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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走“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道

路。根据学校“五年打基础”战略和教育部关于在重庆大学开展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部署，学校以教育体系建设为切入点，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把学科调整、

队伍建设、教育体系建设、大学制度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整体推进。

２０１３年，学校在学科布局调整上，坚持发展工科、夯实理科，以传统学科为
基础，推进跨学院、跨学科研究中心建设和校际、校企联合工程中心的建立与建

设，积极开展与国际知名大学的联合办学和学部（学院）的国际战略伙伴合作；

在队伍建设上，学校进一步梳理和改革聘任、晋升、评价和薪酬等人事管理制度，

加强预聘制度体系、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机制建设，努力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吸

引和汇聚更多的优秀人才；在教育体系建设上，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功能，不断推动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以质量提升为核

心的内涵发展转变；在制度建设上，学校着力建立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制定《重庆

大学章程（草案）》，完善现代大学制度，进一步明确学校的办学使命和发展方

向。按照中央要求，学校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查摆、认真

解决“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

倡廉建设及制度建设，推动学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本卷年鉴中，我们力图全面、完整地反映学校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教育体

系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由于能力有限，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

批评指正。本年鉴的编纂得到了学校领导及校内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

此一并致谢。

编　者
二○一四年六月





        3月21日，重庆大学举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精神传达会

4月10日，重庆大学举行“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4月27日，重庆大学发起成立“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5月16日，重庆大学举行“放歌十八大 聚焦中国梦”合唱展演



5月17日，首届大学论坛在重庆大学举行

        5月20日，美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Dr.Stephen

Quake做客“重庆讲座”



        5月29日，重庆市大学联盟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学联盟合作协议签署

仪式暨中意大学校长论坛在重庆大学举行

6月24日，重庆大学举行2013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6月25日，重庆大学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重庆

大学校长调整的决定，周绪红同志任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同志不再担任

重庆大学校长职务。图为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王

立英在全校干部大会上讲话。

6月25日，重庆大学原校长林建华在全校干部大会上讲话



6月25日，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在全校干部大会上讲话

7月6日，重庆大学召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9月9日，重庆大学举行2013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

9月10日，重庆大学举行2013年度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



9月11日，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来校视察指导工作

10月11日，重庆大学与辛辛那提大学举行联合办学签字仪式



10月17日，欧可平书记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左）一行

11月2日，卓越大学联盟第四次校长联席会议在重庆大学召开



11月7日，重庆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会

11月14日，重庆大学举行“西门子日”活动



11月16日，周绪红校长会见日本熊本大学校长谷口功（左）一行

11月25日，重庆市副市长吴刚（左）来校调研



11月29日，重庆大学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签署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议

12月12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左四）赴重庆大学调研



12月17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来校调研

12月19日，周绪红校长做客“校长有约”学生座谈会



12月26日，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

12月26日，重庆大学举行2012-2013学年学生“争先创优”总结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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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概况

重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的
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学校地处国家西南工商业重镇、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市，

校园坐落在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区———沙坪坝区。

重庆大学创办于１９２９年，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就成为拥有文、理、工、商、法、医等６个学
院的国立综合性大学。马寅初、李四光、何鲁、冯简、柯召、吴宓、吴冠中等大批著名学者曾在

学校执教。经过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重庆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以工科为主的多
科性大学，１９６０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大力发展人文、经管、艺术、
教育等学科专业，促进了多学科协调发展。２０００年５月，原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
筑高等专科学校三校合并组建成新的重庆大学，使得一直以机电、能源、材料、信息、生物、经

管等学科优势而著称的重庆大学，在建筑、土木、环保等学科方面也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重庆大学现设有文理学部、工程学部、建筑学部、信息学部，共３１个学院，以及研究生
院、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和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学校现设有本科专业９８个，覆
盖理、工、文、经、管、法、教育、艺术、哲学、历史学等１０个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学生５００００
余人，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近２００００人，本科生近２９０００人，留学生１２００余人。在职教职
工５２００余人，其中，教师２７００余人，中国工程院院士４人（外聘两院院士１７人），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６人，“９７３”首席科学家４人，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３人，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７０余人，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３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７人、讲
座教授３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１３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２１人，中
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５人，国家“四个一批人才”１人，部、市重点人才工程人选２４０余人，副
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１８００人，博士生导师６００余人。

重庆大学现设有博士后流动站２４个，一级学科博士点２８个、二级学科博士点１０５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５１个、二级学科硕士点２０５个，专业学位１８种（包括４３个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２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一级国家重点学科３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１７个、国家重
点（培育）学科２个，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１４个，省部级一级重点学科３６个、立项
建设２个。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１０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３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７个，国家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和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３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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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心）６６个，其他各类实验室１３０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２个，教
育部创新团队６个，国防创新团队１个，重庆市创新团队１５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１１１计划”）３个。

重庆大学校园占地面积近５５００亩，有Ａ、Ｂ、Ｃ、虎溪四个校区，校舍建筑面积约１４９万平
方米。拥有设施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累计藏书４０８万册，中外期刊６５００余种，数字图书馆
拥有各类权威文献数据库１００余个，其中，电子图书近２８０万册、中外文电子期刊近９００００
种。中国教育科研网络重庆中心节点站设在学校。此外，还建有远程教育中心、具有一定规

模的多媒体教室与多媒体交互式语音教室，以及多家外国知名企业在校设立的实验室或培

训中心。拥有国家甲级建筑设计研究院和规划设计研究院，以及国家重点出版社等，主办全

国公开发行专业刊物８种。建有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一五”以来，学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重点基金项目、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防科研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
项目３６００余项，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２００余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３５项、省级教学成
果奖１２１项，国家级精品课程（含网络）２０门、市级精品课程４７门。

重庆大学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与美、英、法、德、俄等２０多个国家的１１４所知名高校，
以及美国ＰＡＲＣ研究中心、Ｒｏｃｋｗｅｌｌ、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利宝集团、德国Ｓｉｅｍｅｎｓ、香港美视电力集团等
多家境外及国外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时任ＷＴＯ总干事拉米、时任英国
保守党领袖卡梅隆、奥地利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艾琳娜等多位国家政要、知名人士、国际知

名大学校长曾先后来校访问，诺贝尔奖获得者田长霖、ＪｏｈｎＨａｌｌ、ＡｄａＹｏｎａｔｈ、ＲｏｂｅｒｔＭｕｎｄｅｌｌ
等国际知名学者多次来访讲学。学校作为教育部指定的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院校，已

接收来自美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巴西、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坦桑尼亚等五大

洲的１２３个国家留学生，并被教育部列为中国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建设高校。重庆大学
意大利比萨孔子学院、泰国勿洞孔子学院、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促进了学

校对外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重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张德江、刘延东、

李源潮、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贺国强、方毅、杨汝岱、陈至立等领导

同志曾到学校视察，指导和关心学校发展。教育部、重庆市主要领导同志也多次来校视察指

导工作。学校长期坚持走产学研合作办学的道路，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校已

成为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科学研究中心，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２０万余名优秀高级人
才。其中，４０余人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重庆大学秉承“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宗旨，弘扬“耐劳苦、

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重大精神，倡导“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和“求知、求

精、求实、求新”的学风，坚持“扎根重庆，立足西南，面向西部，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

思路，扎实推进“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建设，朝着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
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办学目标不懈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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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讲话

在重庆大学校长任免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巡视员、副局长　赵　凡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各位老师，同志们：

下午好！

今天我受中组部领导委托，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重庆大学校长调整的决定。先宣读

一下中央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委〔２０１３〕３８４号文件《关于林建华等３名同志职

务任免的通知》，经中央批准，周绪红同志任重庆大学校长，免去林建华同志重庆大学校长职

务。国务院文件国人字〔２０１３〕１２７号《关于林建华等３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周绪红为

重庆大学校长，免去林建华同志重庆大学校长职务。建华同志另有重用。

这次重庆大学校长调整，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中管高校校长队伍建设的全局和重庆大学

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根据工作需要和推进干部交流的精神，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

的决定，组织上分别与林建华、周绪红同志谈话，他们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认真搞好工

作交接，切实履行新的岗位职责。

重庆大学是一所有着８０余年办学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一代代重大人始终秉持“研究

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宗旨，“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以优

良的作风、深厚的底蕴和鲜明的特色，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赢得了良好的社会

声誉，在我国西南地区高等教育领域中举足轻重。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学校党政班子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基调，大胆改革、

锐意进取，努力推动学校快速发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办学实力和社会影响稳步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正确领导下，在教育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其

中也包含林建华同志在两年半的校长岗位上为我们重庆大学带来的新理念和付出的艰辛努

力。

林建华同志长期在高等教育战线工作，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他政治立场坚定，坚持党的

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校情况，视野开阔，行政领导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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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能力强，任重庆大学校长以来，在校党委领导下，紧紧围绕“建设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的办学目标和５年打基础的规划部署，坚持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综合改革的切入点，扎

实推进学科调整、队伍建设、教育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他有较强

的教学科研能力，在化学高分子领域有较高的造诣。他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勤奋，能够把

整个精力用于学校的管理工作上，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民主集中制，与党委书记

配合默契，处事稳重、待人谦和、作风正派、要求自己严格，在这里，对林建华同志为重庆大学

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下面介绍下周绪红同志的情况。

周绪红，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生，湖北石首人，１９８５年４月入党，１９７３年１月参加工作，湖南大

学土木系结构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副主任、研究生部党支部书

记、副主任、主任，湖南大学副校长、长安大学校长，２００６年５月任兰州大学校长。他政治立

场坚定，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思考和谋划学校工作，为国家和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他学术功底扎实，教学科研能力比较强，２０１１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校情况，治学办校经验丰富，组织领导能力和改革创新意识较强，工

作有干劲、有魄力；２００６年５月担任兰州大学校长以来，提出并坚持“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

学”的办学理念，发展特色学科和关键环节“重点垂壁，重点突破”，教学科研工作取得了比

较丰硕的成果，广大师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学校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他

为人正派、待人坦诚、作风务实、敢于吃苦，中央认为，周绪红同志担任重庆大学校长是合适

的，相信全校教职员工会像支持林建华校长一样支持周绪红同志的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平稳

有序开展，也相信周绪红同志能够与欧可平同志一样，紧密团结带领大家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不满足现有成绩，展现新的面貌。

各位老师、同志们，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

族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高校对实现中国梦担负着义不容

辞的历史重任。希望重庆大学广大教职员工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中国梦的科学内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自

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推动学校内涵

式发展，既要有做运筹、利长远、想大事的科学态度，又要有安下心来、专注起来，结合即将开

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阔眼界、开阔思路、求真务实、奋发有为，以良好的作风

和扎实的工作，全面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伟大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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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大学校长任免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　王立英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同志们：

教育部党组完全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完全赞同赵凡同志的讲话。重庆大学有着

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

学校紧紧抓住高等教育大发展、西部大开发、部市合作共建等历史机遇，坚持“扎根重庆、立

足西南、面向西部、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思路，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坚持内涵式发

展，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取得

了突出成绩，成为我国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和西部大开

放提供了有利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目

前是重庆大学历史上发展最好、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

建华同志，２０１２年进入重大以来，认真地履职尽责，全身心地投入办学治校工作，与可平

同志密切配合，与班子成员团结一致，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坚持走内

涵式发展道路，在明确学校发展战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现代大学

制度，统筹整合学科资源，推进协同创新，推动区域高校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教育综合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政治立场坚定，事业责任感强，视野开阔，工作

思路清晰，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坚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为人正派、作风扎实、团结同志、严于

律己，在师生中有较高威信。因工作需要，建华同志不再担任，另有重用。在此，我代表教育

部党组对建华同志对重庆大学的大力发展付出的心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并祝愿建

华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勇挑重担，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

绪红同志，长期从事高校管理和教学科研管理，先后担任长安大学、兰州大学的校长，在

校长岗位上已经工作了１１年。他领导经验丰富，熟悉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思路清晰、视野

开阔，工作有激情有热情，组织引导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强，待人坦诚、处事果断、作风民主，

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长安大学、兰州大学工作期间事迹突出，在师生员工中有较高威信。绪

红同志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结构工程学科的著名专家，他长期从事钢结构和钢混凝土组合

结构领域的教育和科研工作，先后承担过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获得过多项国家和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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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科技奖项。部党组希望绪红同志到任之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了解学校

情况，尽快转变工作角色，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需要，与可平同志密切配合，带领领

导班子和全校师生员工，发扬重大优良传统，不断开创重大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重庆大学校长的调整，是学校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全校师生员工关注、期盼，教

育部党组希望同志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定上来，统一到中央组织部和教育部党

组的要求上来，支持绪红同志的工作。也希望学校领导班子和全校师生员工牢记使命，以党

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继往开来、改革创新、艰苦奋斗、再接再厉，齐心协力把重庆大学的事

情办好。

受袁贵仁部长委托，借此机会，我代表教育部党组对学校近期的工作讲三点意见。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

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的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根本靠的是改革。近年来，重

庆大学遵循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结合学校实际，围绕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大学章

程建设和探索学校与地方紧密合作的长效机制，两个国家教育改革试点项目，系统谋划，深

入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研究推出了综合改革的总体战略，制定了综合改革的行动计划，推出

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同时，面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经济社会迅猛

发展的国际国内大势，学校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深化

学校内部改革。当前，我国教育综合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将要触动的是固有的利益

格局，调整预期利益，优化存量利益，扩大增量利益，实现内生动力，改革任务很重，难度大，

有的改革还会有风险，但必须前行不能后退，这是大局，也是重庆大学推进改革必须立足的

现实。这就要求领导班子当好改革的主心骨、领航者，敢于破解难题，攻克难点。总之，只要

方向是对的，认准了就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要统筹好改革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增强科技服

务的能力，发挥自身优势，坚持服务发展，坚持需求导向，积极推进教育科技与市场经济紧密

结合，力求在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上取得突破。要增强机遇和发展意识，积极融

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西部大开发建设，发挥特色学科优势，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以市场

需求牵引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以地方经济发展助推教学科研创新，不

断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机制，推进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要统筹好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增强综合竞争力，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在改革创新中形成突破，增强后劲，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积极构筑培养高科技创新人

才，造就杰出科学家的精神家园，加强学术建设，规范学术管理，创新科研服务，激发科研人

员的创新活力、创新动力。努力创造出更具社会价值和广泛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要统筹好

发展速度、改革力度、师生可承受的程度，增强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力，要紧紧依靠师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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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充分吸取大家的智慧，加大改革宣传的力度，统一思想认识，凝聚

最大共识，通过更加系统化的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整体提升，探索出一条

具有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改革发展普遍借鉴意义，又具有重庆大学特色的中国改革之路，为推

进国家教育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增强使命意识，勇担时代重任，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十八大对高等教育

提出了新的要求，赋予了新的使命，全面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需要高等教育更好发挥科技第

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重要结合的作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实现，需

要高等教育更好地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四大功能，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高等教育培养更多更好的创新型人才，全面加强

党的五大建设，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这是时代赋予每一位教育

工作者的使命，落实高等教育存在的使命，关键是要把高校领导班子和干部建设好，班子坚

强有力，干部奋发有为，高校才可能科学发展。

部党组希望重庆大学领导班子充分认识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增强责任意识，不断加强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要严格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高校的具体体现，学校领导班子，要始终坚

持党对教育的领导，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加强党政协调，正确处理好党委

领导和校长负责的关系，发挥好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和保证校长依

法独立负责创造性开展工作。书记校长要讲政治顾大局，加强沟通协调，要支持副职在职务

的范围内大胆地开展工作，为他们履职尽责推动工作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领导班子每一

位成员要有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对教育事业要有激情有热情，敢于担当、敢于负

责、敢于创新，要强化职业意识提高职业素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上，聚精会

神抓好管理，以科学管理激发科学创新，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于推动学校科学发展的同

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着力提高办学治校的能力，领导班子坚强有力集中体现在办学

治校的能力上，要不断提高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的能力，用十八大精神统领各项工作，正确

处理好学术自由与正确政治方向的关系，努力做到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坚决抵制各种错

误思想的影响，正确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文阔多样化，增强广大教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三个自信）。要不断提高谋划科学发展的能力，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把高校发展融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当中，综合学校的历史传

统、学科特色、资源条件、所处方位，不断清晰办学，谋划严谨，推进发展，要不断提高科学民

主，坚持依法办校，坚持民主治校，发挥好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共青

团、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以及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学校重大决策中的作用，要不断提高推进

改革创新能力，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善于用改革创新思路和办法，破解学校

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维方法、思想作风，推进学校各项工作，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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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善于利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推进学校章程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理顺内部管理机制，实现

精细化，科学化的管理。不断提高引领文化发展的能力，要重视大学文化的建设，挖掘学校

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涵养学术勇气和文气，勇于思想创新，敢于理论创新，培育独具特色的

重大文化，广泛凝聚师生共识和发展动力，要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明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

理，是对干部的爱护，放弃了这方面责任，就是对党和人民对干部极大的不负责任，加强干部

的管理是学校党委、行政领导班子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以理论建设为根

本，以党性教育为核心，以道德建设为基础，加强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引导党员领导

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利益观，加强干部的党性修养，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

是大非，要加强经常性的培养和教育，要根据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的特点，突出教育特色，

要加强重点部位关键岗位人员的廉洁教育、法纪教育，强化风险防范的意识，对干部出现的

苗头性问题，要早打招呼、早提醒、早管理，要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加强和改进干部考核工

作，把思想政治、领导能力、工作实际和廉政勤政情况作为考核重点，要注重对干部德才表现

以及管理精力的投入，工作作风的考核，加强章程制度，完善内部机制，把干部管理制度、反

复倡廉建设制度、教育教学制度，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增强规范，制约和监督

权力，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聚集，民主气氛浓厚，监

督意识强的优势，畅通师生监督渠道，认真解决师生反映的问题，回应群众关注，要注重了解

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情况，要求干部守住廉洁底线，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流的底线，守住

党和人民交给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认真负责，精心组织，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５月９日，中央印发了关于

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６月１８日，中央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

实践教育活动的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全部的部署。

中央把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拟通过教育实践活动使

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转变作风，弘扬优良作风，解决突出问题，保持清正廉洁，以优

良的作风凝心聚力，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部党组希望重庆大学抓住这次有力契机，利用好这次活动，全力组织，认真参与，以实际

行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真正把发展机遇转化为发展动力。要切实加强领导，学校党组领导

班子要把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部党组将对教育部直属

高校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学校要积极行动起来，提前做好准备，学校主要领导要亲

自抓，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突出为民、务实、清廉的主要内容，要结合重大的实际，制

定符合学校实际的实施方案，保证教育实践活动有序开展，要切实改进作风，学校领导班子

要切实转变作风，努力解决好广大师生员工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要积极开展自我批评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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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不断提高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质量，提升领导班子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不足的能力和

水平，不断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领导班子成员要切实学习好贯彻好中央

的决策部署，要认真学习对照党章，对照廉政准则和高校领导干部十不准，对照中央八项规

定和教育部党组２０项措施，认真查找宗旨意识、工作作风、精神状态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要

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树立群众观念，站稳群众立场，做师生员工的贴心

人，要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做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长期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对重庆大学十分关心，对学校的改革发展给予了有利的支

持，借此机会，我代表教育部党组向重庆市委、市政府表示衷心感谢。部党组希望重庆大学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更加主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做出新的

贡献，也希望学校领导班子紧密团结全校师生员工，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开拓创新，

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在重庆大学校长任免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重庆市副市长　吴　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尊敬的立英组长、赵凡局长，各位同志：

大家下午好！

今天，中组部、教育部在重庆大学召开这次干部大会是重庆大学领导班子建设中的一次

重要会议，刚才赵凡局长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重庆大学校长调整变动的决定，赵凡局长

和立英组长分别代表中组部、教育部做了重要讲话，重庆大学校长的调整是党中央、国务院

从全国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全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重庆大学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慎重研

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及中组部、教育部对我市高等教育事业和重庆大学

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重庆市委、市政府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

重庆大学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高等学府，在国内享有美誉，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近年

来，重庆大学领导班子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团结奋斗，锐意进取，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

社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重庆大学以“佑启乡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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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导社会”为己任，紧密结合重庆实际情况，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重庆直辖以来，重庆大学紧紧围绕重庆市实施“科教兴渝，人才强市”

战略，发挥自身优势，先后承担了全市六千多项科研项目，培养了十多万名各类专业人才，成

为我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并在统筹全乡中国这道改革试验区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两江新区建设等重庆改革发展的重要方面出谋划策、大力支持。给重庆经济社会

跨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和智力支撑。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

组部、教育部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是重庆大学历届领导班子奠

定的坚实基础，特别是近年来以欧可平同志为党委书记的党政班子团结带领下，全校师生员

工开拓创新、奋发图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其中也凝聚着林建华同志两年多来付出的心血

