年级和中等职业学校经盟市指挥部评估达标后开学复课，达不到标准的学校不得开

学。 5 月 7 日起，小学高年级（四、五、六年级）经盟市指挥部评估达标后开学复课，达

不到标准的学校不得开学。小学其他年级和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由各盟市视疫情防控形

势另行确定。 5 月 7 日起，经评估达到开学复课疫情防控标准的高校毕业年级（含高职和

本、硕、博）及无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其他输入风险较大地区生源的高校，先行错峰开

学复课。5 月 13 日起，经评估达到开学复课疫情防控标准的高等院校，可以安排其他年级

开学复课。其中，自治区直属高校由教育厅组织评估，盟市所属高校由盟市政府组织评估。

[教育厅] 

【热点追踪】 

★  布小林到内蒙古大学调研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4 月 19 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布小林来到内蒙古大学，调研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内蒙古大学“省部共

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17 年 9 月获得自治区政府和科技部批

准立项建设，是目前自治区唯一一所依托高校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省部共建草原家

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小林详细了解实验室的研究重点、取得的成果以及

转化应用等情况。她还与实验室李光鹏教授及科研人员深入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对自治区

实施现代种业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实验室进一步汇聚科学研究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

新水平，为提高草原家畜繁育效率、选育优良草原家畜新品种、建立草原生态养殖模式作

出贡献。布小林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产学研协

同创新，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有机融合，建立科技创新成果供需对接机制，促进

研发成果转移转化，为自治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提供有力支撑。[内蒙古日报] 

★ 安徽大学科教融合筑基一流学科建设  近年来，安徽大学以“争一流、重服务、创特

色”为原则，以打造世界一流学科为重点，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为导向，不断推动科教融合、协同创新，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举措主要有：一是

科教融合，建立学科“交叉平台”。安徽大学积极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科院等

国家级科研平台无缝对接，学校先后搭建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院、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与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一起形成四大学科交叉平台。二

是聚焦重点，建立学科“创新平台”。为夯实一流学科基础，安徽大学又相继建设了“集

成电路先进材料与技术产教融合研究院”“多源大数据智能分析与应用”“农业生态大数

据分析与应用技术”等一大批新兴高水平交叉学科平台，新增“功能杂化材料结构与性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c0ODY1NA==&mid=2651994197&idx=1&sn=e9d318236be546dcddc3d6fe86b02284&chksm=84ce4514b3b9cc029c17e76906818693c1ece393d70dc92e7c57bb1ab8ce7dde30ae8425e109&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24481473&sharer_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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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信息材料与智能感知”安徽省实验室，为学科创新发展奠定

了基础。三是深入拓展，搭建学科“国际平台”。围绕解决重大问题、攻克重要技术等问

题,安徽大学实施“111 计划”学科引智基地建设，建立国际联合实验室，强化与国际高水

平大学和国际组织合作，组织协同开展科研攻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 4 所孔子

学院、9 个中国中心，2 个平台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中国教育新闻

网] 

★ 江西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  为促进研究生培养单位规范管理，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针对江西省研究生培养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近日，江西省

教育厅印发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八项要求》，强调研究生培养的几个

重要方面，要求严肃课堂教学纪律，提出非教学和学习需要，禁止学生将手机、平板电脑

等移动智能终端带入课堂，防止学生找人替上课、替签到、替完成作业甚至替考“四替”

现象的发生，强调对学术不端行为坚决“零容忍”。同时，突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要求

研究生每年应参加不少于 15 天的社会实践或调查研究，并撰写一篇调研报告或论文等。[江

西教育网] 

★ 辽宁省高校将联合申报 300 个重大科研项目  日前，辽宁省教育厅出台《辽宁省教育

厅关于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办学 加强校际合作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计划组

建 10 个左右校际合作教学联盟，实现精品课程资源的协同开发和共享共用，完善在线开

放课程跨校选修制度，30 万名大学生跨校修读 2000 门精品课程。建立校际学分认定和转

换制度，为学生学习提供多样化选择和途径。以 1000 个优势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推动

本科生交流培养、硕士和博士生联合培养工作。实行千名教学名师在全省高校互聘任教活

动，支持高校通过教师互聘、干部挂职、跨校组织创新团队等方式，在学科专业建设、深

化教学改革、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举办教师培训、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毕业实习指导

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合作，缓解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和服务振兴发展

能力。建立科研合作联动机制，促进优势科研平台的开放与共享。以高水平学科为基础，

联合共建 100 个校地校企研究院、申报 30 个重大科研平台; 联合申报 300 个重大科研

项目，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不同高校学科间开展联合技术攻关，针对产业

实际需求开展应用研究，解决 300 个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联合举办各

类高端学术论坛及系列讲座，全面提升高校的学术氛围与学术水平。[辽宁省教育厅] 

★ 陕西省探索“互联网+就业”新模式  陕西省在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积极探

索“互联网+就业”新模式，构建网络就业大市场，推进网上就业服务，扎实做好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全省高校已举办网络视频招聘会 126 场。指导各高校主动收集发布用人单