和智慧。林建华同志自北京大学调任重庆大学校长以来，勤勉务实，锐意改革，为全校的改

革发展做了大量颇有成效的工作，也为重庆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重庆市大

学联盟的成立为重庆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建立四部两院的学部制成

为教育部唯一获批的综合改革试点高校，为重庆市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成立的重庆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等更好地促进了学

科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深度融合，对林建华同志在重庆大学的工作和为重庆所做的

贡献，市委、市政府充分肯定。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林建华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祝愿建华同志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并希望建华同志继续关注关

心重庆，继续关注关心重大。刚才，赵凡局长、立英组长介绍了周绪红同志的情况。周绪红

同志政治立场坚定，既有丰富的高校管理经验，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学识渊博，是土木

工程方面的著名专家，相信绪红同志的到来一定会给重庆大学带来新作风，增添新资源，注

入新活力，推动新发展。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绪红来渝工作。

受市委、市政府的委托，我向重庆大学领导班子和广大师生提三点希望与大家共勉。第

一，要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校长的调整变动是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大事，希望重

庆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和全体师生员工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意图，自觉讲政治、顾大局、

守纪律、高度统一思想认识，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绪红同志的工作，确保学校行政主要领导

调整的顺利交接和工作平稳过渡，共同促进学校各项工作更好更快发展。第二，要聚精会神

地建设高水平大学，希望学校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广大师生员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高等教育的新任务新要求，尤其是刚才立英组长对重

庆大学的要求，抓住大学综合改革试点基地，开拓创新，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提升科研水

平、服务社会能力和文化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心无旁骛地朝着建设中国最好的

大学之一的办学目标前进，为圆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第三，要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发展，

主动把学校自身发展与重庆发展的大局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校人才智力资源富集优

势，更加积极广泛地参与重庆经济社会建设，为我市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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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市委、市政府一贯高度重视重庆大学的建设

和发展，今后也会一如既往地在政策支持、经费投入，组织保障等各个方面给予重点关注，大

力支持，助推重庆大学又好又快发展。

重庆高等教育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中组部、教育部一直以来对重庆高校改革发展和

领导班子建设的关心厚爱，不仅在政策资金项目上给予倾斜，还推荐了一批善于办学治校的

干部支持市属高校，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近两年，在立英组长的亲自关怀下，重庆高校先后

有３３批干部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教育部直属高校挂职锻炼，为我市加强高校领导班子

建设、培养后备人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赵凡局长两年前来到重庆大学宣布了建华同志任

校长的决定，今天他又到学校，宣布周绪红同志任重庆大学校长的决定，说明他对我们重庆

大学也是非常关爱的。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中组部、教育部表示最衷心的感

谢。

最后，恳请中组部、教育部继续关心帮助和支持重庆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关心重庆经

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谢谢大家！

在重庆大学校长任免大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原校长　林建华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志们：

大家下午好！正值毕业季，歌声悠扬，我也将告别重大。九百天的重大生活，夜以继日，

殚精竭虑。

在很多人眼里，我坚强执着，不善言词，不苟言笑，我也曾相信自己足够的坚强。这坚

强，来自于对重大责任的忠诚，来自于对团队、师生的热爱，来自于对重大未来的信心。但这

段时间，我却思绪如潮，百转千回，充满惆怅。走在下班的路上，市井喧嚣，行人如织。想到

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你们，离开倾情投入的校园与师生，想到从此我们不再彼此拥有，放眼

望去，一瞬间，感到难以名状的孤独。多少次面对使命，我都选择了坚强。今天，当依恋冲击

心扉，我不知道，温情是否是一种软弱？

每天上下班，都会看到办公楼里先贤的校训。“人类之文野，国家之理乱，悉以人才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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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之因，必人才日出，然后事业日新，必事业日新，然后生机永畅。世界所以进化无疆，国

家所以长存不敝，胥赖于此”，“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这些既是昔日先

贤教育救国的梦想，更是今日重庆大学的宣言：要成为中国最好大学之一！

一所优秀的大学，应当是传播知识的圣地、探求真理的殿堂、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学

生可以在这里陶冶情操，滋养学识，成为栋梁；教师可以在这里研究学术，探求真理，实现梦

想。八十多年来，几代重大人一直在砥砺前行、追逐梦想，做出了卓越贡献。过去十多年里，

重庆直辖、三校合并、“９８５”工程、新校区建设等等，每当重大机遇出现，我们重大人总是全力

以赴、当仁不让。今天，我们面临着全新机遇和挑战。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科教兴国与全面

小康，重庆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要为国家培养能够“适应和驾驭未来的一代新人”，要为

地方发展提供人才和学术支撑；这都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意识到：只

有更加关注内涵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校的整体竞争力。这是我们这一代重大人应当

担当起的历史责任。

实现学校的内涵发展，要求我们悉心了解学生、社会和国家需求的变化，充分认识自身

的优势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战略制订是基于现在而设计未来，

战略执行则是基于未来去改变现在。为了迎接未来挑战，为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现在

必须做出改变。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我们一直在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和制度氛围，努力使每个人的潜力

都能充分展现，真正使“近者悦、远者来”。很显然，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时

间，需要耐心，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行。我们确定了要成

为“中国最好大学之一”的愿景，将“学科调整、队伍建设、教育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作为近

期的四项重点任务，全力地推进和实施，努力为未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我们梳理了学校

发展的战略地图，制定了学校综合改革的行动计划，并开始逐步实施学校的综合改革。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重庆大学已经在内涵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我们的学科

调整取得进展，工科更加注重与行业和地方产业的协同；文理科院系的学科布局更加合理，

高研院、创新药物中心等充满了活力与生机。我们的“人才强校”战略取得成效，预聘制、

“百人计划”和青年学者启动制度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教师的评价和晋升体系的调整，薪

酬体系改革和年度增长机制的建立，改善了教职工待遇，引导大家更加关注学生、安心教学、

潜心学术；实施自主科研项目、建设公共研究平台，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学术发展条件。以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为特色的教育体系建设正在展开，调整培养方案，改革教学方法，致力于为

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打开校门，建立与企业行业、科研院所和国外大学的长效合作机制；提

高奖助学金，改善研究生生源质量，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推进现代大学制度

建设，完善各类委员会，使学校的决策更加民主，流程更加合理；建立学部，明确责权，使资源

和权力向责任主体转移；改革学院和职能部门的评价体系，引导内涵建设，提升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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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学校继续拓展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校友会和基金会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合作和

拓展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国际合作更加活跃，一批重要国际合作项目正在实施；校园建

设取得进展，以人为本、尊重历史、人与自然和谐、低碳等校园建设理念已成共识。可以说，

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更加注重内涵、更加注重长远、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内涵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场深刻的变革，涉及体制机制，触及灵魂，是一条艰辛的

路。我们重庆人都知道，容易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向上的路都要爬坡上坎，成功的路一定布

满荆棘！我很高兴周绪红校长接任重庆大学校长。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有着长安大学和

兰州大学两个不同类型大学的领导经验，是一位资深的高校管理专家。我相信，在他的领导

下，我们一定能实现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目标！

欧书记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每每想来我都感慨唏嘘，感谢重大的领导团队！我们一起

努力和探索的日子还那么历历在目，转瞬就到了分别的路口。如果早知道今天别离，就不会

只忙碌于工作，也许我们可以花些时间，一起欣赏虎溪美丽的晚霞，一起享受重大草地的芬

芳，一起闻听民主湖的雨滴，一起欣赏“学霸雁”的神奇。我衷心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感谢重大的师生员工们，你们的信任和亲情是支撑我面对困难和压力的力量。即使不

能天长地久，能为你们而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会永远怀念和珍惜在重大的经历，相信并

期待着重大。

再见了，重大！再见了，朋友们！

在重庆大学校长任免大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校长　周绪红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志们同学们：

下午好！

刚才，中组部赵凡副局长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重庆大学行政主要领导的决

定，我能够成为重庆大学的一员并担任校长是我的荣幸。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服从组织安

排，并深刻领会、认真落实赵凡同志和王立英同志的讲话精神。１１年前，我从湖南大学沿着

湘江北上，先后在三秦大地上的长安大学和黄河之滨的兰州大学工作，今天我又有幸来到嘉

陵江畔，担任重庆大学的校长。可以说，我的人生注定与西部和西部高等教育结下了不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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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衷心感谢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组部、教育部和重庆市委、市政府，重庆大学广大师生

员工的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感谢组织上给了我施展才华的舞台。

重庆大学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享有“嘉陵与长江相汇而生重庆，人

文与科学相济而衍重大”的美誉。在建校八十余年的发展和积淀过程中，形成了“研究学术、

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宗旨，塑造了“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重

大精神，“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和“求知、求精、求实、求新”的学风。特别是近

年来，学校坚持“扎根重庆、立足西南、面向西部、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思路，领导班子

高度团结，全校师生意气风发，各项事业方兴未艾。在机电、能源、材料、信息、生物、经管、建

筑、土木、环保等学科领域的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重庆大学一直是我心目

中尊敬和仰慕的大学，我衷心感谢一代一代重大人为学校改革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为

我留下良好的工作基础。借此机会，我还要特别对党委书记欧可平同志、即将赴任另一重要

岗位的前任校长林建华同志、班子全体成员、全校教职员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尤其要对林建

华同志表示良好的祝福，祝愿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我曾经有幸作为专家参加过重庆大学的“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的专家论证或评审工

作；和有关学者在多年前就有国家重大课题合作研究，并一起获得了重庆市和教育部的科技

进步奖；作为学术评审专家，也曾经多次支持过重庆大学的项目申报和科技奖励评审工作；

我和林校长也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在教育部科技委做专家；我还和包括欧书记在内的

至少４位以上的校级领导在国外培训学习中同过学；在兰州大学工作期间，与来自重大的兰

大党委书记共过事；在长安大学工作期间，重庆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在西安参加学术会议时因

心脏病逝世，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处理了他的后事；我从事的专业在重大也是享有盛誉

的，我还来重大作过学术报告，在１１年前就被聘请为重庆大学的兼职教授。可以看出，我早

已与重庆大学的领导和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我衷心地希望广大师生员工接受我这位重庆

大学的新兵，批准我晋升为重庆大学的正式教授，并支持我的工作。我也一定努力学习，谦

虚谨慎，戒骄戒躁，弘扬重大精神，传承办学理念、落实战略规划，一心一意为学校谋发展，将

自己的一切融入重大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将自己的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重庆大学的师生

员工。

此次，中央决定由我担任重庆大学校长，既体现了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关怀，同时也是对

我的又一个崭新考验，我深深地感觉到担子沉重、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当前，我国的高等教

育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和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实施全面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若干意见，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实现重庆市“科学发

展、富民兴渝”，在西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的奋斗目标，也

需要我们义不容辞地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更为有效的支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面

对新的岗位、新的局面、新的挑战，要肩负起这样一个历史使命，就我个人的能力与水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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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唯有不断学习、不懈努力、全力以赴、鞠躬尽瘁，不计个人进退得失、与重大师生同甘共

苦，才能挑起这副担子，才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确保这次调整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我将

时刻牢记组织的重托、师生的期待，与欧可平书记密切合作，团结并带领学校党政班子认真

履职，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贯彻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确保重庆大学的和谐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坚信，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组部、教育部和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有

学校党政班子的励精图治、团结进取，有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顽强拼搏，重庆大学一定

能够建设成为一所有灵魂的大学、有特色的大学，“中国最好大学之一”的奋斗目标也一定能

够实现！

谢谢大家！

在重庆大学校长任免大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同志们：

刚才，中组部、教育部、重庆市政府领导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

望，建华同志、绪红同志分别作了很好的讲话。在此，我代表重庆大学党政班子，代表全校师

生员工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衷心感谢林建华同志为重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的重

要贡献！热忱欢迎周绪红同志就任重庆大学校长！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建华同志从北京大学赴重庆大学任校长，到今天正好两年半，虽然

时间不长，但建华同志和重大师生结下了深厚情谊。就个人感情来讲，我希望他继续在重庆

大学工作，学校师生也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对林校长的挽留。但着眼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大

局，我支持他到新的岗位工作。

建华同志担任重庆大学校长以来，自觉接受校党委领导，政治成熟、立场坚定、视野开

阔、思路清晰、工作勤奋，努力把北京大学的办学经验和先进理念与重庆大学的工作实际相

结合，与班子成员一道，进一步明确学校的办学理念，厘清发展思路，制定了两步走的发展战

略，提出把重庆大学建设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宏伟目标。遵循办学规律，坚持从队伍

建设、学科调整、教育体系建设、制度建设四个方面打牢基础，制定综合改革总体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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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改革行动计划，推行学部制、预聘制，调整学科布局，建立大学联盟、实施百人计划、建立

高研院、积极推进以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特色的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考核方式和评价体系、

改善办学条件，实施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改革举措。建华同志有思路、有魄力，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争取资源，延揽人才，努力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发展氛围。目前，全校上下正

努力朝着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办学目标不断迈进。

两年半来，建华校长为学校的改革发展殚精竭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师生员工结下了深厚友谊，在重庆大学发展历史上留下令人难忘的一页。建华同志作为

重庆大学第１５任校长，对学校发展作出的贡献、和师生员工结下的友谊，重庆大学不会忘

记、全校师生不会忘记。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建华校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和

崇高的敬意！

建华同志的工作调动，是中央对建华同志的信任和重用，也是对他在重庆大学工作业绩

的肯定和认可。今后，建华同志的责任更大、任务更重。祝愿建华同志在新的岗位上一帆风

顺、大展宏图。也希望建华同志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重庆大学的发展，重庆大学永远是你温

暖的家，欢迎你常回家看看！

中央任命周绪红同志担任重庆大学校长，充分体现了中组部、教育部党组对我校领导班

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重庆大学长远发展寄予的殷切期望。绪红同志先后在湖南大学、长

安大学、兰州大学担任校领导，担任正校长有十一年时间，是一位资深的大学校长。他阅历

丰富、视野开阔，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校情况，办学治校理念清晰，创新意识强，工作勤奋，

作风正派。多年来，绪红同志既是我的老朋友，也是重庆大学的好朋友，他一直关心支持重

庆大学的发展。现在，绪红同志担任重庆大学校长，直接领导和参与建设重庆大学，一定能

为学校事业发展带来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力。在此，我代表重庆大学党政领导班子

和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周绪红校长来校工作。我们共同努力，维护团结和谐，凝聚发展合

力，加快学校改革、建设、发展进程，巩固学校发展的大好形势，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再上台阶，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回报上级领导的关心厚爱和师生的信赖。

重庆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办学传统的大学，多年来，学校领导班子讲政

治、顾大局，团结和谐、务实进取。请中央放心，请中组部、教育部、市委、市政府领导放心，重

庆大学一定像支持建华同志一样支持绪红同志的工作。当前，学校正处在综合改革、内涵发

展、提高质量的关键阶段，全校师生员工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组部、教育部、重庆市政府

领导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维护团结，倍

加努力工作，不断开创学校发展的新局面，为早日实现重庆大学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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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３年春季开学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５日

同志们：

刚才，林校长代表学校党政班子，通报了学校发展思路，对今年学校的重点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白晨光同志传达党风廉政建设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为开好今天的干部大会，

开学前，学校召开了党政联席会，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刚才，林校长的

讲话，代表了学校党政领导班子的意见，我都赞同。下面，我再补充几点：

第一，关于学校综合改革试点的问题。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国家召开了全教会，之后正式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作出的重要部署。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

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印发了《关于报送国家

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全国５９所部属高校申报、承担了１３５个国家教育

体制改革试点项目。这次国家审批教育改革项目的原则是：在学校申报项目的基础上进行

筛选、审批，学校没有申报的，国家不下任务。在当时条件下，所有学校申报的项目，都是针

对某一个方面的单项改革，没有一所学校申报综合改革试点，所以国家教育改革项目中，就

没有综合改革试点的学校。我校申报了“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完善大学章程建设”

和“探索学校与地方紧密合作长效机制”两个项目。在推进教育改革试点的过程中我们感觉

到，单项的教育改革，步子很难迈得开，很难有大的、根本性的改变，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兼

顾、综合改革、有序推进。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结合学校办学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新确

立，制定了“两步走”的战略，提出了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道路，并确定围绕学科调

整、队伍建设、教育体系建设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四个方面重点工作打好学校内涵发展基

础，推行了学部制、预聘制、大学联盟、百人计划、第五轮设岗聘任、建立高研院等改革措施，

涉及到学校教学、科研、人事、学院管理、薪酬等方方面面。去年１０月，检查组对我校改革项
目进行了检查，我们把学校的这些改革的想法和做法向检查组进行了汇报，检查组对我校的

改革举措高度评价，认为我们进行的改革已不再是原来申报的两个单项改革了，而是综合改

革。学校的做法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正面的反响，去年暑假，林校长在全国高校咨询会上

作了大会发言，不少著名大学的校领导也认为，重大的确是在以改革推动学校内涵发展。之

后，四川大学等高校的领导也带队到学校交流学习，这两年学校的各方面工作也在大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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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下，悄然发生着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得到师生的认同。我和林校长以及班子成员都感到

需要把学校这两年来发展变化的情况向教育部汇报，希望得到教育部党组关心、支持，更有

利于推动学校改革发展。今年１月４日，教育部安排了一次专题汇报会。我和林校长，还有

立春、四平、茂国几位同志到教育部，专题汇报学校综合改革试点的想法和做法。部党组副

书记、副部长杜玉波，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陈舜，还有综合改革司、人事司、高教司、科技司、

国际司的负责同志听取了汇报。两位部领导带领五位司局长，专题听取一所大学汇报，这在

教育部也是不多见的，这充分体现了教育部对重庆大学的高度重视。教育部领导对学校综

合改革的想法和做法高度评价、充分肯定。杜部长说，完全赞成、赞赏我们改革的意愿、决心

和行动。重大前期作了一些工作，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来做综合改革试点。他对学校的

综合改革充满信心和期待，希望通过我们的综合改革，促进重庆大学的发展，同时，希望学校

在综合改革中走出路子，积累经验，在全国高校中发挥示范和指导作用。杜部长说，他对学

校的想法和做法完全理解、信任、支持。他代表教育部表态，教育部对重庆大学的综合改革

充分理解、信任、支持、授权。希望重庆大学往前走，走到底，实现学校确定的目标。杜部长

还把重庆大学作为他推进高校改革的联系点。

这次教育部领导听取我们的汇报后，我就在思考，为什么部领导这样重视重大改革？我

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仅靠单项改革很难有大的突破，高等教育的系

统性强、矛盾多、难度大，需要综合型的改革；第二，重大改革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有很强的生

命力，不是模仿，而是有科学的理论、理念和方法作指导，又结合自身实际；第三，全国高校需

要这样的示范，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杜部长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改革需要领头羊，需

要领头雁，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希望重庆大学就来做这个领头羊、领头雁，成为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我们保护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共同努力，重庆大学的综合试点改革一定能闯

出一条路子。第四，重大的改革还需要深入，要完善，因此我们要坚定信心、统一思想、形成

共识，这也是贯彻十八大精神最好的落实。

刚才林校长也对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作了布置，我把综合改革的有关情况，向全校干部同

志作一个传达，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学校综合改革的背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

度，来推进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只有全校上下的积极参与，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才能顺利推

进，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大家要认识到，综合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另起炉

灶，而是在已进行工作上的深化、完善，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更加科学、系统、全面的推进

学校的发展战略，更加扎实地落实五年打基础的工作，扎实做好学科调整、队伍建设、教育体

系建设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今年的重点是教育体系建设，林校长已作了具体部署，我就不

再重复了。

第二，强调一下风气问题。

去年年底，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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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中包括精简会议、改进文风、厉行节约、轻车简从等，中央政治局在改进工作作风方面

从自身做起，严格落实规定，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为什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开始就这么强调作风建设？我们回过来看一看，这些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圆了我们千年飞天梦、百年奥运梦，经济发展速度、国家综合

实力都令西方十分羡慕和嫉妒，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是前所未有、十分巨大的，但为什么老

百姓对党和政府总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有的矛盾还十分尖锐。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的同

志作风出了问题。不少干部昏昏然了，话也大了，气也粗了，搞攀比，讲摆场，出手很阔气，忘

记了我们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大国。说话干事背离国情，背离了地方的实际，

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些都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所以，习近平同志强调，现在社会上奢靡

之风、奢华之风很甚，作风上的问题，绝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

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改进工作作风，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因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转变工作作风的决心坚定、态度坚决、言出必行、敢动真

格。去年底以来，全国召开的会议，会风发生了很大转变，中央领导到基层调研也在发生着

转变。有的干部对中央的规定不重视，我行我素，结果在铺张浪费上丢了帽子，最近这方面

的报道也很多。格力集团党委书记周少强一顿晚餐，１７个人消费３７０００元，喝了１２瓶红酒，

消费２３７００元。结果周少强被撤职，晚餐消费超出标准部分，由参会者自己支付。同志们也

感受到了在作风建设上，自上而下、方方面面的变化，社会评价很正面，老百姓很拥护，我相

信同志们对这种转变也是衷心拥护、坚决支持、严格执行。学校结合自身实际，也印发了《贯

彻落实〈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从改进调查研究、主动服务师生、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严格出访管理、

厉行勤俭节约、加强督促检查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我们作这个规定，不是为了作秀，不是

为了沽名钓誉，就是要老老实实去做。首先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执行，要严格执行，

自觉接受全校师生员工的监督；同时，我在这儿也代表学校党委、行政，要求全校领导干部要

严格执行。党办、校办、纪检办要负责监督检查，没有做到的就要敦促做到，违反了的就要责

令整改。有时有的同志可能偶尔疏忽了的，不是有意识的，那就提醒一下。总之，今天是开

学第一天，新年新气象，从今天起，我们就严格执行，绷紧勤俭节约这根弦，全校上下要保持

好风清气正、艰苦奋斗、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第三，关于干部学习的问题。

学习就是干部的看家本领，重视学习是我们党的传统和法宝。尤其是在国家处于改革

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全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时候，党中央特别强调学习。刚才，林校

长对我们面临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新的形势对全校师生员工，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目标，也对我们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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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大会的时间，对在座的干部同志们提个醒，一定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一要学习和把握

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办学规律。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强调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发展的

理念、举措都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作为高校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变化，认真学习

研究，吸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经验；二要学习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施政纲

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１００余天，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可以
说新班子新风气、新变化、新起点，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局开得非常好。作为领导干部，要具有

这方面的政治敏锐性，只有加强学习，才能跟上节奏；只有学在前头，才能走在前头；只有学

得多一点，领会深一点，才能掌握主动权，赢得引导权。再有，我们地处西部，在同类高校中，

我们基础较差，发展相对滞后，观念比较保守，现实和我们提出的奋斗目标，确实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加强学习、振奋精神、更新观念、创新思路、大

胆改革，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一个真理。因此，加强学习，我们才能在竞争环境中赢得先机，

实现赶超。

最后，再强调一下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

每学期干部大会，我们都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其目的就是让大

家做到清醒任职、清正履职、廉洁从政。党的十八大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

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中央新领导层关于反腐倡廉工作作了６次重要表态。习
近平总书记履新首日即“强调反腐”，谈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并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从严

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王岐山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

治本赢得时间。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已经宣布了至少１５名厅级
以上干部落马、１２名厅级以上干部被免职的信息，这其中，我们重庆又点了一个“头彩”。这
些都说明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

学校今年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一是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以工作岗位

为点，以工作流程为线，深入查找单位、部门和岗位廉政风险点，着力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

范、预警及时、措施有力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二要把好基建、物资设备采购、招生、财务管

理、科研经费管理、校办产业管理、学术道德建设七个关口，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强化监督

制约。三要认真抓好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中的反腐倡廉工作，做到同研究、同部署、同

检查、同落实，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四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和学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部

署和要求，继续做好党务公开，“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同志们，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学校推进综合改革工作

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同志们振奋精神、坚定信心，以强烈的责任感

和事业心，从新学年第一天开始，以新的面貌、新的作风、新的举措，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实

现学校办学目标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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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
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０日

同志们：

今天，学校集中一天的时间，共同总结学校这两年多的工作，研究学校今后几年的发展

战略和综合改革。上午，林校长作了主题报告，之后分成六个组，进行了小组讨论。刚才，六

位同志分别把各小组讨论的情况，作了交流发言。大家都讲得很好，既肯定了学校这两年来

工作的成绩，也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对进一步完善学校发展战略，改

进学校工作，推进综合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后，会议秘书组将根据大家的发言，和

上午小组讨论的情况，进行认真梳理，学校党政班子将对大家的意见进行深入研究，认真吸

纳大家的意见。只有凝聚全校师生员工的智慧，调动全校师生积极性，大家群策群力，共同

参与，才能把学校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借此机会，我讲三点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学校所处的方位和发展方向

合校以来，我们抓住合校、直辖、西部大开发、高校改革等几个重大历史机遇，学校各项

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学校的规模更大、学生人数更多、学科专业更全、科研平台的数量显著增

加，学校的管理幅度和体量更大，反映学校作为研究型大学的核心指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学术竞争力不断提升，学校进入了中国高校的第一方阵，国家和社会对

学校要求更高、希望更大，学校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看

到，我们的软肋是核心指标不强。上午，林校长在报告中，把重庆大学与教育部直属的１３所

工科协作组高校进行了深入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映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

核心指标，比如院士、长江、杰青等高水平人才、高水平论文和科研成果、毕业生升学与出国

比例等等，我们都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如何在巩固学校发展成绩的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和

新的突破，不断提升我校的办学水平和实力，这是摆在我们大家面前需要回答和应对的问

题。

就全国而言，中国高等教育也正处在向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重要转型期。为适应新的

形势，学校明确提出了坚持内涵发展、提高质量，走深化改革的路子。２０１１年，学校确立了

“两步走”战略，即从２０１１年起，用五年左右时间打基础，重点做好学科调整、队伍建设、教育

体系建设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四个方面的工作；力争在“十三五”时期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全

面提升学校的社会声誉和国际竞争力，到建校一百周年时，将重庆大学建设成为“中国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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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之一”。今天上午，林校长把两年多来学校的工作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提出了未来

三年、特别是综合改革的举措。同志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参加了文理学部的讨论，其他

校领导也分别参加了各小组的讨论，从讨论的情况看，大家普遍认为，两年多来，全校师生员

工团结一心、迎接挑战、抢抓机遇、求真实干，学校各项改革顺利推进，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

成效。我们推行了学部制、预聘制、大学联盟、百人计划、第五轮设岗聘任、建立高研院等改

革举措，涉及到教学、科研、人事、薪酬、管理等方方面面，这些举措，真正是按照大学的办学

规律，着眼学校发展长远，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这些改革之所以能得以顺利推进，并取

得阶段性的成果，是全校师生员工理解、支持的结果，也是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成绩，珍惜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认清学校所处的方位，坚定发展的

信心。

第一，要坚持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核心使命不动摇。我们要进一步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

学校工作的中心地位，逐步扭转以前重科研轻教学、重学科轻育人的现象，回归大学本质，强

化核心使命，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和氛围，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全面提

升，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够适应和驾驭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要坚持教师队伍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不动摇。要大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

特别关注和支持青年教师和学术骨干的成长发展，把握好规模、结构、层次三个方面，抓住培

养、引进、稳定、提高四个重点，处理好现有人才与引进人才、引进与使用、关键群体与基本群

体、物质驱动与精神驱动、德才兼备与不拘一格五大关系，特别要处理好“近者悦”与“远者

来”的关系。“近者悦”是“远者来”的基础，正是因为重庆大学有心情舒畅、干事创业的良好

氛围，才是吸引“远者来”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要用比较有吸引力的条件，引进高水平

人才，为学校发展注入活力，切实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这项工作在当前众多高校竞争激烈

的环境下，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第三，要强化学校的优势与特色不动摇。重庆大学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和积淀，有着悠

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们自身独特的文化、风格和精神，建校之初就提

出了与现代大学职能相一致的办学宗旨，“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育人传统；这

都是我们引以为自豪和应坚持发扬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传统的不足，比如我们

的学生创业创新能力不足，视野不够开阔，因此，在文化的传承上，既要坚持优势和特色，又

要与时俱进。５月１８日，学校召开了中国首台工业ＣＴ机第一幅图像成图２０周年纪念大会，

我和林校长都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同志一致认为，ＩＣＴ之所以能够搞出第一幅图像，并且２０

年来，一直保持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是因为在抓这个项目上，学校比较早地发挥了我

们多学科交叉、融合、联合攻关的优势，坚持产学研结合，并且是三代人坚持不懈共同努力的

结果。ＩＣＴ的成功提示我们，重庆大学要保持自己优势地位，只是固守原有传统学科是不够

的，学科建设上，要坚持创新，走学科交叉融合的路子，要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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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有利于人才培养和发展，这样才能形成新的综合优势。在整个学校发展上还要与时

俱进，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学校目前提出的坚持“内涵发展、提高质量”为主要内容的

综合改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综合改革，既不是抛弃历史从头开始，也不是丢掉传

统标新立异，恰恰是立足学校现有的基础、优势和特色，通过综合改革，使学科结构更合理，

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更高、实力更强，学校管理更科学，不断增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

展能力，更好的适应和满足学生、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实现学校更好更快发展。

二、正确认识学校的校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

近年来，在国家和重庆市的大力支持与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奋斗下，学校党政抢抓机

遇、谋划发展，学校各项事业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是我们仍处于国内大学第一方阵中间

偏后的位置，学校的总体发展水平和核心指标与国内外一流大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体现

在：第一，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综合实力有差距；第二，我们的优势学科少，高峰异峰不突

出；第三，我们队伍的整体竞争力不强，特别缺少学术领军人物。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差距。

在困难中求生存，在竞争中谋发展。只有正视差距、追赶差距、敢于竞争、宽容失败，才能在

高水平竞争中实现高水平进步。

比如，在科研平台建设上，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学校有了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三

个国家级的科研平台，都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特别这些年都有很大发展，比如在齿轮

传动、高电压传输、瓦斯安全方面，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与几年前相比，都有很大的变

化和发展，对学科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我们都为之感到高兴。今年，三个实验室参

加了国家评估和验收，这个评估不是和我们自己比，是和国内其他国家重点实验室比，某种

意义上说，也是和其他国内一流大学比。通过这种对比，我们的不足就明显凸显出来：相对

而言，我们重点实验室有优势的学科方向比较狭窄、总体队伍的数量不足、更缺少院士等高

水平领军人物。就其实验室成果看，总量和水平与其他大学比也有差距，对此，我们要有正

确的认识，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这就像马拉松比赛，开始大家都在同一起跑

线上，前边５公里大家差距也不大，不要因此就认为大家是一个水平而沾沾自喜，随着比赛

的进行，差距可能就会逐渐凸显出来。马拉松比赛，比的是身体的实力、拼的是韧劲和耐力，

只要方向正确，坚持不懈，最终结果也会悄然发生变化。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选择正

确的方向、打牢基础、增强后劲、加强队伍建设十分重要。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引进

人才、使用人才，增强竞争实力。真正建立起既有队伍支撑、又有成果展现的名副其实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用实力说话，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学校正处于打基础的关键阶段。但打基础的工作往往一时半会看不到成效，不被

人们所关注，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地面建筑上升的速度和高度，看不到地下基础的深度和难

度。因此，打基础的工作和我们以前工作的模式、办法、考核、评价都会产生差异，从上到下

都有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也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坚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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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摒弃浮躁、不图虚名，牢牢把握学校所处的历史方位，真正着眼长远，卧薪尝胆、沉心静

气，扎扎实实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发展确定的各项任务和工作，不急功近利，不急躁冒进，要有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你东西南北风”的决心和定力。

同时，我们要正确认识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参与高水平竞

争，在竞争中历练成长，这本身就是进步，也是成长的必然阶段。学校要大力营造积极进取、

敢于竞争、宽容失败的精神文化。代表学校参与高水平竞争的专业、团队、个人，不仅需要学

校政策、资源上的倾斜，更需要全校师生心灵上的关心、道义上的支持。在与高手的竞争中

暂时处于落后的位置，更需要全校师生的加油鼓劲，不仅在取胜时加油，更需要在落后时鼓

劲，我们应当多一点宽容，多一些理解，多一份支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有了学校和全校

师生作为坚强的后盾，就会有更多的人踊跃参与高水平竞争，有更多的人在激烈的角逐中胜

不骄、败不馁，愈挫愈勇，获得最终成功，重庆大学的发展就会因此获得不竭动力，越来越有

后劲，越来越向我们的目标靠近。

三、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建议，反对恶意攻击损害学校声誉

重庆大学是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家园，我们与学校荣辱与共，大家都深深地热爱这所

学校。这种热爱，表现为大家对学校的关心、关切，表现为大家用双手，一起去建设学校、发

展学校。因为热爱学校，所以我们在外人面前常常赞扬学校，而在校园里，我们又常常因学

校的发展不尽人意而着急，所以我们常常批评学校。无论是批评也好，表扬也好，都是希望

学校的工作做得更好，发展得更好，都体现了师生对学校的关心和热爱。有老师对我讲，因

为爱学校，所以要批评学校。作为校领导，我们知道，爱之愈深，言之愈切。请大家相信，学

校领导有这个心胸气度，容得下不同声音，听得进批评意见。师生们出于对学校的关心、热

爱，提出的任何建设性、批评性的意见建议，学校从来都是欢迎的，言路也是畅通的。比如，

学校党委有纪检，行政有监察、有信访，还有工会教代会提案、民主党派双月座谈会，有各类

座谈会、民主湖论坛等，还设立了书记、校长信箱，每年通过这些渠道，收到了大量对学校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学校作了及时的处理，不断改进学校的工作。有老同志对书记、校长信箱

本身也提出了批评，说写在信箱前边的那段话，语气比较生硬，看了让人觉得不舒服，学校及

时作了修改。学校的工作既要总结经验，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只有不断反思，工作才能持

续改进。客观上讲，我们的工作确实也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师生员工的沟

通、交流，有的师生因为不了解情况，对学校的工作产生了误解，这是学校的责任，我们一定

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前不久民主湖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檄文，这篇文章对学校的发展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有的话确实说过了头，甚至有道听途说、侮辱人格的

话。按照论坛管理原则，可以删除不符合客观实事的言论。但林校长说，学校发展就要广开

言路，听取不同意见，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帖子保留下来，以此警醒我们，鞭策我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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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得更好，对文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进行认真研究，吸取建设性的意见，改进我们的

工作。我们相信，师生都有一颗热爱学校心，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了，误解终会化解，学校发

展成果终会得到全校师生认可。

但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借梁锡昌教授坠楼事

件，通过公网论坛和微博等校外网络媒体，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恶意攻击重庆大学、抹黑机

械学院和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甚至对学校领导、对学院领导进行人身攻击，造成了极

其恶劣的影响，严重影响学校声誉。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对学校有感情的人、真正热爱学

校的人，绝不会去做、也绝不允许这种恶意抹黑学校，故意捏造事实败坏学校声誉的恶劣行

径。梁锡昌教授是学校发展的有功之臣，为学校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离去，是学校的

巨大损失。学校党委、行政十分惋惜，十分重视，举行了高规格的告别仪式，林校长主持告别

仪式，我致告别辞，对梁锡昌教授一生高度评价，对梁锡昌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

梁锡昌教授家属对学校的关心慰问及善后处理工作感到满意，并表示感谢。但当我们还沉

浸在失去梁老师的悲痛中的时候，就有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梁老师的去世，为一己私利，无中

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发布严重损害学校形象、恶意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论。无论是学

校，还是梁老师家人，对此都十分气愤，家属明确表示，希望不要借此炒作，让逝者安息。学

校从尊重逝者和家属隐私考虑，尊重家属意见，只在网上对事件作了简要说明。学校因此遭

受外界以及部分师生误解、甚至批评，我们觉得，为了尊重逝者和家属隐私，学校应该有这个

担当。不能为了撇清责任，而不顾一位曾经为学校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教授的尊严和隐私。

但个别别有用心者仍不断造谣中伤，破坏了学校团结和谐的发展氛围和外部环境，有的言论

已经触犯法律，学校对此坚决反对，并将在必要时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学校的声誉。我希望全

校师生，认清个别人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自觉抵制这些行为，维护好学校和谐、奋进的发

展氛围。历史和实践证明，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学校的发展进步。学校和谐稳定的时候，

就是学校发展最好、进步最快的时候，也是学校声誉最好、师生最受社会尊重的时候。反之

亦然。因此，我们欢迎、提倡多提建设性的批评建议，我们将通过更多的方式听取广大师生

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捏造事实、造谣中伤、恶意攻击、损害学校和

个人声誉的行为，努力维护学校和声誉和权益，维护学校发展的良好环境。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既是工作回顾总结会，同时又是一个动员布置会。希望全校师生，

以主人翁的精神，解放思想，主动思考，积极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继续维护好“聚精会神搞

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同时也希望这次会议成为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

共识、团结一致开启新征程的起点，以实际行动和一流的工作业绩，为把重庆大学建设成为

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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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
２０１３年７月６日

同志们：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的安排，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每批大体安排半年

时间，２０１４年７月基本完成。第一批为省部级领导机关和副省级城市机关及其直属单位，中

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等学校；第二批为省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基层组织。

我校作为中管高等学校，第一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我讲三点意见。

一、为什么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

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

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党

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在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

之后，习近平同志又提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实现党的十八大确

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进一步发扬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密

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

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广大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总体是

好的，在联系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也存在着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

要求的问题。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

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

加以解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以优良作风把人

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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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

然要求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

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

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党和人民的事业才

能长治久安、坚如磐石、安如泰山。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

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

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三）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

总体上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

关系也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赢得了广大

人民群众肯定和拥护。但是，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

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

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

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

假；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

在享乐主义方面，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在

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

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让全党都警醒起来，牢记“奢

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重庆大学综合改革、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强大动力

一所学校能否和谐、稳定发展，关键还是要看学校各级党组织、学校各级领导是否贯彻

党的群众路线。近年来，全校上下统一思想、提振精神，深刻领会“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发

展理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五年打基础”的发展思路上来，尤其是遵循大学办学规律，立

足长远，深化改革，系统谋划和深入推进学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从队伍建设、学科调整、教

育体系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综合改革举措，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最

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工作坚持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尤其是通过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政治局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全校党员干部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自觉接受监督，用作风建设推进实际工作，得到了师生的广泛赞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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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校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如何强化和发挥综合改革的先行

优势，夯实基础，蓄势待发，抢占制高点？如何在巩固学校发展成绩的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

和新的突破，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实力？最关键的在于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创

造性，充分发挥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挖掘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潜力，而所有

这些都要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

从各种渠道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广大教职工普遍认为，学校校级领导班子讲政治、谋全

局、抓落实，密切联系师生，尊重基层创造，是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绝大多数处级领导干部

也是能团结和带领师生员工推动学校的改革、建设和发展的；绝大多数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四风”问题在学校党员干部中仍然存在，根据目前我们初

步了解的情况，在教风、学风、工作作风方面都有不同程度体现。

在教风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神境界、党性修养、治学态度积极教育和熏陶

学生的意识不强。有的教学中心意识淡薄，图清闲、嫌麻烦，课前准备不充分，课堂教学随意

性大，更谈不上进行教学模式、内容、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有的对学生学习、生活、情感关心

甚少，与学生严重缺少交流；更有极少数人师德缺失、自律性不强、信念动摇、情趣低俗，在学

生中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在学风方面：学习动力不足，崇尚学术之风不浓。有的对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深刻内涵

认识不足，对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学而不思，学而不用，甚至学而不信，追求表面效应，脱离学

校工作，不解决实际问题。有的自认为学历高、水平强，缺乏提升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和业

务素养的紧迫感、危机感，一有功夫，不是研究学问，不是研究发展，而是炒股、应酬、打麻将，

一年到头读不上几本好书，写不出几篇文章。甚至有人违背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抄袭剽

窃、篡改数据。

在工作作风方面：事业进取心缺乏，服务师生不够。有的对学校改革建设发展中不断出

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情况盲目、被动应付，少了为学校事业发展服务的热情和激情，缺了

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有的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习惯迎来送往，真正在抓教学、搞科研、做工

作上办法不多，功夫不深，花的心思少，下的功夫小。有的从不进宿舍、教室、食堂，对待师生

趾高气昂、态度粗暴，对师生困难和意见建议不闻不问，淡忘了为教学、科研、师生服务的根

本宗旨。有的组织纪律观念薄弱，不能很好地遵守学校教学管理规定，不能自觉完成教学管

理任务。有的思想消极，作风懒散，不顾大局，工作责任心不强，在矛盾面前推诿扯皮，怕负

责任，更有甚者整天牢骚不断，总觉得学校对不起他，组织对不起他。

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我们的广大师生员工是颇有微词的，与学校的建

设发展的步伐也是不相适应的。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将直接影响校风、教风、学风，影

响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影响了学校事业的发展。对此，我们全体同

志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依靠广大师生员工推动学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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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传统不能丢。学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

凝聚起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就是要使全校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振奋的精神和良好

的作风，始终身体力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带头营造学风淳、教风严、作风正的

优良校风，团结带领全体教职员工，提振精气神、拧成一股劲，同心同德、攻坚克难，向着学校

发展的既定目标迈出坚定的步伐。

二、怎样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一）要准确把握集中解决“四风”问题这一核心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成功，必须设定一个合适的目标。中央将这

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核心目标就是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