位招聘信息，通过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就业微信公众号、就业微信群、QQ 群等多种方式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048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048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038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038
http://www.lnen.cn/zwgk/zcwj/2946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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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毕业生全覆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多渠道收集选调生、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军队文

职等基层项目信息并及时发布，邀请用人单位组织“空中”宣讲会 200 余场。举办春季“空

中”双选会，1300 余家用人单位线上招才纳贤，招聘需求覆盖学校所有学科和专业，7200

余名毕业生参会求职。西安邮电大学建立困难群体毕业生基本信息台账，实现校院两级台

账信息同步共享，春节前给每位困难群体毕业生发放 1000 元求职创业补贴。[陕西省教育

厅] 

★ 河北省发通知要求退还学生住宿费  近日，河北省教育厅、发改委、财政厅等三部门

日前转发教育部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预警的通知，并结合河北实际，提

出具体要求。一是严格执行教育部学费（保教费）收费规定。各地各学校不得跨学年或学

期预收学费（保教费），未开学或未开课不得提前收取学费（保教费）。二是严格落实住

宿费退费要求。住宿费每学年按 10 个月（每学期按 5 个月）计算。疫情防控期间，学校

应根据学生实际在校住宿时间计收住宿费。在校住宿时间不足一个月的，15 天（含 15 天）

以上的按一个月计算，15 天以下的按半个月计算。多余部分退还学生。（上述规定仅限于

疫情防控期间）三是严肃查处违规违纪乱收费问题。各级教育、发改、财政等行政管理部

门要严肃查处疫情防控期间学校违反预警规定乱收费问题。一经查实，除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严肃处理外，还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并在全省进行公开通报。[中国青年报] 

★ 全国高校启动与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帮一”行动  为做好“稳就业”工作，

切实帮扶湖北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创业，教育部 4 月 8 日印发通知，启动实施全国高校与

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一帮一”行动。“一帮一”行动充分考虑了学校办学类型、

就业工作特点和受援高校需要。首批确定 48 对高校开展帮扶行动，支援高校包括 34 所中

央部委直属高校（含 30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4 所省属普通高校、10 所全国示范性高职

院校；湖北受援高校包括 8 所中央部委直属高校（含 7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30 所省属本

科院校、10 所高职院校。帮扶行动时间定为 2020 年 4 月至 9 月，并将根据疫情防控安排

适时调整。目前，48 对高校已全部完成对接工作，正在共商制订帮扶协议。下一步，教育

部将及时启动对湖北省其他高校的对口帮扶工作，并将定期对帮扶行动实施效果进行督导

检查，及时总结帮扶行动的好做法好经验，积极推广富有成效的对口帮扶模式和做法。[青

塔网] 

【他山之石】 

★ 教育部印发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典型经验  近期，教育部科技

司发布《关于印发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典型经验的通知》。清华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南京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59/202004/t20200421_44520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59/202004/t20200421_445203.html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043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988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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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江苏大学等高校上榜。总结首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典型经验一是要风险防

控机制。清华大学对成果处置标的技术情况、技术受让人情况、交易方案、审批程序等进

行尽职调查；大连理工大学完善管理流程，注重关键环节的风险防控；浙江大学明确了关

联交易的范围，并制定了审批细则，建立了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二是专业化机构和人才

队伍建设。浙江大学有效整合内设机构资源，充分发挥国家大学科技园作用，推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和创新创业工作；北京理工大学探索了事业化管理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的新机

制；东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实施市场化运营机制，有效解决人员聘用、考核和

激励等问题。清华大学组建了包括技术转移专员、知识产权专员、合规风控专员及综合保

障人员的技术转移队伍；南京理工大学通过市场化手段建设职业技术经理人队伍，提供“一

站式”服务；江苏大学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技术经理人队伍，采取“三诊模式”开展成果

转化服务。[青塔网] 

★ 长安大学运输工程学院成立  4 月 18 日，长安大学整合原有交通运输优势学科专业资

源，组建成立了运输工程学院，旨在推进交通运输学科专业进一步发展，提升服务“交通

强国”战略的能力和水平。长安大学将原分属于公路学院、汽车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工程学科及交通运输、交通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进行

资源优化整合，成立了运输工程学院，这是长安大学主动适应建设“交通强国”国家战略

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是进一步完善学校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和交通规

划与管理二级学科发展布局、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中国日

报] 

★ 昆明理工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创新高  据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官网消

息，昆明理工大学 2020 年共有 220 个学科、专业（领域）招收硕士研究生 4409 人，其中

在 217 个学科、专业（领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3902 人，在 40 个学科、专业（领域）

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507 人，复试拟安排在 5 月下旬后陆续进行。[昆明理工大学] 

★ 山东财经大学为近 2万名学生邮寄教材 8万余册  近日，山东财经大学多方联络协调，

严格按照防疫工作标准，组织力量分批为全国各地 19361 名学生邮寄教材 83576 册，为保

证线上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助力。新学期以来，按照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要求，山东财经大学全面开展线上教学，各项教学活动有序推进。针对部分学生