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四风”是严重影响党群干群

关系的大问题，抓住了反对“四风”，就抓住了干部群众的关注点，就抓住了活动的着力点。

要充分认识 “四风”的危害性和顽固性，结合学校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以及师德师风、学风

校风建设中表现出的实际问题，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深刻剖析根源，拿出可行办

法，真正解决问题，实现学校师德师风、学风校风和工作作风的明显改进。

（二）要认真贯彻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动员讲话中明确提出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作为这

次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并对这４句话的内涵进行了深刻全面的阐述。“照镜子”，主要是

对照党章、查找差距；“正衣冠”，主要是正视问题、改正缺点；“洗洗澡”，主要是听取意见、自

我批评、相互批评；“治治病”，主要是对症下药、治病救人。说白了就是要摆问题、找差距、明

方向，就是要抛开面子、动真碰硬、触动灵魂，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我们一定要系统理解、准确把握总要求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真正树立起敢于直面问

题的勇气，将总要求贯彻落实到我校教育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每个环节、各个方面，努力实

现真转真改，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三）学校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步骤安排

学校开展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工作安排和有关要求，已在学校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中进行了具体部署和详细说明，就不再一一累述，我

着重对开展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要着力抓好的几个关键环节工作作进一步的强调。

一是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要采取多种途径、多种形式，重点搞好学习宣传和思想

教育工作，使我们的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增强群众观点，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

发展理念、践行“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全校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学习党章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学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

习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着力提升自身党性修养和理论水平；要在全校范围广泛深入开

展理想信念、党性党风党纪、师德师风以及学风校风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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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专题学习讨论，净化校园发展环境，营造团结和谐发展氛围；要围绕部分党员干部

和单位在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以及学校综合改革、内

涵发展、提升质量各项重点工作，深入院系班级，深入师生员工，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

取师生意见和建议，增强民主参与，凝聚发展共识，集聚发展合力。

二是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重点围绕为民务实清廉要求，通过师生提、自己找、领导

点、同事帮，认真查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以及师德师风、学风校风等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党性分析和自我剖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校党委和中层党政

领导班子要组织一次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要与班子成员

逐一谈心，班子成员之间要互相谈心，每个班子及其成员都要对照为民务实清廉撰写对照检

查材料，紧扣主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介绍领导班子或个人作风基本情况，指出存在的主

要问题，分析深层次原因，提出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会中要本着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民主

团结的原则，大胆开展自我批评，真诚开展交流谈心，相互提醒、相互警醒；会后要形成民主

生活会专题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民主生活会情况并进行民主评议。学校各党支部要

认真组织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所有组织关系在我校的党员都要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召开

的专题组织生活会，每个党员都要认真查找自己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和

办法。

三是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重点是针对师德师风、学风校风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

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制定和落实整改方案，对一些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治理。学校各个单位

都要抓住重点问题，制定整改任务书、时间表，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注

重从根本上解决突出问题，着力形成一系列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建立起改进作

风、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真正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成为学校党员干部和全体师生员工长期

自觉的行动。党员干部要通过学习实践教育活动，不断提高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科学决策、

民主管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团结师生、服务师生等各方面的能力，以优良的作风和过硬

的本领，多为广大师生办实事、做好事。要结合学校大学章程制定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针

对存在的薄弱环节，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深化学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提高学校管理

水平和运行效率，从源头上防止各种不正之风。要鼓励和支持学校有关专家学者，积极参与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关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和教育宣传活动，总结提炼新形势下管

党治党、治校治学的一些新认识、新经验、新做法，形成一些有价值的决策建议和理论成果。

中央明确提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不分阶段、不搞转段，三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的有机整体，要把三个环节的要求贯通起来、衔接起来，贯穿于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根据

要求，学校也没有对每个环节作具体的时间限定，我们要从始至终做好每个环节、各个方面

的工作。

三、对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题几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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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强调领导带头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全党政治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当前各级党组织的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学校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

抓紧抓好。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精心组织，具体指导，确保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取得

实效。目前，学校已成立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制定了教育实

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实行双组长制，由我和周校长任组长，舒立春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各二

级党组织、二级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成立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二级单位由

党组织书记和党员行政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机关部处由党员主要行政负责人任组长，行政主

要负责人不是党员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组长人选。各单位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

学校的统一安排，结合本单位实际，抓紧制定和完善实施方案，各二级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

要承担第一责任，具体负责本单位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学校组织、纪检、宣传等职能部门，要

在抓好自身教育实践活动的同时，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切实履行好各自

职责，确保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有序开展。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既要落实领导责任，又要率先垂范、带头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作风建设一定要从上头抓起。“上为之，下效之”，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带

头学习、带头听意见、带头谈心、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进行整改。转变作风真正从

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推动形成上级带头、领导示范、上行下效的生动局面。

（二）树立宗旨意识、强化群众观点，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要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这次活动中，学习教

育、思想理论武装的重点，就是树立宗旨意识、增强群众观点。要紧密围绕树立宗旨意识、群

众观点开展此次教育实践活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学校事业改革发

展大局出发，多一些公心，少一些私心，坚持以人为本，关心爱护师生，真心实意为师生谋利

益、办实事，努力为学校谋发展、做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要在批评

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要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敢于揭短亮丑，真正红红脸、出出汗，敢于祛歪风、压邪气，勇于倡新风、树正气，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切实解决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学校脱离师生的种种突出

问题。

（三）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教育实践活动要重视宣传舆论工作，要充分运用校内外媒体，利用校报、校园广播电视、

校园网、宣传橱窗等宣传工具，大力宣传中央关于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精神和决策部署，宣

传我校教育实践活动的工作进展和实际成效，宣传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典型

的示范作用，发现、挖掘一批师生公认的为民务实清廉的先进典型。要丰富报道内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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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方式，正面引导网上舆论，大力营造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良好舆论氛围，凝聚推动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的正能量。

（四）统筹兼顾，两手抓、两不误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转变作风、促进科学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密切联

系群众的独特优势，把全校师生员工更好地凝聚起来，提振精气神、拧成一股劲，同心同德，

攻坚克难，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汇聚起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力量。因此，发展是

目的，作风是保障，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方法和途径。当前，学校正处于综合改革、内涵

发展、提高质量的关键阶段，学校校长又刚作了调整，时间不等人，工作不等人，各单位要坚

持统筹兼顾，把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同做好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紧密切合起来，同党员

干部履职尽责结合起来，同关心师生保障民生结合起来，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统筹安排，

精心组织，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通过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全面加强学校党的建

设、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真正做到教育实践活动与推进学校各项事业

“两不误、两促进”。

（五）发挥督导组作用，强化监督检查

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各项任务落实。督促检查是推进工作落实的重要手段，也是以往开

展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经验。这次教育活动，中央派出督导组，对我校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全

程督导。中央督导组的同志经验丰富、阅历深厚、工作负责，同时又熟悉高等教育规律、熟悉

学校的情况，对督查指导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自觉接受督导

组的督促检查，认真听取督导组意见，如实反映问题和情况，根据督导组意见认真落实整改。

同时，学校也要成立督导组，按照政治过硬、原则性强、认真负责的标准和要求，精心选派督

导成员，督导学校各二级党组织学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各单位一定要认真配合校内督导

组的工作，支持督导组顺利履行工作职责。也望希校内各督导组切实履行好自身职责，做到

尽职不越位、督导不包办，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各项任务的落实。

同志们，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任务繁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态

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把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好、开展好，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实现重庆大学百年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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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３年秋季开学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同志们：

刚才，周校长传达了第２３次咨询会议精神，分析了高等教育面临的基本形势，并代表学

校党政班子，对学校新学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工作要求。周校长的意见，我都

赞同。下面，我补充三点意见：

一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中央在新

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能力的重大举措。７月６日，我校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学校印

发了《实施方案》，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动员和布置。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学校的部署，教育

实践活动分３个环节进行。一是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时间大致安排是７月初至９月中

旬；二是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时间大致安排从９月中旬至１０月中旬；三是整改落实、建

章立制环节，时间大致安排从１０月中旬至１１月中旬。

按照工作进度安排，我校现在是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这个环节大致到９月中旬结

束。在这个环节中，我校开展了比较扎实的工作：一是进行了认真的集中学习，校领导层面，

７月６日、７月９日、７月２２日、２３日、８月２８日分别进行了集中学习，７月１２日至１８日，我

和周校长还参加了中组部组织的为期一周的中管高校集中学习。学校领导还参加了重庆市

教育系统组织的集中学习。中层干部层面，７月６日、７月８日、７月２４日进行了集中学习；

同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利用暑期时间，进行认真的自学，重点学习群众路线关于厉行节约和

习近平讲话等三本书。二是广泛听取意见，在暑假期间，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

多种渠道，认真收集师生对校级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意见，经过归纳梳理，共梳理了１１条，我

们向全体校领导进行了反馈，８月２８日，学校党政班子举行专题学习会，各位校领导结合工

作实际畅谈了学习体会，谈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交流对四风问题的基本看法。学习会上大

家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初步的

整改意见。中央督导组同志参加了专题学习会，并给予指导，他们对专题学习会充分肯定。

９月４日，中央督导组向我们反馈了７月６日对班子民主测评的情况，涉及四风问题４１

条次，归纳起来大致有１０来条。另外，大家对如何搞好教育实践活动提了３６条次建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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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有５条：要严格认真、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要深入群众，充分听取意见；要结合学校

实际，促进学校发展；要关心一线教师；要建立长效机制。

接下来，学校还要广泛听取意见，尤其是对学校领导班子及成员在四风方面的意见。各

二级单位、二级部门要认真按照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继续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和听取意

见环节的工作。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特别是督导组要对各单位、各部门，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的情况切实进行督促检查，及时了解掌握开展活动的进展情况，提出加强和改进

工作的意见、建议，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深入开展。只有领导干部不走过程，真心实意听

意见，群众才会真提意见、提真意见。只有学习越深入、认识越深刻，听取意见越真实、越广

泛，才能为后边查摆问题、开展批评、进行整改打牢基础，真正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转变作风、

推动工作、促进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是党员领导干部，但也要重视党员师生面上的学习教

育。从前阶段的情况看，学校和学院层面，领导干部的学习抓得比较紧，由于在假期，组织广

大党员师生面上的学习比较困难。开学后，各单位要组织好党员师生面上的学习教育活动。

同时，要特别处理好教育实践活动同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的关系，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进

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群策群力，推动学校

工作，真正做到两促进、两不误。

二是要保持好工作的连续性。

做好学校的工作，既有规律可循，又要改革创新，要稳中求进，保持好工作的连续性。学

校今天的成绩，是学校党政班子一届接着一届，带领几代重大人干出来的，学校教学、科研、

管理、服务，各方面的工作都有自身的规律，许多工作项目往往不是一年甚至一届能够完成，

推进工作必须强调连续性和稳定性。刚才，周校长的报告，分析了全国高等教育大的形势，

进一步明确了我们所担负的使命，同时分析了我们这些年发展的基本情况，既要看到成绩，

也要看到差距，强调了立足校情，增强忧患意识，提振精神，推动改革发展；周校长对今年的

重点工作进行了布置，并提出了工作要求，这是开学前校党政班子集体研究的共同意见。对

此，我们要抓好落实。不要等待、观望，错失发展机遇。

近年来的工作，我们改革的力度比较大，创新的东西比较多，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学校领

导班子集体研究后的决策部署，究竟效果如何，一要实践来检验，二要时间来检验。我们也

注意到，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集对班子意见时，反映出来一段时间，学校在制定发

展战略、出台一些改革举措时，听取意见不够、沟通情况不够、考虑师生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不

够的问题。对学校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听取意见，特别

是对校级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意见，我们做得对的要坚持，不完善要进一步完善，对师生反映

比较集中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研究，认真吸纳，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和完善。我和周校长将

从下周开始，用一周多的时间，到学院、机关，采取座谈会等形式，进一步听取意见；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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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全校师生通过电话、信箱、邮件等多种方式，对学校的工作、对教育实践活动提出意见和

建议。总之，目的就是要推动学校不断发展，跨上新的台阶，开创新的局面。

三是再强调一下党风廉政问题。

上半年，在党风廉政方面，重点推进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由纪检办牵头，各单位共梳

理出职权事项６５２项，查找岗位廉政风险点４０４３个、单位廉政风险点１８７４个，制定单位廉

政风险防控措施１８８１条、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措施４２７１条。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初步

成效，截止目前，还没有发现大的违反党风廉政规定的情况。在看到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取得

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领导干部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力度不够、廉政风险防控措施不落实、违反八项规定及消极腐败现象依

然存在等等，这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高度重视。

本学期，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年工

作规划》精神，科学制定我校未来５年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和实施办法，将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与学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结合起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内部治理结

构，科学配置权力，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规范权力运行。将反腐倡廉建设

与“阳光治校”结合起来，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

的检查考核。作为领导干部，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把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和根本利

益当作行使权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带头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时值中秋节、国庆节即

将来临之际，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

风，以实际行动反对“四风”，过一个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中秋和国庆佳节。

同志们，学校今天的发展，千帆竞渡，时不我待。深入推进学校推进综合改革，继续做好

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同志们振奋精神、坚定信心，进一步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

心，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四风”查找整改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

全校师生强大的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重大梦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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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３年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尊敬的老师们、同志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共同庆祝属于我

们教育工作者自己的节日。在此，我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向为国家教育事业和学校发展辛

勤耕耘、无私奉献的教职工以及离退休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向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年是国家第２９个教师节，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党的十八大将

“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高校和大学教师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今年的教师节，举国上下高度重视，远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向

全国广大教师致信慰问，希望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

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努力成为业务精湛、学生喜爱的高素质教师，为发展具有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作出贡献。李克强总理在大连考察学校并与基层教师座谈，

希望广大教师播洒爱心，放飞希望，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

在八月底召开的第２３次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同志强调，高等学校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

进高等教育现代化，促进高校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内涵发展，培养千百万合格建设者和优秀

接班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中贡献更大力量。近日，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围绕“立德树人，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主题，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为教师多办实事，将尊师重教的各项措施落到

实处；并利用教师节这一重要节点，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

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工作部署。这是党和国家对

我国教育事业和教师群体的重视与关怀，也是对大家工作的要求和期望。

过去的一年是重庆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一年，学

校在积极推进综合改革试点过程中，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中心工作，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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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要地位。去年９月，学校启动了全校第五轮岗位聘用工作，进一步强调了人才培养是学

校和教师的根本任务，并为教师队伍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学校通过提升岗位

津贴标准、拓宽教职工职业发展渠道、支持青年教师发展等方式，集中精力为广大教职工办

实事、求实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同志们，回顾上一学年工作，学校坚持走“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道路，在人才培养、学

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重庆大学毕业生社

会认可度不断增强；学校通过麦可思第三方调查显示，已毕业学生对学校的平均满意度为

９５％，高于全国“９８５”高校９４％的平均满意度；今年暑假，教务处和招办对我校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３年连续６年招生情况作了一个统计，各省录取分数连续６年持续攀升，理科、文科均如

此，理科从２００８年高出重点线当量值４５．３９分到今年７１．１２分，文科从２００８年高出重点线

当量值２３．３８分到今年的４６．０３分；学科水平和竞争力显著增长，继工程、材料、化学等学科

之后，物理学科成功进入世界ＥＳＩ排名前１％；高水平学术成果不断涌现，获准了国家“９７３”

计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等重大成果。同时，学校坚持将学生的成长成才放在

首位，在今年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学校相关部门和学院密切配合，共同推进毕业

就业工作，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继续保持在９５％以上，在全国同类高校中名列前茅。上一

学年学校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全校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学校

党委、行政，向全校教职工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也希望今天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在今后的工作中立足本职岗位，继续发扬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的同

志，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前，正值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三周年之际，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处于由大到强，从规

模向质量转化的关键时期，国家高等教育面临非常好的发展机遇，高水平大学建设也迈入新

阶段。重庆大学正处在夯实基础、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总体上讲，学校现阶段发展态势良

好，学生和社会对重庆大学办学质量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重

庆大学距离世界高水平大学还有相当的差距。在新的学年中，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

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走“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道路，坚持将人才培养作为学

校的核心使命，不断开创学校发展的新局面。教育以学生为本，办学以教师为本。希望全校

教职员工肩负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努力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者，做良好社

会风尚的推动者，肩负起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不断提高师德师风和业务能力，争

作人民满意的优秀教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中国梦”“重大梦”的“百年

目标”不懈努力！

最后，祝全校教职工身体健康、节日愉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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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新春团拜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校长　林建华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老师们：

如果说２０１１年是学校规划之年、战略启动之年，２０１２年则是转变之年、行动之年和初见

成效之年。

１．行动之年

在年初，学校围绕四项重点任务制定了十项重点工作，重在实施和行动，重在推动体制

机制改革。一年下来，这十项年度重点工作基本完成。有些任务超额完成，一些达到了预期

成效，还有一些属于要持续开展的工作，要继续推进。

２．观念转变和深化之年

通过实践，深化了对内涵发展方针的理解，也使学校打基础的战略更加深入人心；明确

了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并在制度中规定下来；明确了重庆大学教育体系的特色和内涵；对

重大未来学科布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工程学科、理科和人文社科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清晰；

对评价和绩效体系有了进一步认识。

３．初见成效之年

学部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在学校发展和运行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已经成为学校管理的

重要关节。

队伍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千人计划、百人计划、长江学者、杰青以及优秀教师的引进取得

成效，应聘人员的质量和数量明显提高，我们的优秀人才竞争力大幅提升。

人事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全面梳理了聘任、评价与晋升、薪酬体系；完善了学校人员

聘用体系；建立了分类评价和晋升体系；我们对双轨制及其逐步转型有了更深的理解，确立

了逐步改善现有体制教职工待遇的机制，２０１２年增长３５％，今年还将增长１０％左右，今后还

将根据物价和学校的财力逐步改善大家的待遇。人事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学科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工程类学科调整思路更加明确，要以跨学科跨院系及与行业

企业合作为切入点，提升学校工程学科的整体水准；理科院系调整取得进展，重点建设生物

医学和材料科学平台，重点加强高层次和优秀青年人才队伍建设；文科学科调整取得突破性

进展，原有学院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战略更加清晰，高研院和基础文科建设取得突破，队伍

和机制也取得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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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规划更加明晰，建设成效显著。明确了校区的学科布局，重点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条件，受到师生的广泛认同；文明校园活动成效显著，校园卫生环境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学校的其他各项也都有序进行，取得了很大成效；我们的 ＳＣＩ科研论文大幅

增长，科研经费持续增长。

一项重要的进展：教育部已经同意重庆大学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点学校，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更大的压力，也是动力，督促我们以更坚定的信心、更大的努力，把重庆大学办的更好！

对于我们重庆大学而言，２０１２年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在

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各项工作蓬勃发展，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此，我代表校党委和行政，向在过去一年辛勤耕耘，呕心沥血的全校教职员工，向全体同学

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

２０１３年将是重庆大学深化改革之年！

教育部原则同意我们进行综合改革试点，既是对重大多年改革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也

是对我们的激励和鞭策。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改革的综合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大学综

合改革试点是国家教育改革新的一种模式，我们作为第一个承担综合改革试点的学校，要清

楚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团结一致，勇于进取，克服困难，勇敢开拓，一定要把试点工作

做好，把重庆大学建设好，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探索道路。

２０１３年，我们将紧密围绕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根据学校发展实际，认真梳理和规划学

校体制机制，做好综合改革试点的规划和正式申报工作。

打基础阶段的四项重点工作是学校整体综合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把四项重点工

作看作是学校发展的关键节点，综合改革规划则是连接这些节点的整个框架。

就要放假了，学校领导班子马上会召开研讨会，专题研究学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在开

学前，学校还将再度召开研讨会，确定综合改革方案，并确定今年的重点工作。

老师们，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中，重庆大学的发展会更快更好，我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为重庆大学建成中国最好大学之一而奋斗。我也祝愿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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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校长　林建华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４日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首先，祝贺毕业！

中国人讲缘分。几年前，大家从四面八方齐聚重庆大学，是缘分，从此“同学”这个称谓

将伴随你们一生。“同学”是世间最平等的关系，只论长幼，不论功名，同学就是同学，大家的

心是相通的，同学的缘分伴随终生。这几年里，你们在学校有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这也

是缘分，从此师生之谊将伴随大家一生。“师生”是世间最圣洁的关系，教师用生命点燃你们

的智慧，既不乞求回报，也不嫉妒成功。这也是为何古人讲：“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

父母多矣”，师生的缘分将伴随我们终生。我们的所有缘分都源自于亲爱的母校———重庆大

学，这所具有８０多年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同学们在这里度过青葱岁月，积蓄能量；

老师们在这里耗尽韶华时光，教书育人、成就学术；时光飞逝，缘分中，有“缘”也有“分”，聚

散两依依。明天起，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重大校友”，即使不能天长地久，母校共同

的血脉已经让我们缘定今生。

我与大家的缘分始于两年半前。担任重大校长的岁月，每天都那么丰盈。这九百天，没

了往日新校区建设的大兴土木，淡泊了八十周年校庆的激动与自豪；有的是更深刻的反思，

从外延发展向内涵建设观念的艰难转变，对大学根本使命的重新认识，对人事体系、管理构

架、教育体系和大学制度的深刻变革，以及对重大未来更全面、更系统的规划和战略决策。

我一直信奉“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这的确使我们少了一些豪言壮语，但细细品味，我相信

你会察觉到她的变化，宿舍、食堂、运动场、校园、教师、服务。

同学们，老师们，如果希望未来成为一所最好的大学，今天一定要重视内涵建设，内涵不

是花钱买来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深刻变革，涉及体制机制，触及灵魂，需要智慧，需要坚

持，更需要耐心。我们努力使工科更注重与行业和地方发展的协同；我们努力发展人文社会

学科，使校园充满活力与生机。我们努力吸引优秀人才，改善教职工待遇，引导大家更加关

注学生、安心教学、潜心学术。我们努力搭建公共研究平台，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学术发展条

件。我们希望打开校门办教育，给学生更多选择，让大家多思考、多实践，把书读活，调动兴

趣，发挥潜力。我们也在努力建设美丽校园，使我们的校园更加“以人为本、尊重历史、与自

然和谐、低碳环保”。我非常珍惜与大家共同度过的九百天美好时光，正是大家的努力、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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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持，才使我们共同见证了母校的进步，共同经历了内涵建设的艰辛与希望。

母校像是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一代代重大人用他们的心血填上了或青春荡漾、或深沉

凝重的一笔。几年的母校生活给予你们纯真、骄傲、热情、勇敢和理想的青春记忆，给予你们

追逐梦想的执着坚守、勇于批判的独立人格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担当。我希望大

家牢记母校的嘱托，勇往直前，永不退缩。我们重庆人最体会：容易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向上

的路都要爬坡上坎，成功的路一定布满荆棘！请大家记住，无论何时，路的尽头，仍然有路，

只要你坚持。也请大家放心，我们将继续推进学校的内涵建设与发展，努力使我们的母校更

美、更强、更伟大，为母校的历史填上我们这代人的浓重一笔。

让我们约定十六年之后再聚重大，共庆母校一百年华诞。相信在那时，已近不惑之年的

你们已经事业有成，成为各行业的栋梁；而我们的母校将更加美丽，老校区的松林坡、虎溪的

植物园将使我们流连忘返，顶尖的学术研究、鲜明特色的教育体系令我们更加自豪；那时的

母校将成为支撑西南地区发展的学术重镇，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最好大学之一。

明天起，同学们就将离开学校，共同的岁月让我们永远血脉相连！我希望大家，带着自

豪离开母校，带着憧憬期待未来！

离别时刻，停止离别的歌，让我们温暖的告别！

祝福你们！祝福重大！

在重庆大学２０１３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校长　周绪红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亲爱的研究生新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对你们选择重庆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表示热烈

的欢迎，也祝贺你们从今天起正式踏上了学术生涯的光荣征程。

重庆大学是一所有８４年办学历史的大学，其研究生教育始于１９４８年，当年我校著名教

授柯召、张洪沅、冯简招收１１名研究生开创了重庆大学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先河。改革开放

后，重庆大学成为我国首批能够授予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单位之一。２０００年６月，教育部

批准重大试办研究生院，从此重庆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进入一个新的跨越发展时期，目前在校

研究生规模已达到１８５００余人。近年来，重庆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坚持走以提高培养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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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从稳定规模、调整结构、提高生源质量、加大奖助力度、加强培养过

程管理、健全导师责任机制、建立培养质量监控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

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分类培养、打造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品牌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在培养适应和驾驭未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方面独具特色。这一系列的改革都

将直接惠及在座各位同学，为同学们的成长成才创造了良好条件和提供了和谐氛围。

在座各位同学都是各个大学优秀的毕业生，通过前阶段的学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

素养和独立思考、学习研究的能力，为今后几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研究

生教育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研究能力的高层次教育，研究生与大学生最大的区别在于，大

学生主要是接受学问、接受知识；而研究生，顾名思义就是做研究的学生，不管是硕士生还是

博士生都应该而且被要求通过科学研究创造新的知识。在美国研究生学位证书的封面上用

拉丁文写着这样一句话：“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特授予你学位”。所以，由接受知

识到创造知识，是作为一名研究生的最大转变。

既然要求创造知识，那么“创新”就成为研究生教育最核心的主题。对于创新能力的提

高，学校的培养是一方面，同学们自我要求和自我锻炼也是至关重要的。前者是外界条件，

后者是内生动力，以我多年从事科研和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来看，后者更加重要。同学们如何

适应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的转变？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结合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点

体会，与你们分享几点建议。

一是要珍惜时光。珍惜时光会使你的生命变得更有价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

２２岁时完成了他的“非合作对策”博士论文，奠定了对策论的数学基础；诺贝尔生理学和医

学获奖者家沃森２５岁时发现了ＤＮＡ双螺旋结构；人工智能之父图灵２４岁时奠定了今日计

算机的理论基础。同学们，从历史上这些科技伟人做出最大贡献的年龄来看，你们这个年龄

不仅仅是学习的年龄，而且也是可以有所创造的年龄。你们正处于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思

维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并且处于一个优越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里，理应珍惜美好时光，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有所创造有所成就。抛弃时间的人，时间就会抛弃你；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相信，你们在研究生阶段获取的知识、形成的学习方法，将有益于你

们未来取得杰出的成就，受用终身。

二是要集中精力。凡事聚精会神，方有所成。研究生阶段不再是对各种新奇有趣知识

的“全盘接收”，而要学会有意识向纵深“开发”自己，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

精诚专一，深入探讨，才能学有成就。“深入”是创新的必然要求，选修课程、查阅文献、调研

实践、试验研究等各个环节都应该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而不能再像大学阶段那般“漫无边

际”。这就像放大镜一样，只有把分散的阳光集中起来，才能燃起熊熊的火焰。没有确定的

方向，朝三暮四，或者三心二意，则将一事无成。也就是说要集中精力、沉下心来做学问。但

这是一个艰辛困苦的过程，需要坚强的毅力和过人的勇气，必须吃得了苦，耐得了寂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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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仔细体味重大在创办之初就提出的“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校训。它推崇

朴实无华、脚踏实地，在当今稍显浮华功利的社会环境下，显得尤为珍贵。马克思也说过：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

的顶点。”

三是要严谨治学。严谨治学是每一位研究生必须具备的学术品质。学术诚信已成为当

今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已严重影响到学术的公信力。“专家”称谓沦为大众的调侃和笑谈，

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悲哀。今后，大家可能手握图纸成为一名设计师，或者手握试管成为一

名分析师，或者手握法槌成为一名法官，或者手握话筒成为一名公众人物。无论你做什么，

请记住你的一言一行诚信与否，都可能成为时代正反两个方向的推手。没有诚信，你将失去

尊严。诚信意识从何而来，要从学习阶段的严谨治学开始做起。以严谨的态度对待科学研

究，用真实的数据反映科学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任何违背科研伦理的人，都要

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大家务必要有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恪守科学道德

和学术规范，自觉维护健康的学术环境。

四是要团结协作。团结协作是我们科研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每个人的知识和能

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全面”发展。我们不是传统的农民，从播种到收

获，单枪匹马。我们就像漂流的鲁滨逊一样，只有同别人在一起，才能完成许多事业。散兵

游勇、单干户、父子兵、小作坊的研究方式，无法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难以培养“将才”、

“帅才”和大批人才，难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形成竞争实力。我们要在“实验室团队”、“导

师团队”的训练中，学会合作与竞争，学会服从与领导，处理好个人与导师、个人兴趣与团队

方向的关系，培养团队协作意识，学会与导师和同学们共同成长。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心理素

质，调解好各方面的压力，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可能遇到的挑战。

同学们，在多数同龄人都已开始在社会上积累经验、开创事业的时候，你们却甘于清贫，

选择在重大继续深造，显示了你们不甘平凡、追求卓越的决心。我相信，有重大的培养再加

上你们个人的努力，你们一定不会辜负这份决心，必定会为自己今后更好地施展才华、实现

人生价值、回报国家获得更宽阔的舞台。

最后，祝愿大家在重庆大学学习、生活愉快，学有所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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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大学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校长　周绪红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亲爱的２０１３级全体新同学：

大家上午好！

歌乐巍巍，缙云婀娜，虎溪悠悠。在这两山环抱的虎溪河畔，隽秀美丽的重大校园又迎

来了７０００名新同学。我谨代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在校老生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祝贺你们成为新一代的重大人！

从今天开始，你们正式踏上了实现远大抱负的人生旅程。在这里，你们将度过生命里最

为难忘的恬静岁月，领悟受用终身的知识与本领，也将收获人生中最为珍贵的挚友真情。从

此，美丽山城注定成为你未来甚或此生都挥之不去的惦念。暑假前，大概就在你们高考后决

定填报重庆大学志愿的时候，我也非常幸运地从兰州大学调到重庆大学工作，你们是我在重

大迎来的第一届新生，今生我和你们注定有缘。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我跟你们心情一样，十

分高兴，无比激动。高兴的是，“Ｗｅａｒｅａｌｌｆｒｅｓｈｍｅｎ！”激动的是，我将和你们这些风华正茂、

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共同努力去创造重庆大学美好的明天。和你们在一起，我会变得年轻、快

乐！感谢你们选择了重大！

作为一位就任不久的重大校长或者刚刚跨进校园的新生，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重大。当

我们走进重大校园时，那历史中光辉的痕迹若隐若现，弥漫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一股历史的

厚重气息扑面而来，油然而生的是肃穆和敬畏，是由衷的赞叹！

重大是一所有历史的大学。１９２９年，在救国图存的时代呼唤中，重大应运而生。“学府

宏开，济济隆隆”。建校后，广大师生不畏艰辛，在困难曲折中推进学校建设发展。早在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就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商、法、医等６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中国学

科门类最齐全、综合实力最雄厚的十大杰出国立大学之一。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地质学家

李四光、数学家何鲁和柯召、无线电专家冯简、国学大师及诗人吴宓、美术教育家吴冠中等一

大批著名学者曾在学校执教，可谓大师云集、盛名中外。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７９年，学校虽遇

坎坷，但依旧前行。经过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重庆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以机、电、

动、采、冶等工学学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１９６０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改革开放以来，学

校大力发展人文、经管、艺术、教育等学科专业，促进了多学科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三

十余年，学校抢抓机遇，快速发展。１９９６年首批进入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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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５月，原重庆大学与拥有一批优势特色学科的全国重点大学重庆建筑大学及重庆建

筑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新的重庆大学，重庆大学的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重庆大学成立研究生院，标志着重庆大学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２００１年成为国家“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今天的重庆大学，迈出了国际化的开

放办学步伐，正朝着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迈进。

重大是一所有梦想的大学。“建完备弘深之大学”是自重庆大学成立之日起就不懈追求

的梦想，为梦想我们不曾止步。今天的重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在西南的战略要地，依托国家

“９８５工程”的战略优势、重庆直辖市的地域优势，确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

路，提出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功能相互支撑的格局，在追逐梦想的道路

上正阔步前行。

重大是一所有理念的大学。建校伊始，一批留学归国的创办者就借鉴世界近代大学的

先进模式，开办院系、设计组织、延聘师资，并且卓有远见地发布了《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

言》和《重庆大学成立宣言》，前瞻未来地提出了“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

的现代大学办学理念，蕴含着优秀的办学传统。令我们后人唏嘘感慨，敬重不已，唯有只争

朝夕，唯恐有辱使命！

重庆大学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先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２０余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历

届毕业生已成为祖国建设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哪里有建设，哪里就

有重大人；哪里有工业，哪里就有重大人。”历代重大人始终以科教兴国为己任，绘就了一幅

幅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图强画卷，为新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重大始终坚持

“扎根重庆，立足西南、面向西部、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方针，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出发，及时调整学科专业布局，为国家和重庆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做

出了突出贡献。重大始终站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前列，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建设有特色、高水平

大学的历史使命，享有“嘉陵与长江相汇而生重庆，人文与科学相济而衍重大”的美誉。

重大是一所有精神的大学。回溯重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坚韧、执着、顽强的奋进史。

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重庆大学的诞生举步维艰，其经费就是通过征收农民“猪肉税”的办法

来解决的；在随后的办学历程中，历战火纷飞，经院系调整，曾濒临解散，一波三折，置死地而

后生。在抗战年代，重庆大学与国家、民族同患难，挥起铁拳，捍卫河山，是西南地区抗战救

亡的重要阵地。“七七事变”后，中国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为了分析抗战形势，树

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身在西南一隅的重大学子两次邀请周恩来专门到重大作形势演讲。

在当时的战乱环境里，患难之中的重庆大学以宽大的胸怀毅然向内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南

开大学、东南大学等诸多知名大学的师生伸出了慷慨的双手，提供土地、搭建校舍支持其办

学。重庆大学诞生在光荣的土地上，融抗战精神、红岩精神于一体，经历了战争的考验、牺牲

·７４·

特　　载




过红岩志士、生长出无数的文才义胆。在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斗争中，重庆大学刘国軲等

一批进步师生英勇献身，用生命铸就了永恒的红岩精神。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学始终与国

家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同前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大学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

改革，不断实践，始终站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前列，赢得了学校发展中的每一次重大机遇，发展

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一所大学。

八十多年沐雨栉风、励精图治，只要有希望，重大人就不曾让机遇错失；代代重大人踔厉

前行、滋兰树惠，锤炼出“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重大精神。重庆大学的这十二

个字，朴素无华，低调务实，历经八十多年，如精神图腾般激励和影响着一代代重大人，成为

重大精神文化的标志和根源。有人曾认为它“过时了”，而在我看来，其内涵愈久弥新。

“耐劳苦”是做人、做事的前提。孟子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对于当今的你们而言，已没有太重的“筋骨之劳”，但在这个深刻变革、多元文化错

综并呈、功利主义容易滋生浮躁的时代，比“劳其筋骨”更加考验你们的是“苦其心志”。大

学生活固然五彩斑斓，但背后也潜伏着各种诱惑。“耐劳苦”，就是要求你们在大学里砥砺心

志，使其更加成熟。“成熟”不是精神早衰，也不是世故圆滑，而是对自我成长的担当，对理想

追求的执着，对外界诱惑的免疫。大学绝不是挤过独木桥后的休憩地，而应该成为你们策马

扬鞭、继续前行的新起点。

“尚俭朴”是一种生活的格调。诸葛亮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

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俭朴”不仅在于生活节俭，更在于内心的宁静淡泊。“尚俭

朴”，就是要求你们为人朴实，摒弃急功近利，不媚投机钻营，坚守诚信为本。“尚俭朴”，还

希望你们志存高远，多一份理想主义情怀，有“望尽天涯路”的崇高追求，能耐得住“昨夜西

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集中精力、静下心来读书。

“勤学业”是做学问的方法。韩愈言“业精于勤，荒于嬉，毁于随”。大学四年犹如白驹

过隙、稍纵即逝，你们应该珍惜时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充分利用好学校优越环境

多学习。不仅要学习知识本身，更要学习获取知识的能力；不仅要学好专业，而且要提高素

养；不仅要学习理论，而且学会实践；不仅要学习书本，而且要学习社会；不仅要向老师学习，

还要向身边的同学学习。不仅要学会接受知识，还要学习创造知识。总之，在这里要学会做

人，学会做事，学会创新。

“爱国家”是做人的根本。梁启超先生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名现代大学

生，“独善其身”有失担当，“兼济天下”才是应有的胸怀。“爱国家”，就是要求你们培养一个

大气的自己，做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热爱自己的国家、人民和文化，关心我们的时代和世

界格局的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即将与你们这代人迎面相遇，时代赋予你

们的使命，责无旁贷，这空前的事业需要你们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社会担当。

重庆大学从她一诞生开始，就焕发出振兴中华、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崇尚学术、追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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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科学精神，勤俭办学、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正因为重

大人有了这样的精神品质，从这里才走出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等大批政界要员，深

受学生崇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杨士中、鲜学福、孙才新等大批学术大师，民族企业的

骄傲华为集团董事长任正非等大批业界精英，“嫦娥工程”系统总指挥李尚福等大批技术骨

干，还有著名词作家闫肃、国学大师王利器等文艺大家。他们和你们一样，都是重大人！

前天，我在迎新工作现场时，有几个学生记者采访我同一问题：“新生入学，您作为校长

最想给同学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今天在这里告诉大家，我最想对大家说的就是，希望你

们了解重大，热爱重大，好好学习，珍惜时光，用自己的青春去续写重大的辉煌，用精彩的人

生去折射重大精神的七彩光芒！

从明天开始，同学们就要开始军训生活。新生参加军训也是重大的光荣传统，你们要严

格自律、听从指挥、服从命令，把部队的好思想、好作风留在学校；你们要尊重教官、虚心学

习、刻苦训练、磨砺品质。在这里，我也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向此次承接我校新生军训任

务的部队官兵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预祝本次军训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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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工作

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重点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

局，坚持走“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道路，根据学校“五年打基础”战略和教育部关于在重庆

大学开展综合改革试点的部署，以教育体系建设为切入点，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学科调

整、队伍建设、教育体系建设和大学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学校今年的重点工作如下：

一、综合改革试点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启动学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成立综合改革工作组，研究、咨询、指

导和协调学校综合改革工作；综合改革以教育体系建设为切入点，经过深入调研和论证，提

出与教育体系建设相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措施；按照顶层设计、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原则，

逐步解决影响教育质量和学术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问题。

二、本科教育

各学院进一步明确和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明确核心知识、能力和素

质要求；逐步修订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大力推

动教学方法改革；推进教学工作与学生管理工作相融合。

三、研究生教育

学校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各学部、学院制定专业领域

具体培养方案；规划和建设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实践基地；提高研究生的生源质量。

四、人事与队伍

继续大力引进和培养优秀学术带头人，完善预聘制度体系；探索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机

制；修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和教师及专业技术岗位分级条件与评审办法；改善教职工待

遇；为青年教师的学术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制订外聘教师办法，加强外籍教师聘用；制订实验

技术人员队伍、辅导员队伍和后勤保障队伍建设规划。

五、大学制度建设

明确职能部门的岗位职责、管理构架，完善和优化管理流程；明确内外部服务对象，建立

面向服务对象的评价体系；制定大学章程，完善大学制度体系。

六、学术竞争力

继续推进学科调整和学科结构优化；推进跨学院跨学科合作机制，加强与企业合作，推

进“２０１１计划”建设；完成“９８５工程”三期项目的总结和验收；调整科研管理构架与流程，提

高竞争国家科技项目的能力；加强重点实验室、公共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建设；探索促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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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果转化的新机制；改进科研评价体系，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教师科研积极性。

七、资源优化配置

加强预算管理，优化支出结构，控制消耗性支出，提高国拨资金使用进度和效益；理顺单

位收入分配机制；加强科研经费的规范管理；开展公房清产核资，实施公房定额管理和有偿

使用；规范住宅管理，盘活周转住房；深化后勤管理机制改革；推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

造，改善教学生活条件；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

八、教育资源拓展

建立企业合作中心，拓展学校与企业联系网络；推进与国际知名大学的联合办学和学部

（学院）的国际战略伙伴合作；改善学校国际化氛围，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制定校友和筹资的战

略与规划；推进重庆市大学联盟、卓越联盟的优质资源共享；建立拓展教育资源和经费的机制。

九、校园信息化

大幅提升校园网络速度，实施校园无线网络覆盖；加强教育和管理服务信息化建设，增

强学生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获取资源的能力；推进学校基础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制订学校信

息化建设规划；改革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加强信息化队伍建设；加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建设。

十、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扎实推进学校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严格执

行《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 重庆大学关于贯彻落实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实施办法》，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学院

和职能部门考核；加强宣传工作，外塑形象，内聚人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完善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系建设及风险防控工作；做好工会、教代会、离退休工作和共青团工作；深化党务、校

务公开，推进“阳光治校”；维护学校稳定，促进校园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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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工作总结

２０１３年，学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推动内涵发展、提高质量，按照综合改革总体部署，兼顾深化改革

和调整完善，以教育体系建设为切入点，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全面推

动了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合作交流、条件保障等各方面工作长足发展。

一、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助力科学发展

根据中央要求，重庆大学作为中管高校第一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校

党委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紧扣“五个围绕”，认真把握五个“贯穿始终”，着力

聚焦整治“四风”问题，狠抓作风建设，着力提高做好提高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能力，着力解决

影响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涉及广大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扎扎实实做好