反映电子版教材和课件使用不便的问题，为进一步方便学生学习，该校教务处积极部署学

生教材寄送工作，多方联系教材供应商协商制定发放措施。自 3 月 20 日起，山东财经大

学充分利用小程序、微信群等方式，对学生需求信息、收货地址等进行高效收集，并按照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在严格防疫消毒的前提下，组织供应商有序开展运单汇总、分拣

打包、快递寄送等工作。[中国青年报]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049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049
http://www.kmust.edu.cn/info/1166/17230.htm
http://news.cyol.com/app/2020-04/23/content_185825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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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矿大（北京）校企共建“城市公共危机管理与决策实验室” 4 月 18 日，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与威讯柏睿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联合共建“城市公共危机管理与

决策实验室”的协议。据悉 ，双方将就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公共危机管理与决策指挥领

域中的应用研究展开合作，旨在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可靠、高性能、高可用的现代

化城市公共危机预警系统、管理与决策指挥平台，打造公共危机管理与决策指挥的“智慧

大脑”研发与展示中心，为公共管理学科和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培养提供学研产实践

基地和创新平台。仪式上，中关村能源与安全科技园、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国家大学科

技园也牵手企业，签署共建城市公共危机管理与决策技术创新中心协议，致力于提供国际

领先的应急管理领域的大数据实时分析技术、人工智能精准计算的智慧方案，打造“智慧

应急”新典范，实现公共危机决策的“技术”与“管理”的深度融合，守护城市安全。[中

国矿业大学（北京）] 

★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落户萧山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萧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协议书，双方将共建大学科技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创新

创业成果孵化、产学研技术转移与产业化等领域展开合作。据悉，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市

北、桥南区块 50000 多平方米将用于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项目开发建设。上海交

通大学签约方将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及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关键零部件轻量化及

汽车电子、现代服务业等符合当地需要的产业项目，推动高成长性企业和创新创业人才向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聚，实现区域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升级。落户萧山

后，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将发挥自身的科技、人才、教育、校友等资源优势，结

合萧山当地发展特点和开发区重点领域，把本校科技成果及与国际著名大学合作的创新成

果进行培育转化，真正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青塔网] 

【理论视野】 

★  张炜：大学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时代要求   

    现代大学治理内蕴于现代国家的治理框架之中，我国大学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已经成为

“中国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对于我国大学治理的新要求。他认为，

中国大学治理的现代化要求主要有四点：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建立“三全育人”和“十育人”体制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二是完善制度体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高等学校的根本制度，必须坚持

方向和原则，不断完善任务和措施，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

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充分发挥学术组织的作用，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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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健全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团代会、学代会等基本制

度，充分发扬民主，增强校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

工作机制，健全联系广泛、服务师生员工的工作体系，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

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三是加强队伍建设。高校要坚持“好干部”标准和高素质专业

化要求，着力加强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

设的重大任务，完善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四是坚持方向道路。对于高校来说，既

要重视高等教育的文化传统，更要重视当代人的需要和现实因素，更好地满足新时代经济

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 

 

★  陆国栋：发展迅速 成果卓著——70年我国理工科院校发展变迁分析 

    在“新中国高等教育 70 年高峰论坛”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教授作专题报告。他认为一是理工科院校

70 年发展历程：增长最多最快。理工科类院校数量变迁与我们国家的发展紧密相关。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曾出现三个升本密集阶段，分别是 50 年代的院系大调整时期、70 年代末

至 80 年代初的恢复高考时期和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高校扩招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

理工科院校数量增长最多最快，70 年增长了 33 倍，占比从 1949 年的 13.66%增长到 2018

年的 35.35%。在我国行业特色院校中，理工科院校的数量和增长率也都处于领先水平。二

是理工科院校 70 年发展规模：三分天下有其一。从本科高校的分布看，2019 年我国普通

本科高校共 1265 所，其中理工科院校 383 所，占到本科高校总数的 30%，理工类院校基

本上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理工科院校占了 47.62%；在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中，理工类院校占了 32.63%；在“985 工程”高校中，理工类院校占了 51.28%；

在“211 工程”高校中，理工类院校占了 41%，理工科本科院校重点大学占比要高于本科

院校的平均占比，相对优势比较明显。这表明理工科人才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的重要性，

也凸显了国家对理工科院校建设的支持和投入。三是理工类学生竞赛：理工人才培养的重

要补充。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中，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是高

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任务，学科竞赛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目前，全国性理

工类大学生竞赛稳稳占据全国大学生竞赛的半壁江山，以 2014—2018 年纳入“全国高校

大学生竞赛排行榜”的竞赛项目为例，30项竞赛中理工科相关竞赛达到 18项，占比达 60%。

其中，电子信息相关竞赛更是占了理工类竞赛的一大半。四是教学成果奖：理工类院校教

学发展的缩影。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是高校教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八届教学成果奖

累计颁出 4274 项，获奖超过 100 项的高校一共有 3 个，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

江大学。从教学成果奖归属看，理工类约占 41%左右，农林类占 5%，人文社科类 8%，师

范类 12%，医药类 6%，综合类 28%。从理工类院校所获教学成果奖的学科分布看，工科

类成果奖约占 58.82%，理科类成果奖约占 6.37%，其他学科类成果奖约占 3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