每个环节的工作，基本达到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受到了广大师生

员工的好评。

学校４０个二级党组织，６６１个党支部，１７７４７名党员，全部参加了本次教育实践活动。

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重点组织开展好动员大会及民主评议工作，搞好学习宣传和思

想教育工作，加强广大党员特别是中层以上党政班子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党性党风党

纪、师德师风以及学风校风教育，组织精读中央规定的学习资料，深入学习党章和党的十八

大报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重点围绕为

民务实清廉要求，通过师生提、自己找、领导点、同事帮，认真查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以及师德师风、学风校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学校领导班子和各二级单

位领导班子组织召开了一次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各党支部组织召开了一次专题组织

生活会，进行党性分析和自我剖析，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

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重点针对工作作风、师德师风、学风校

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制定“两方案一计划”，提出针对性强的解决措施，对一些突出

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抓住重点问题，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制定落实整改任务书，明确时间表，

初步建立起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高。

二、深化教育体系建设，凸显培养特色

在本科教育方面，一是以构建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为目标，扎实推进２０１４级培养方案

的修订工作，基本完成以创新创业能力为特征的实践型创新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首次在全

校各专业系统性地明确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要求。二是加强专业建设，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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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６个，获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制订大类培养

方案，在公共管理等４个学院推进大类招生培养。三是探索多渠道人才培养途径，与美国辛

辛那提大学成立联合学院，实施Ｃｏｏｐ教育，首批招收学生６６名；成立博雅学院，实施基础文

科通识教育，首批招收学生２６名；继续扩大优异生培养范围，比例由２％提高到５％。四是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大综合性创新性实验项目建设等实验教学改革力度；新增重庆市教改

项目３７项，其中重大项目２项、重点项目１４项；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３１项。五是加强优质

课程建设，改造和重新建设素质与通识教育课程１４０门；获准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１门，

立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８门；发起成立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１２０名学生选修上海

高校课程。六是加强培养质量保障与管理，优化教学质量的监控与保障，完善教学管理考核

体系；缩减招生计划４００人（２０１３年招生７０００人），降低生师比，确保培养质量；加大招生宣

传力度，生源质量再创新高。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成功召开重庆大学研究生教育工作会，全面部署研究生教育综合改

革，明确“稳定总体规模、优化层次结构，提高生源质量、改革教育模式，健全评估体系、完善

保障机制”的总体发展思路。以服务行业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强化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培养特色，从指标和教育经费分配等方面予以引导，并出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建设指

导意见，启动课程标准、论文标准的制定和校内实践基地的建设。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招生改

革，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资源调配机制，按培养条件和质量如实下达招生指标；大幅提高研

究生奖助学金，加大优秀生源吸引力度，优质生源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５％。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启动与安特卫普大学联合培养物流工程硕士项目；ＭＢＡ教育成功通过 ＡＭＢＡ国际

认证；“可持续建筑环境”课程获教育部英文品牌课程。２０１３年教育部抽查博士研究生毕业

论文全部合格。

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活动成果丰硕。参加学科竞赛共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项４３１

项，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８４项，其中，全国特等奖５项、一等奖３５项、二等奖６３项，首获全国大学

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一等奖，首获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荣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

典舞银奖，校足球队首获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全国第三名。

２０１３年，学校加大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本科生毕业就业率达到９５％，研究生毕业就业

率达到９７．９４％。据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评价报告，我校２０１３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

布综合评价排名居教育部７５所直属高校第一名。

三、创新人事制度改革，激发队伍活力

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体系，将一批成熟的改革成果固化于制度，基本形成“聘任、评价、

晋升、薪酬”完整的人事管理制度体系。制定了《教师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办法》，

建立起“学校宏观导向、学部具体评价”的职称评聘机制；恢复了教师正高职称特评制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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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制定了《预聘制教师评价管理办法（自然科学类）》，完善教师预

聘制管理体系；制定了《部分岗位新聘人员合同聘用暂行办法》，调整用人派遣制度，提高聘

用人员归属感。

继续坚持引育并重的方针，兼顾原有人才的培养和优秀人才的引进，并对引进人才的待

遇进行规范。２０１３年，学校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１人，教育部创新团队１个，“长江学者”１

人，“杰青”２人，国家级百千万人选３人，“万人计划”国家教学名师１人、百千万工程领军人

才１人、青年拔尖人才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１３人；全职引进加拿大工程院院士１

人，“千人计划”６人，“长江学者”和“杰青”１人，海内外教授４人，“百人计划”青年学者２９

人。

四、优化科研管理制度，提升创新能力

２０１３年，学校科研实到总经费７．７亿元，纵向经费创新高。获准“９７３”、“８６３”、科技支

撑计划、重大专项课题６６项，国拨经费１．５亿元；首次获得国家重大仪器设备开发专项１

项；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５４项，其中“杰青”２项、青年基金４８项、科研仪器设备研

制专项和重大专项各１项，在国家对自然科学基金投入缩减１８％的情况下，学校获批经费与

２０１２年持平，再次突破１亿元；深空探测中心创高校牵头先例承担总装备部载人航天领域预

研项目１项，获批重庆市应用开发计划重大项目１项。人文社科领域获准国家级社科项目

３７项，连续三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准立项，首次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

在科研成果方面，全年发表ＥＩ检索论文１５０７篇，在全国高校排名第６名；ＳＣＩＥ检索论

文１２５４篇，在全国高校排名第２７名，首次进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年度表现不俗论

文较多高校排行榜”；高水平论文明显提升，ＳＣＩ１区、２区论文增长 ４１％，人文社科 ＳＳＣＩ、

Ａ＆ＨＣＩ、ＳＣＩ论文为２０１２年３倍。全年专利申请突破９００件，获权专利突破６００件；据２０１３

年统计信息，２０１２年学校获权专利数居全国高校第９位。科研奖项成果丰硕，作为排名前三

的主要参研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各１项；作为排名

第一的项目完成单位，获教育部一等奖４项、二等奖２项，重庆市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４项、

三等奖４项；人文社科首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科研平台与团队建设不断加强。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深空

探测协同创新中心获批重庆市协同创新中心，并积极筹备申报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３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通过科技部评估，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建设期验

收；新增“低碳绿色建筑人居环境质量保障”国家创新引智基地；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建立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关系。

五、加强学科规划建设，优化学科布局

学科竞争力逐步增强，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学校１０个学科进入全国前１０名，位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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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７５所直属高校第１６位。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融合力学、机械、信息等学科成立航

空航天学院；融合物理、材料、生物等学科成立软物质研究中心；融合艺术、电影、新闻、建筑、

文学等学科成立文化与艺术研究中心；融合电影、软件、艺术等学科申报获批“数字影视艺

术”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持续推进高研院、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和钢结构研究中心等跨学科平

台建设，圆满完成“９８５工程”阶段检查工作。

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理顺管理架构

继续深化学部制改革，正确引导学部在学术、学科、平台、人才培养等管理建设方面发挥

组织与统筹作用，明确强调学院在办学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院主动性。改革考核

办法，对机关部处和直属单位制定面向服务对象的考核办法，对学院建立了从“运行”和“发

展”两个层面来考核的评价机制，科学设计考核指标，树立与学校发展战略相符的考评导向。

积极推进“校地合作长效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两个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进

一步理顺学校内外治理关系，并按照教育部要求制订、按时上报《重庆大学章程》。

七、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加快国际化进程

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学部和学院建立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筑学部与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建筑环境学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学院，材料学院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系，自动化学院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工程学部，建管学院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理

工大学理工学院等，先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美国三大工业实验室之一的 ＰＡＲＣ研

究中心建立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战略合作，成立重庆大学—ＰＡＲＣ联合创新研究院。另一

方面，继续深化与国际知名高校的校际合作，新签或续签校际合作协议１７个，有效合作协议

达到１２９个；全年主办、承办国际学术会议１５次。加强来华留学生工作，留学生规模达１０００

余人，生源国家和地区达到９８个，２０１３年学校被教育部评选为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

是西南地区唯一入选的部属高校。

八、改善办学基础条件，支撑保障有力

在财经工作方面，克服国家专项经费和部分校内收入减少２．５亿的不利形势，实现全年

经费总收入３１．６亿元；消费性支出同比降低１３．１１％，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教学运行与建

设、条件保障经费方面的投入均创历史新高；在职教职工岗位津贴和离退休人员经费预算均

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１５％，学生经费增长２５．２％。基金会全年筹集资金１．５亿元。

在基建修缮方面，一是改善教学实验条件，完成部分教学楼和实验室改造工程，推进学

生活动中心、理科大楼建设。二是优化师生生活环境，对学生食堂、运动场所和设施、幼儿

园、社区活动中心、校医院等进行维修改造。

在后勤保障方面，不断优化资产管理，全面实施公房“定额管理、动态调整、超额收费、缺

额补贴”的管理运行机制，推进住宅社区化管理，促进住宅物业管理的规范化。加强后勤集

团绩效考核，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提高服务质量；整合会议服务资源，拓展会议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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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情、档案和信息化方面，一是加强文献资源建设，２０１３年入藏纸本图书５８０００余种、

１２万余册，新增电子图书４６．１万册；加快推动文科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二是档案资料

继续拓展收集领域，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三是启动校园网络提速计划，加快建设校园无线

网络，开通信息化服务平台。

九、建设校园和谐文化，营造良好氛围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组织开展党的十八大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等系列理论宣传教育活动。以大学精神和学校传统为主线，组织开展“学生的成才梦、教

师的育才梦、我们的重大梦”主题教育活动，推进良好师德师风和学风校风建设，丰富了文化

育人内涵，提升了校园文化精神。推进学校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工会、教代会、民主党派代

表、学代会等群团组织作用，进一步提高学校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充分运用新闻网、校

报、电视台、手机报、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立体报道学校重点工作，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加

大对外宣传力度，树立学校良好社会形象，《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中

央主流媒体多次单篇深度报道学校的改革发展，《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Ｔｉｍｅｓ》、《香港

文汇报》整版报道学校中心工作，打开国际传播新局面。扎实推进学校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建设工作，完善学校惩治与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建设以预防和教育为主的廉政文化。切实

做好特殊敏感时期和突发事件期间的稳控工作，确保校园的和谐安全稳定。

２０１３年，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一定进步，但在发展和前进道路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人

才培养质量和用人单位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基础研究薄弱，重大项目

与重大成果相对较少；高层次人才缺乏，且青年储备人才不足；学科结构不尽合理，发展不够

协调；办学资金有限，硬件条件尚需改善；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内部治理结构需要改革等。在

新的一年里，学校将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道路，牢记责任使命，增强忧患意

识，敢于担当，毫不懈怠，扎实有效解决问题，开拓创新推动改革，实现学校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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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政领导及有关负责人

党 委 书 记　　　　　欧可平

校　　　长 林建华（六月免）　　周绪红（六月任）

党委常务副书记 舒立春

常务副校长 张四平

党委副书记 肖铁岩　　白晨光

纪 委 书 记 白晨光

副 校 长　　　　　杨天怡（四月免）　　　黄宗明　　杨　丹　　刘　庆　　孟卫东

李茂国

党 委 常 委 欧可平　　林建华（六月免） 周绪红（六月任） 舒立春

　 　　　　张四平　　肖铁岩　　白晨光　　黄宗明　　刘　庆　　孟卫东

李茂国　　田　明　　李　华　　李学静

校 长 助 理 夏之宁　　喻洪麟　　赵　骅

副总会计师 孟卫东

党群机构及负责人

党委办公室 主 任　　　　吴丙山

副 主 任 冯业栋　　李　利　　陈　林

党委组织部 部 长 李　华

副 部 长 何　栎　　明兴建（兼）

（党委党校） 校 长 欧可平（兼）

副 校 长 舒立春（兼）　　肖铁岩（兼）　　白晨光（兼）

李　华（兼）　　杨守鸿（副处级）

办公室主任 何　栎（兼）

党委宣传部 部 长 李学静

副 部 长 凌晓明　　彭述娟　　李　炜

（校史办） 主 任 张旭东（副处级）

党委统战部 部 长 张承康

副 部 长 陈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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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委 副 书 记 何云金　　刘云宏

纪检办（监察处） 主任（处长） 何云金

正处级纪检员 夏玉峰

副主任（副处长） 岳　军　　于心党

副 主 任 曾文革（兼）

党委学工部 武装部政委　 肖铁岩（兼）

（武装部、学生处） 部（处）长 严太华

副部（处）长 罗　涤　　王宇红　　张红春　　蒋研川

李　永

（就业办） 主 任 张红春（兼）

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
主 任 王　浩（副处级）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部 长 刘清才

副 部 长 陈大勇

党委保卫部、保卫处 部（处）长 王健卉

副部（处）长 贺　兵　　黄　杰

（政治稳定办公室） 主 任 郑恒毅（副处级）

机 关 党 委 书 记 谢渝霖

虎溪校区党工委 书 记 田　明

副 书 记 王宇红　　李　胜（兼）

工 会 主 席 白晨光（兼）

常务副主席 黄世荣

副 主 席 黄　萍　　杨　柳（一月任）

团 委 书 记 陈　科

副 书 记 刁宇翔

副书记（正科级） 吴　昊　　刘庆庆　　姚　璐

离退休党委 书 记 明兴建

副 书 记 贾　源

图书馆党总支 书 记 邱荣富（五月免）　　 彭晓东（五月任）

副 书 记 陈　文

后勤集团党委 书 记 程民权（四月免） 杨正书（四月任）

副 书 记 凌　明（正处级，四月免）　　尹国华

廖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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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党总支（五月由直

属党支部改建为党总支）

书 记　　　　柏子康（五月任，同时免去原直属党支部书记

（副处级）职务）

科技企业集团党委 书 记 袁政强（十一月任）

副 书 记 袁政强（主持工作，十一月免） 李广治

校医院党总支（五月由直

属党支部改建为党总支）

书 记　　　　蒋明伦（五月任，同时免去原直属党支部书记

（副处级）职务）

建筑设计研究院党总支（十一月

由直属党支部改建为党总支）

书 记　　　　何洪建（十一月任，同时免去原直属党支部书记

（正处级）职务）

继续教育学院、 书 记 冯海亮

应用技术学院党委 副 书 记 胡显芝

行政机构及负责人

校长办公室 主 任 杨成云

副 主 任 袁文全　张　蕾　许　果　饶劲松

（驻京联络处） 主 任 葛　篧（副处级）

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主 任 喻洪麟

副 主 任 陈兴品

人 事 处 处 长 刘　东

副 处 长 何　敏　谢昭明　胡雪松　阳　春（四月任）

阳　春（挂职副处长，四月免）

人 才 引 进

办公室主任
阳　春（兼，副处级，四月任）

教 务 处 处 长 易树平

副 处 长 刘西蓉　付红桥　曾佐伶　袁云松

（招生办公室） 主 任 刘西蓉（兼）

语 委 办 主 任 易树平

副 主 任 韦春霞　何　敏（兼）

国家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基地
主 任 刘访华

教室管理中心 主 任 张　忠（副处级）

科 技 处 处 长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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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处 长 雷　达　王开成　刘敢新　王敬丰

葛　篧（兼）

科协秘书处 秘 书 长 刘敢新（副处级）

社 科 处 处 长 蔡珍红

副 处 长 姚　飞

期 刊 社 社 长 蔡珍红（兼）

副 社 长 吕赛英（二月免）　游　滨

研 究 生 院 院 长 黄宗明（兼）

常务副院长 郑小林

副 院 长 郑　忠　张云怀　刘京诚　刘清才（兼）

秦大同（兼，正处级）

招生办公室主任 郑小林（兼）

学位办公室主任 张云怀（兼）

培养办公室主任 刘京诚（兼）

学科建设及“２１１”

办 公 室 主 任
郑　忠（兼）

研究生工作及就业

指导办公室主任
陈大勇（兼）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处 长 刘贵文

副 处 长 陈　颖　李　斌

挂职副处长

（挂职期两年）
叶　蕾（十一月免）　伍云天（十一月免）

计划财务处 处 长 冉茂盛

副 处 长 何海涛　黄　英　王立新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主 任 冉茂盛（兼）

副 主 任 黄　英（兼）

审 计 处 处 长 李嘉明

副 处 长 陈　茸　彭晓东

资产与后勤管理处 处 长 刘仁龙

副 处 长 李永海（五月免）　陈泽晖　蔡　军　彭华明

杨海华（九月任）

（节 能 办 ） 主 任 陈泽晖（兼，六月任）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 处 长 严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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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处 长 廖　琪　唐孝云

基建规划处 处 长 卢　平　　

副 处 长 周德里　陈　欣　王俊才（兼）

大学科技园办公室 主 任 李　林

副 主 任 王永宁（十二月任）

西永微电园研究院 院 长 黄宗明（兼）

副 院 长 李　林（兼）

长寿化工园研究院 院 长 黄宗明（兼）

副 院 长 李　林（兼）

办公室主任 杨永齐（兼）

离退休工作处 处 长 解德秀（四月免）　李永海（五月任）

副 处 长 何　杨　 李　纾（一月任）

虎溪校区管委会 主 任 杨　丹（兼）

常务副主任 夏之宁

副 主 任 吴德银（正处级，十一月免）

办公室主任 石　琴（副处级）

学 生 工 作

办公室主任
王宇红（副处级）

后勤与资产管

理办公室主任
姜　林（副处级）

校办产业管理 主 任 邓绍江

委员会办公室 副 主 任 刘　斌

科技创新与成

果转化办公室
副 主 任 杨永齐

国内合作办公室 主 任 赵　骅

副 主 任 曹　阳

虎溪校区建设 指 挥 长 张四平（兼）

工程指挥部 常务副指挥长 钟树生（正处级）

副 指 挥 长 王俊才　李　胜　章庆学　吴传明

卢　平（兼）

虎溪校区住宅办 主 任 钟树生（兼）

副 主 任 黄世荣（兼）　李　胜（兼）　章庆学（兼）

发展研究中心 主 任 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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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 蒲勇健　林　勇　 龙　彬（兼）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院 长 陈德敏（兼）

副 院 长 蒲勇健（兼）

城乡统筹发展研究院 院 长 陈德敏（兼）

副 院 长 李　华（兼）　龙　彬（兼）

高 教 所 副 所 长 李　华（兼）　蒋华林　

图 书 馆 馆 长 彭晓东（五月免）

副 馆 长 杨新涯（五月起主持工作）　谢　蓉　汪培术

档 案 馆 馆 长 李　平

副 馆 长 杨　艳

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 主 任 熊忠阳

副 主 任 杨新涯（五月免）

后 勤 集 团 总 经 理 杨正书（四月免）　凌　明（四月任）

副 总 经 理 伍佰洲　袁昌武　曾　上　刘志成　李豫湘

出 版 社 社 长 邓晓益

电子音像出版社 总 编 饶帮华

副 社 长 刘茂林　 柏子康（兼）　

副 总 编 陈晓阳

科技企业集团 总 经 理 雷小红

副 总 经 理 赵　宇　聂会元　林　勇　

校 医 院 院 长 张　毅

副 院 长 蒋明伦　张亚辉　冉玖宏

建筑设计研究院 院 长 魏宏杨

副 院 长 何洪健（兼）　苟基佐　 周智伟

继续教育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杨天怡（兼）

应用技术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院长 杨　丹（兼）

常务副院长 罗晓梅

副 院 长 李卫红　姚渝春　周　斌　冯清平

网络教育学院 院 长 李海拉

副 院 长 李兴国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

联盟秘书处（五月成立）
副 秘 书 长 朱正伟（九月任）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副 主 任 彭　静（九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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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金会秘书处 秘 书 长 张　军

副 秘 书 长 何荣山

校友工作办公室 主 任 许　骏

副 主 任 任　明　姜雪峰

国 际 学 院 院 长 赵成平

副 院 长 江　燕　 黎　静

会 议 中 心 主 任 李艾冬

副 主 任 崔志强（五月任）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

联合学院（十一月成立）

院 长　　　　陈　进（十一月任）

副 院 长　　　　张志清（十二月任）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

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工

作办公室（六月成立）

副 主 任 熊　辉（十二月任）

学部、学院及党政负责人

文 理 学 部 主 任 吴云东

副 主 任 蔡珍红（兼）

主 任 助 理 谭　进（副处级）

综合办公室主任 谭　进（副处级，兼）

工 程 学 部 主 任 刘　庆（兼）

副 主 任 周雒维　胡友强（副处级）

综合办公室主任 夏　天（副处级）

学 术 事 务

办公室主任
廖　全（副处级，四月任）

经济可靠汽车

协同创新中心
专职副主任 郭　钢（四月任）

建 筑 学 部 主 任 张四平（代）

副 主 任 胡学斌（兼）　李英民（兼）

综合办公室主任 陈　娜（副处级）

信 息 学 部 主 任 黄宗明（代）

副 主 任 张　玲（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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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助 理 叶春晓（副处级，四月任）

综合办公室主任 叶春晓（副处级）

学 术 事 务

办公室主任
郑洪英（副处级，五月任）

数学与统计学院 党 委 书 记 秦　岚

党委副书记 郭秀荣

院 长 郑德超

常务副院长 秦　岚（兼，十一月任）

副 院 长 何传江　 穆春来

物 理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刘云宏

党委副书记 萧　倩

院 长 温维佳

副 院 长 王新强　韩　忠　王蜀霞

钟小伟（七月结束援藏任职）

化学化工学院 党 委 书 记 黎学明

党委副书记 王　智

院 长 魏子栋

副 院 长 陈昌国　李泽全　董立春

生物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郭兴明　　

党委副书记 黄克琼

院 长 杨　力

副 院 长 王贵学　霍丹群　陈国平

生命科学学院 党总支书记 邱荣富（五月任）

（五月由直属党支 党总支副书记 白　强（五月任，同时免去原直属党支部书记

部改建为党总支） （副处级）职务）

副 院 长 李正国（主持工作）　张　泽

公共管理学院 党 委 书 记 张邦辉

党委副书记 刘　淳

院 长 邱泽奇

常务副院长 张邦辉（兼，七月任）

副 院 长 何　跃　刘渝琳　张　鹏　刘洪彪（十一月免）

外国语学院 党 委 书 记 余渭深

党委副书记 何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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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长 李　红

副 院 长 欧　玲　黄
"

琳　董平荣

艺 术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高扬元

党委副书记 刘卫红

院 长 许世虎

副 院 长 龙　红　陈　燕

新 闻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卓光俊

党委副书记 魏世平

名 誉 院 长 马胜荣

院 长 董天策

副 院 长 张　瑾

体 育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李国泰

党委副书记 林　莉

院 长 胡　红

副 院 长 许定国　龙　周

美视电影学院 党 委 书 记 陈　东

党委副书记 李阳模

院 长 张国立

常务副院长 彭吉象

副 院 长 陈　东（兼）　杨尚鸿

电气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周雒维（四月免）

党委副书记 周　林（主持工作，四月任）　李成祥

院 长 廖瑞金

副 院 长 韩　力　唐　炬　周　林　杨　浩

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

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　　　　廖瑞金

副 主 任　　　　熊小伏　唐　炬（兼）

机械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陈　进

党委副书记 谢心灵　陈晓慧

院 长 王时龙

副 院 长 朱才朝　唐　倩　任亨斌　陈兵奎　贺岩松

（工程培训中心） 主 任 任亨斌（兼）

动力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彭　岚　　

党委副书记 周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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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长 张　力　
副 院 长 潘良明　杨　晨　廖　强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党 委 书 记 万　玲
党委副书记 张永祥

院 长 姜德义

副 院 长 刘占芳　税国洪（九月免）　卢义玉　刘　莉
煤矿灾害动力学与

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　　　　李晓红
常务副主任　　　　姜德义
专职副主任 许　江
副 主 任 尹光志（正处级）　卢义玉

复杂煤气层瓦斯抽采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　　　　姜德义
专职副主任　　　　许　江
副 主 任 尹光志（正处级）　卢义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王　雨
党委副书记 邓扶平

院 长 黄晓旭

常务副院长 黄佳木（正处级）

副 院 长 谢卫东　黄光杰　杨长辉　邱贵宝
（国家镁合金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专职副主任 张丁非（副处级）

航空航天学院

（十二月成立）

党 委 书 记　　　　万　玲（十二月任）
党委副书记　　　　张永祥（十二月任）
名 誉 院 长 刘人怀（十二月任）

院 长 胡　宁（十二月任）
副 院 长 刘占芳（十二月任）

机械传动国家

重点实验室

主 任　　　　王时龙　
常务副主任　　　　王勇勤（正处级）
副 主 任 陶桂宝　胡建军

建筑城规学院 党 委 书 记 杜春兰

党委副书记 陈　兰
院 长 赵万民

副 院 长 李和平　周铁军　卢　峰
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 院 长 赵万民

常务副院长 周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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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李英民

党委副书记 奉　飞
院 长 张永兴（九月病故）　刘汉龙（十二月任）
副 院 长 张　川　李正良　　李英民（十一月免）

阴　可　夏洪流（十一月任）
龙渝川（援疆干部）　钟树生（兼）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胡学斌

党委副书记 蒲清平

院 长 李百战

副 院 长 张　智　何　强　吉芳英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党 委 书 记 赵　彬

党委副书记 葛毛毛

院 长 任　宏
副 院 长 杨　宇　竹隰生　申立银

光电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沈　磊
党委副书记 周大秋

学术顾问（代

行院长职责）
罗先刚（六月任）

常务副院长 郭永彩（正处级，十一月任）

副 院 长 郭永彩（十一月免）魏　彪　叶俊勇
通信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张　玲

党委副书记 袁　利
院 长 曾孝平

副 院 长 印　勇　吴玉成　谭晓衡
飞行器测控与通信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筹）
主 任　　　　杨力生（副处级）

自动化学院 党 委 书 记 孙　跃
党委副书记 王　琰
院 长 宋永端

副 院 长 柴　毅　李　楠　林景栋
计算机学院 党 委 书 记 朱庆生

党委副书记 李双庆

院 长　 沙行勉

副 院 长　 廖晓峰　王　茜　何中市　房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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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 件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陈蜀宇

党委副书记 韦迎春

院 长 熊庆宇

副 院 长 黄　勇　符云清　文俊浩
法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徐建华　

党委副书记 张　燕
院 长 陈忠林

常务副院长 徐建华（兼）　
副 院 长 黄锡生　胡光志　秦　鹏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党 委 书 记 杨　俊
党委副书记 袁晓浩

院 长 刘　星
副 院 长 龙　勇　廖　冰　但　斌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院 长 张旭东（五月起不再担任院长职务）

副 院 长 陈忠林　张　瑾
博 雅 学 院

（十一月设立党总支）

党总支书记　　　　吴德银（十一月任）
副 院 长　　　　姚　飞　　李　东（十一月任）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主 任 秦　勇
副 主 任 李卫东　周余斌（二月任）

弘 深 学 院 院 长 唐胜利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主 任 肖铁岩（兼）

副 主 任 何　跃　刘洪彪（十一月免）
集成电路与信息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张　玲

院 长 杨　丹（兼）
常务副院长 沈　磊

城市科技学院 院 长 杨天怡（兼）

常务副院长 王银峰（正处级）

副 书 记 章锋云

副 院 长 章锋云

学生处处长 刘志国（副处级）

人文学院院长 邓仕伦（副处级）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曹跃群（副处级）

电气信息学院 刘嘉敏（四月确定为副处级）

（胡　佳　刘茜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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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各类常设委员会
或专项工作机构成员组成情况

重庆大学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重大校〔２０１３〕４号，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成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张四平
副组长：李　华（组织部）　 　 赵　骅
成　员：王　旭　　冉茂盛　　陈　科　　杜春兰　　李海拉　　杨成云　　罗晓梅
二、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赵　骅
办公室副主任：曹　阳
联络员：谭　娅

重庆大学事业规划委员会

（重大校〔２０１３〕４７号，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调整）

组　长：林建华
副组长：张四平　　舒立春
成　员：吴云东　　黄宗明　　杨　丹　　刘　庆　　孟卫东　　李茂国

重庆大学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训练基地

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５１号，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调整）

组　长（基地主任）：李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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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基地副主任）：冯海亮　　罗晓梅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清平 李　华（发展研究中心）李卫红 任亨斌 杨　浩 张　玲
周　斌 赵　斌 郑小林 易树平 胡学斌 胡显芝 姚渝春

税国洪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继续教育学院。

主　任：李卫红
副主任：陈　康　　周　艳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　金 孙　琪 江　淼 陈　燕 余　江 余小丽 罗　琳
金建华 韩　重

机关部处及直属单位考核评价体系研究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５８号，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成立）

组　长：李茂国
副组长：李　华（组织部）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　明 李　志 何　栎 何　敏 谢渝霖

研究小组办公室设在校党委组织部。

重庆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６８号，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调整）

组　长：李茂国　
副组长：罗晓梅　　冯海亮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健卉 冉茂盛 任　宏 刘仁龙 朱庆生 刘洪彪 何云金

吴丙山 李正良 李卫红 杨　浩 杨正书 杨成云 贺岩松

黄佳木 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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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综合改革工作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７０号，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成立）

组　长：李茂国
副组长：肖铁岩　　黄宗明　　杨　丹　　刘　庆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旭 冉茂盛 刘　东 刘贵文 刘清才 李　华（发展研究中心）
严太华 吴丙山 张　玲 杨成云 郑小林 易树平 周雒维

胡学斌 夏之宁 蔡珍红 熊忠阳

工作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校长办公室。

成　员：饶劲松 刘　佳 肖俊夫

重庆大学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

（重大校〔２０１３〕７９号，２０１３年４月９日调整）

主 任 委 员：刘　庆
副主任委员：黄宗明　　白晨光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广军 王志军 田逢春 何中市 张旭梅 邹晓玲 聂建峰

曾文革 颜　哲 谭世语

增补李茂国同志为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等工作机构成员

（重大校〔２０１３〕８０号，２０１３年４月９日）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增补李茂国同志为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人才引进工作

小组、校园规划委员会的成员。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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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综合改革校内专家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９０号，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日成立）

组　长：李茂国

副组长：肖铁岩 黄宗明 杨　丹 刘　庆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旭 龙　勇 冯　明 刘贵文 孙　跃 严永红

李　华（发展研究中心）李　志 李百战 邱泽奇 余渭深 易树平

胡光志 袁文全 黄佳木 韩　忠 曾孝平 廖　强 熊忠阳

重庆大学节约型校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重大校〔２０１３〕９５号，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成立）

组　长：张四平

副组长：肖铁岩 杨　丹 孟卫东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卢　平 冉茂盛 刘仁龙 刘清才 严　薇 严太华 李学静

杨正书 杨成云 吴丙山 夏之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校长办公室。

主　任：杨成云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立新 许　果 李　永 李　利 李永海 陈　欣 陈大勇

姜　林 彭述娟 曾　上 廖　琪

秘　书：李明秋 李建宏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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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科研经费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重大校〔２０１３〕９６号，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成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张四平
副组长：白晨光 杨　丹 刘　庆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旭 冉茂盛 何云金 李嘉明 蔡珍红

二、办公室

主　任：李嘉明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心党 王开成 王立新 姚　飞 曹梦菲 彭晓东

校园网升级改造工作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１０５号，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成立）

组　长：李茂国
副组长：熊忠阳 于心党 杨新涯

一、技术与协调小组

组　长：熊忠阳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付红桥 伍佰州 刘京诚 陈　欣 彭华明 廖　琪
二、管理与用户服务小组

组　长：杨新涯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蔚涛 吕亚慧 阳海彬 李　炜 杨　涛 吴　鹏 张　赛
张　? 张国棠 陈大勇 蒋研川 赖　立

三、校园网升级改造监督小组

组　长：于心党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关　颖 李双庆 李建宏 袁　东 黄　萍 曾　一 童泽洋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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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航空学院筹建工作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１１２号，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成立）

组　长：刘　庆

副组长：喻洪麟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玲 王　旭 冉茂盛 刘　东 刘仁龙 刘占芳

李　华（组织部） 严　薇 杨成云 陈景秋 郑小林 易树平

周雒维 姜德义 彭向和

秘　书：陈兴品

筹建工作组办公室挂靠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

重庆大学财经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１１９号，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调整）

组　长：林建华

副组长：张四平

成　员：欧可平 黄宗明 杨　丹 刘　庆 孟卫东 李茂国 吴云东

何云金 冉茂盛 李嘉明 黄世荣

秘　书：何海涛

重庆大学附属中小学校办学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１６８号，２０１３年６月７日成立）

组　长：张四平

副组长：舒立春 孟卫东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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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付　甫 冉茂盛 刘仁龙 刘　东 杨成云 明兴建 凌　明

黄世荣 游纪宁

重庆大学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招生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１７６号，２０１３年６月９日成立）

组　长：黄宗明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朱才朝 刘京诚 刘清才 李英民 杨　俊 何云金 张　玲

张云怀 陈大勇 周雒维 郑　忠 郑小林 胡光志 蔡珍红

戴元淑

工作秘书：李　宏　　张　莹

重庆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１９０号，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成立）

组　长：黄宗明

副组长：白晨光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龙　勇 刘京诚 刘清才 李英民 何云金 张　玲 张云怀

陈大勇 周雒维 郑　忠 郑小林 胡光志 蔡珍红

工作秘书：戴元淑　　李　宏　　姜学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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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重大委〔２０１３〕２４号，２０１３年７月４日成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欧可平　　周绪红

副组长：舒立春　　张四平

成　员：肖铁岩　　白晨光　　黄宗明　　刘　庆　　孟卫东　　李茂国　　田　明

李　华 李学静

二、办公室

主　任：舒立春

副主任：肖铁岩　　白晨光　　李　华

（一）综合组（设在党委组织部）

组　长：李　华

成　员：何　栎 杨守鸿 明兴建 谢渝霖 许　果 杨国梁 孙江林

应　佳

（二）文秘组（设在党委办公室）

组　长：吴丙山

成　员：冯业栋 李　利 袁文全 关　慧 肖俊夫 张　磊

（三）宣传组（设在党委宣传部）

组　长：李学静

成　员：凌晓明　　彭述娟　　李　炜　　刘清才　　严太华　　刁宇翔　　徐方正

赵深艳 朱　莹

（四）督导组（设在纪检办）

组　长：何云金　

成　员：刘云宏　　夏玉峰　　岳　军　　于心党　　杨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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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２６１号，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成立）

组　长：杨　丹

副组长：黄宗明　肖铁岩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陈　科 严太华 何云金 张兴国 郑小林 易树平 曾孝平

曾佐伶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２６２号，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２日成立）

组　长：黄宗明

副组长：肖铁岩　　白晨光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冉茂盛 齐爱民 刘清才 张　玲 何云金 郑　玲 郑小林

周雒维 胡学斌 廖　冰 蔡珍红

定密工作领导小组和定密工作小组

（重大委密〔２０１３〕１０号，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２日调整）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欧可平

副组长：舒立春　　刘　庆

成　员：吴丙山　　王健卉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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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小组

组　长：舒立春

副组长：刘　庆

成　员：李　华（组织部） 吴丙山 何云金 王健卉 杨成云 刘　东

王　旭 易树平 郑小林 李　平 雷　达

重庆大学校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３１６号，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成立）

组　长：张四平

副组长：孟卫东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绍江 冉茂盛 刘　东 刘仁龙 李　华（组织部） 严　薇

何云金 李英民 李嘉明 赵万民 魏宏杨

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

（重大校〔２０１３〕３１７号，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调整）

主　任：周绪红

副主任：张四平 白晨光 孟卫东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旭 邓绍江 冉茂盛 刘　东 刘仁龙 何云金 李嘉明

·０８·

机构设置及负责人




重庆大学章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３２４号，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成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欧可平 周绪红

副组长：舒立春 张四平

成　员：肖铁岩 白晨光 黄宗明 杨　丹 刘　庆 孟卫东 李茂国

二、起草工作组

组　长：李茂国

副组长：李　华（发展中心） 林　勇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增补）：

付红桥 冯业栋 吕　屏 刘敢新 关　慧 杜承南 杨春平

严太华 何云金 何海涛 宋福忠 张国宾 陈　科 郑　忠

饶劲松 唐　杰 唐绍钧 黄世荣 蒋华林 曾文革 谢昭明

蔡珍红

三、规章制度整理工作组

组　长：舒立春 张四平

副组长：吴丙山 杨成云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增补）：

王　旭 王健卉 邓绍江 卢　平 冉茂盛 刘　东 刘仁龙

刘贵文 刘清才 许　骏 杨新涯 李　平 李　华（组织部）

李　林 李永海 李学静 李海拉 李嘉明 严　薇 严太华

何云金 张　军 张　毅 张承康 陈　科 林　勇 易树平

罗晓梅 郑小林 赵　骅 夏之宁 凌　明 黄世荣 喻洪麟

谢渝霖 蔡珍红 熊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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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教师职务特评及破格评审组

（重大校〔２０１３〕３７１号，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成立）

组　长：周绪红

副组长：欧可平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光志 冉光和 刘　庆 李卫东 李百战 吴云东 宋永端

张四平 郑德超 秦大同 黄宗明 彭吉象 董天策 舒立春

温志渝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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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办公室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党委办公室围绕学校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工作部署，坚持工作前移、重心下

沉，畅通渠道、主动协调，充分发挥传递信息、研究政策、辅助决策的参谋作用，切实履行承上

启下、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的纽带责任，以强化参谋助手职能，提升服务师生水平为重点，圆

满完成了各项既定工作任务。

【综合协调】

继续加强与教育部、市委、市府及其办公厅和其他部委办局的联系沟通，统筹协调中国

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等来宾和领导，以及石河子大学等相关单位考察调研团的接待工作，调

动社会各方力量支持学校发展。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等重要会议、活动，

主动牵头、组织联络、调度指挥，与相关单位合力抓好工作落实。

【公文处理】

积极推动《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的执行，规范流转

７８７份校内外公文。加强对二级单位的公文处理业务指导，促进《重庆大学公文处理工作细

则》的全面贯彻落实。全年发文９２份，比去年同期减少３１％。完成领导讲话、会议纪要、调

研报告、上报材料和礼仪文书等文字材料４０多万字。认真履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文秘组工作职责，高质量撰写活动动员报告、校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学

校整改方案、民主生活会报告、专项查摆报告和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等材料１０余万字。参与

《重庆大学章程》起草工作。

【督查督办】

强化对学校决策部署、领导批办事项的督查督办。对党委常委会全年１８次会议６３项

议决事项逐项跟踪督查督办，全部议决事项均得到落实。认真做好书记信箱的管理，切实落

实领导对来信反映事项的批示精神。牵头制订《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　重庆大学〈贯彻落实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实施办法》，并对各单位

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查。

【安全稳定】

及时接收和办理上级有关安全稳定工作文件，无任何错漏压误，确保政令畅通。在“两

会”、“６．４”、薄熙来案审判等特殊时间节点，参与制定敏感时期多个阶段性维稳方案和突发

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协调各相关单位共同做好学校维稳工作。及时掌握、分析学生思想动

态，主动排查影响校园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敏感性问题，形成５篇高质量的安全稳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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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及时消除隐患、化解矛盾。在坚持节假日和特殊时期２４小时值班制度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全校安全值班工作的落实，积极推动网上值班信息报送及查询系统的开发，确保

信息畅通，维护安全稳定大局。

【机要保密】

进一步理清责任，调整了学校定密工作机构，完善学校保密组织管理体系。成立了保密

工作检查小组，组织开展５次专项和综合性的保密检查活动，完善学校保密监督检查长效机

制。召开国家安全保密专题培训会议，举办保密知识征文和保密知识竞赛，进一步强化涉密

人员保密意识，提高保密技能。修订涉密单位年度目标考核标准、涉密人员管理办法等多项

保密制度，认真做好涉密单位和涉密人员年度考核工作，进一步规范、强化涉密人员管理。

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运转机要文件和密码电报，“零差错”处理涉密文件１６８份，收发

机要件３０００余份。按照中保委的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实施了保密普查。

【信息工作】

全年上报各类信息１４０余篇，其中３篇信息通过《教育要情》直接呈送中央领导，５篇信

息被《教育部简报》采用，７篇信息在教育部官网登载，宣传了学校教育改革工作。进一步提

高校内信息刊物质量，建立相关资料来源数据库，编发《重庆大学简报》１８期、《信息参考》２５

期，加强了校内信息服务工作。

【调研工作】

围绕学校教育改革热点问题策划调研选题，主动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合作，增强调研工作

合力，提升决策支持水平。牵头完成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国内民间组织在校活动情况、学校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等调研工作，积极参与党的建设工作、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调

研活动，认真听取基层师生员工的意见建议，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

（关　慧）

校长办公室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校长办公室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围绕学校办学目标和中心工作，结合全

年重点工作，立足工作实际，完善规章制度，优化工作流程，强化统筹协调，提高服务水准，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履行“管理、咨询、服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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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圆满完成工作目标任务和学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为学校的

改革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制度建设】

本年度重点完善办公室各项工作职能规范与业务流程，编制并在全校范围内发放《校长

办公室工作手册》和《校长办公室工作服务指南》，全面梳理和优化校办工作流程。结合《党

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国家新标准的实施，及时起草发布《重庆大学公文处理工作细则

（试行）》等全校性公文处理工作规范，从行文规则、公文处理用纸、各类公文模板、发文字号

及校内签报与收文编号管理等方面作出具体要求，并组织开展全校公文处理工作培训活动，

促进全校公文处理工作的规范化。按要求对“校长办公会议题报单”进行改进，规范校长办

公会议题上会审批流程。规范有序地开展学校每周工作安排的统筹协调与汇总发布及校领

导重要公务安排。建立严格的印章使用登记制度，规范司法取证提取学校印模流程与模板、

组织机构代码证及行政介绍信使用管理。对《重庆大学公务接待管理办法》、《重庆大学组

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证书使用管理规定》等８个规章制度进行修改完善，健全《重庆大学公共

区域活动管理办法》，明确学校公共区域活动管理部门、活动申请主体，规范了活动申请程序

等相关事项。本年度还积极主动推进深化机关作风建设，简化优化办事流程，制定和实施

《重庆大学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方案》、《重庆大学机关工作作风规范（试行）》等规定，并在校

长办公室推行首问负责制，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严明服务纪律，规范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水

平。

【办文工作】

公文运转及印章管理，坚持以严谨规范为准则，以提高服务效率为目标，严格办文规范

与流程，办文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全校无纸化办公进程明显加快。２０１３年共流转公文

２９５２件（其中电子４０８件、纸质２５４４件；校内来文２１６８件、校外收文７８４件）、编制公文８７３

件（其中重大校３６５件、重大校函１８７件、重大校办３２件、重大校处２８９件）。承担录取通知

书、毕业证书、录取通知书、学生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各类规范用印３３万余次，开具行政介

绍信９３次。办理学校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证书申请１２００余人次。按照学校要求和部署

圆满完成学校工作要点及补充工作要点、工作总结、校长办公会纪要、校领导重要讲话、学校

重要汇报材料，以及重要信函和礼仪文书等大量文字材料的起草工作。

【行政事务】

行政事务统筹方面，严格遵守中央关于公务接待和改进作风方面的各项规定，重点提升

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圆满完成各项行政事务的统筹协调。本年度，做好学校４０周工作安

排统计编发、２０期校长办公会及党政联席会等全校性重要会议组织准备，确保学校日常工作

有序开展。牵头组织或参与组织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重庆市副市长吴刚及教育部、科技

部各级领导的来访调研工作。组织安排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中国工程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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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等２０余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完成浙江大学、中科院光电所、贵

州省安顺市等３０余所机构院校的来校接待；完成卓越大学联盟第四次校长联席会议、东西

部高校视频公开课共享大会、首届教学制度改革与人才培养质量大学论坛、重庆大学与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协同创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２０１３级本科生、研究生学生开学典礼、军训

汇报表演、２０１３届毕业生毕业典礼、高雅艺术进校园等大型活动３０余场。

【信息工作】

重点推动信息平台建设，大力提高信息的及时更新和数据准确性，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

范围。本年度，按时完成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度教育部高基统计报表、市教委高等教育事业统

计工作及其他重要综合数据统计报送工作，编写办学条件指标分析报告、《重庆大学简报》

等，为校领导和相关部门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并建立起信息报送和统计分析的长效机制。认

真完成学校法人的变更工作、开展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年审、学校知识产权的商标注册保护、

主页信息维护等日常工作。完成“重庆大学信息公开发布平台”的开发建设，实现与 ＯＡ系

统集成，从根本上优化学校信息公开管理流程，稳步推进信息公开工作，通过学校信息公开

专题网站主动公开信息４６０余条。

【督查督办】

督查督办工作以“完善机制，提高效能”为目标，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抓住热点重点，实行

“重点工作分项督查、阶段工作跟踪督查、领导批示及时督查”，抓好决策的落实和信息反馈，

进一步增强督查工作的效力和价值。全年完成２０期校长办公会纪要的逐条督查督办，定期

汇编“落实情况督查报告”呈报校长办公会，特别针对完成周期需要较长时间的工作，建立阶

段督查、跟踪服务机制，确保学校重要决议事项的落实实施。加大对师生反映强烈的问题和

领导批示件的督查力度，做好“主动督查”；针对重点工作传达、人事、科技、教学、专业设置、

校园环境建设以及离退休等工作中的重点问题，下发政务督查单近３０份，以督带检、以查促

办；进一步强化校长信箱“关注学生、关注社会”的渠道作用，不断完善校长信箱系统功能及

来信处理机制。２０１３年，校长信箱处理有效信件３４４封，针对反映强烈和落实情况缓慢的问

题立项督查督办，做到 “件件有跟踪，事事有回应”，并形成校长信箱分析报告，及时供校领

导参阅。进一步推进工作创新，策划 “校长有约”即校领导与师生定期座谈交流活动；探索

实施“校长信箱”轮值助管；修订“政务督查单”，简化办事流程；完成 ＯＡ系统中“督查管理”

和“校长信箱管理”两个模块的用户需求设计，拟于２０１４年４月上线测试。

【信访申述】

信访、申诉和法律事务工作方面，牢固树立“师生利益无小事，涉及民生无小事”的思想

宗旨和工作原则，积极通过学生申诉办、信访办、法律事务办公室等渠道，接待处理师生员工

各类申诉、信访问题，不断推进基层矛盾的排查和化解，努力提高申诉信访工作水平。全年

信访办共接访８７件（７０人次），其中走访３８次（群访３次），电话及书信访４９件（含上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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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５件），重复上访４件，涉及到住房维修、移动机站拆除、校友在校期间受伤遗留问题等方

面，目前已解决８４件，办结率９６％。学生申诉工作立足于提前介入学生处理过程，保证处理

学生的程序合法有序，２０１３年没有接到学生申诉，实现学生申诉“零目标”。法律事务工作

从机制和流程上逐渐理顺，全年共进行合同审查３０余份，规章制度、文件审查１００余份，接

受师生法律咨询８人次，组织涉及学生会议６次、涉法工作会议５次，协调参加仲裁、诉讼案

件８起，拟写法律事务公函（对外）４份，开展合同清理等专项工作５项，形成汇报材料、法律

建议５份，充分发挥法律咨询服务、涉法案件协调办理、法律风险排查评估等方面的作用。

【驻京联络】

驻京联络工作进一步加强与教育部办公厅、人事司、财务司、高教司和科技司等职能部

门的日常联系，及时沟通信息，并认真做好与科学技术部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有关

部委的联系和沟通工作，为学校整体运行和科研、教学等业务职能部门服务，积极发挥好帮

手和助理的作用。协助学校成功完成国家级教育发展基金会申报注册工作。一年来，共完

成校领导、院士赴京近３００人次的接送及相关服务工作，接待机关部处人员３５０余批次８００

余人次。驻京联络处积极组织或参与北京校友会活动，参与北京校友会２０１４年年会的组织

筹备和北京校友会ＴＭＴ协会筹备工作，积极协助学校重点联系北京企业界知名校友，密切

参与筹建校友创业园的工作。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２０１３年，办公室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以勤俭节约为原则规范会务接待规模与流程，利用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时间集中

加强理论学习，广泛开展科室工作交流，围绕提高工作效率和提升服务水平认真查找问题，

提出切实有效地整改措施。领导班子积极响应转变“四风”的要求，走访慰问５０余名离退休

老同志，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得到老同志们一致认可。按照学校纪委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要求，对岗位廉政风险点进行排查并制定了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建立“一对一当面谈”的

对话交流制度，深入了解办公室同志对主任班子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推进党支部自身建设

和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按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加强改进机关工作作风的工作要求，

着力构建和谐办公室和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张　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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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校区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３年，虎溪校区管委会根据学校办学目标，进一步丰富、转变、深化和提升各项管理工

作，在综合管理和内外协调、教学与工作以及生活条件保障、校区学生管理与辅助培养等方

面圆满完成２０１３年各项工作任务，推动校区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

【育人模式探索】

探索校区学生教育与管理新模式，完善学生工作站的管理和舍区教育，不断探索舍区教

育的内容和形式。全年共开展“梅子话开”、“竹园智立方”等涉及学业辅导、心理辅助、兴趣

拓展、素质提升的舍区教育项目５００余项。外教进舍区、学业辅导进舍区等受到学生广泛好

评。积极探索舍区教育规律，初步制定《舍区教育大纲（草稿）》，充分发挥舍区教育对学生

成长成才的作用。

【育人氛围营造】

完成“自行车”、“智慧树”、“涌泉相报”、“英文字母格言凳”等系列景观雕塑建设。制作

新的校区安全专栏和用于校区管理交流的演示文件。丰富ＬＥＤ显示屏发布的信息内容，全

年利用ＬＥＤ显示屏发布学术公告、重要通知２６０余次。接待兄弟高校和上级的参观考察、管

理交流１００多次，校园文化宣传员接待参观访问团２２个。完成虎溪校区宣传折中文版的改

版与编印。开展院长讲座、星期日讲座等８场次。

在校区安装花盆、花箱并四季栽种鲜花，增添室外休闲桌椅２０张、室外垃圾桶７０个、室

外小广告张贴筒１２个、自行车防盗栏４５个，室外运动器械和景观石桌石椅等美化和便民设

施，增加环境亲和力。将网球馆南侧垃圾场整治、铺设成草坪；在两湖种植水生植物并养殖

河蚌和白鲢，净化两湖水质；试种爬壁虎，尝试校区房屋的垂直绿化；推进植物园建设，打造

热带植物园、牡丹园、蕨类园等专类园。

【育人条件完善】

更新、新添多媒体教学管理设备１００余套、更换无线话筒２６０套、更换投影仪２０余台，

补充录播教室移动黑板６张；维修、更换和新添多媒体教室窗帘；维修舞蹈教室；设置教学楼

道路标导视牌。完善多媒体教学设备管理体系，建立《重庆大学虎溪校区教室维护工作考核

管理办法》、《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多媒体教室设备管理办法》，规范维护工作人员的日常巡查

行为，开通教学设备监督服务手机热线，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加人性化服务，２０１３年７月起零

投诉。

配合完成虎溪校区三个学生食堂就餐区空调安装；装修改造一食堂食街区、三食堂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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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改善学生就餐环境。统一更新梅园、竹园学生公寓和留学生楼１４００余台燃气热水器和

１３７台电热水器，更新气表３０００余台，更换２００个公寓房间的窗帘；维修学生公寓家具，补充

购置靠背椅８００把，粉刷学生公寓公共空间墙壁，装修部分学生公寓门厅；更新学生公寓饮

水机５６００余台。

完成虎溪校区分析测试中心实验用房改造、学生公寓漏水维修等大型专项维修改造工

程１２项，合同金额６５８万元；完成楼栋标识牌刷漆、商业街屋顶玻璃更换等日常保障维修任

务１００余项（次），内部审核项目９０万元。出台《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商业街门面出租管理（暂

行）规定》，组织两次商业街门面招租。对校区供水管网进行专项检查，查出漏点３１处，及时

进行整修，比２０１２年节约用水１３７５５１吨。建立成规模的校内电瓶车交通，开行线路４线５

条；更换相对较旧的校园车队车辆。

对校区１１台核心设备、６９台汇聚设备和１０００多台接入设备进行全面优化和内部挖潜，

为全校师生开通了教育网方向免费账户２９０４４个，校区师生可通过免费账户访问教育科研

资源。同时进行了网络主干设备改造，整个核心网络从千兆网络改造为万兆网络，师生访问

网络及下载速度得到全面提升，达到国内西部高校网使用先进水平。完成宿舍门禁视频监

控建设；改造升级校区监控系统，完成监控中心装修扩建、监视屏幕墙建设和模拟监控改造，

将原有的模拟视频监控全部改造融入网络监控平台，改造规模达４６０个，画面质量和储存时

间均全面提高，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操作性。

【管理水平提升】

完善校区后勤服务监督体系，加强由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三支质量监督小组的

建设和管理，按照出台的系列制度对校区主要的服务方向———物业、绿化、食堂和校车等７

个服务单位进行了约束，明确了质量监督制度实施开始时间、监督实施牵头单位、实施方式

责任与违约认定，同时还制订了相应的奖惩办法。开展校区食堂食品价格专题调查及服务

质量检查工作，提交详细报告并对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组建主页大图学生创作团队，全年发布主页大图６４幅，录用率由４０％ 提升到９０％ ，报道

内容涵盖虎溪校区的人文、风景和各类学生活动，多次被校内各部门微博自发转载，也被用于

重庆大学招生宣传等多种学校宣传材料，成为虎溪校区的又一张校园名片。利用新媒体开展

思政教育，在校区主页开设“辅导员博客”专栏，开展博客大赛，建设“缙云湖畔”团队博客。

起草管委会各类文件２００多份，公文处理与运转１４００余件次，会议记录和纪要撰写３０

余次，会议通知上百次。立卷归档文字档案５２卷、文件３３９份，照片档案５６卷。审批学生

活动场地申请１２６０次，办理各类运动场地申请３３３１次，安排会议室和报告厅４３１次；安排

教师公寓入住２０５９０人次；办公设备维护维修３６２台次。

（石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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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与规划

【综述】

２０１３年，发展研究中心紧紧围绕学校“提高质量、内涵发展、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

思路，切实履行中心职责，做好咨政服务工作，在研究制定章程、推进教育改革、提升决策研

究水平、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较好成绩。

【研究制定学校章程，完善制度顶层设计】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３１号令）和《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

（３２号令）及教育部相关要求，遵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全面加强

和推进《重庆大学章程》的研究、起草工作。组织召开大学章程小组讨论会、大学章程核心执

笔人内部会、大学章程小组全体会等数十次会议，先后征求学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学院、

民主党派、学生代表、教育部专家与领导、学校老领导、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与建议，通过

会议讨论和书面建议等多种形式汇总数百条意见。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修改和完善并最

终形成《章程》（草案），拟经校长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程序性通过后，报送教育部核准。

【全面参与校部机关绩效考核研究，推动考核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按照学校《关于开展机关部处及直属单位模拟绩效考评工作的通知》要求，发展研究中

心完成机关部处及直属单位绩效考评实施细则制订工作，同时和网络中心组织进行网络考

评系统的开发工作。为更好地完善考评方案，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由分管校领

导带队，党委组织部、发展研究中心参加，到人事处、国际处、教务处、后勤集团、学工部、科技

处以及公共管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及动力工程学院展开重点调研。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征

求意见最终形成《重庆大学机关部处及直属单位２０１３年考评方案》报校长办公会审议。

【以协调促整改，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学校承担的两项国家教育体制试点改革项目：《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完善大学

章程建设》和《探索与地方紧密合作长效机制》，在２０１２年底进行中期检查，对照整改要求，

在整体推进改革中狠抓关键问题落实，强化改革试点的国家意识，调动职能部门、学院协同

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结合大学章程制定，着力长效机制构建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对照２０１０年制定的改革方案和三年的建设改革实践，撰写提交“９８５工程”改革终期报告，

提炼“９８５工程”标志性成果，配合学校完成“９８５工程”验收评审工作。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教育部、

财政部对学校“９８５工程”（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建设给予优秀评价，对改革专项给了４Ａ３Ｂ评价。

【持续加强院校研究，服务学校发展】

积极参与学校教育体系建设。继续参与学校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完成年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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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大学学情报告撰写、学生发展问卷调查报告撰写，参与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根据学校指示，起草教育部咨询会议学校交流材料、校长赴美访问等重要材料；参与重

庆市政府１１９号文件执行情况总结。

【积极承担国家战略研究任务，不断凝炼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特色】

按照教育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度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工作的通知》要求，重点

围绕“科技体制改革”和提升高校“协同创新”、“创新能力”三大主题开展研究与探索，努力

成为高水平智库。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再生资源产业顶层设计与发展实现路

径研究》、教育部科技重大专项《高校科技创新与服务区域发展新布局的协同机制研究》等

项目，提交了《打造长江沿岸经济新支撑带》、《西部地区“向西开放”的战略思路与对策建

议》、《推进大学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制度建设》、《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

的建议》４篇专家建议。

【加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进一步凝炼学科建设方向，参与２０１３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面

向新工业革命的工程教育体系研究》申报及研究工作，完成１０项子课题任务书整理起草工

作，参与新能源领域子课题研究，同时完成其他多项国家、省部级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申报和

研究工作。与继续教育学院共同推进职教师资教育硕士（ＥＤ．Ｍ）申报工作。全面完成１５名

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工作。承担《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大学

战略规划与管理》和《高等教育评估理论与实践》４门专业课程教学工作，举办《部分“９８５”

高校教育学科发展比较研究》、《加拿大大学治理》、《三峡工程与和谐库区》、《中国大学生

ＣＣＳＳ项目调查》以及研究生专题学术沙龙等８次。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参加高等

教育国际论坛等学术活动１０余次，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学交流５人次。

【加强统筹协调，提升服务地方的能力和水平】

成功组织２０１３年可持续发展论坛。配合基地建设，做好统筹城乡发展研究的基础工

作。在基地建设的总体工作部署下，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开展面向地方的科技、产业发展、规

划发展等相关的研究服务工作。

深入开展重庆统筹城乡理论研究。以参与重庆市各层面统筹城乡决策咨询以及相关课

题研究为载体，围绕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开展美丽乡村、城镇化、家庭农场等相关的基础研

究，重点开展地区服务、统筹城乡能力建设服务、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服务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承担完成《重庆市安全产业发展规划研究》等重点项目，研究成果经市政府第１１４次专

题会议研究给予充分肯定，市政府就此专门出台发布安全产业文件。组织协调完成重庆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学校参与重庆市《关于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科教中心的决定》重大项目填报事

宜；组织并参加校内专家参与“打造沙坪坝区经济升级版”专家咨询。

　（林　勇　　张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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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联络与合作

国内合作

【综述】

国内合作办公室的工作定位为：“做大社会筹资、践行部市共建、深化校董合作、增强盟

校交流，助力学校发展”，主要工作内容主要体现在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等三个方

面。

【校地合作】

落实市政府１１９号文件，与重庆市财政局协调，落实２０１３年“市政府配套学校９８５建设

资金”４５００万元到基金会帐户；与国资委协调，落实重庆市国资委下属国企捐赠学校教育基

金２０００万元到基金会账户；继续履行与重庆市旅游局签订合作协议，共建旅游人才发展研

究院，启动资金已到基金会账户３２０万元；深化与九龙坡和两江新区的合作，整合学校资源，

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生实习实践等领域合作，获得资金支持１２０万元；推进与重庆市

教委、科委、发改委、建委等市级机关的项目合作，获得的资金支持１６０万元；围绕“２１１”建

设，协助建筑学部深化与建设部、武隆、万州、南充、扬州等１１个城市合作，协助推广学校科

研项目产业化。

【校校合作】

１．重庆市大学联盟

积极主导重庆市大学联盟建设。一是组织召开大学联盟理事会、执委会和工作会议，协

调各盟校、校内部处统一认识，理顺合作机制，制定计划，推进工作。协调盟校教务处、研究

生院落实学生互换、访学交流、师资互聘、相互开放辅修及双学位教育等工作。２０１３年间，各

盟校交换学生数达到２５７人次，教师的互聘达到６０余人次。二是扩大并整合联盟学术讲座

资源，２０１３年盟校间共享高水平学术讲座１５０余场次。三是推进盟校国际合作与交流，联盟

宣传与网站建设。

２．卓越联盟

组织召开卓越联盟第四次校长联席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卓越大学联盟章程》和《卓越

大学联盟三年行动计划》，从顶层设计规划完善卓越联盟建设。九校校领导围绕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和卓越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讨；协调推进联盟各项工作：联合招生工作效

果良好，各分部门联席会议积极踊跃；启动本科生交换、联合毕业设计、研究生推免等工作；

牵头推进资源共享工作：积极协调校内相关部门，牵头推进信息、图书情报、仪器设备、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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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等优质资源共享工作。

３．东西部课程联盟建设
参与组织召开东西部课程联盟成立大会；推进网络教学平台、联盟内视频双向高清互动

教室建设。

【校企合作】

持续落实与市属国企的合作平台建设。与重庆市国资委共同推进八户重点企业的“平

台建设和项目基金”，学校已与能投正式签约，与化医、轻纺集团、重庆银行的平台建设进入

实质性合作，其他国企的深入合作已有序开展；成功召开２０１３年３２家校董会联络代表会，
学校与校董会单位就奖助学金捐赠、企业员工培训、共建研发中心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

化；与重庆市工商联下属３家民营企业签署合作协议。获得资金支持３６０万元；协助建筑学

部深化与中建总公司及中建钢构等下属企业的合作。

【对口支援和定点扶贫】

圆满完成中南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的对口帮扶项目，启动交换生、教师支教等工作；完

成 “支援西部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进修锻炼项目”２０１２—２０１３相关计划；按重庆市委市政府

要求完成年度对秀山、开县等地的对口扶贫任务，支付开县２２万元扶贫款；按教育部要求完
成对云南绿春的年度扶贫任务，协调网络学院、经管学院、城规学院、团委、图书馆等支持扶

贫项目折合经费１０００万元以上，获得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颁发的“中央国家机关等单
位定点扶贫先进集体”称号。

（杨蒙萌）

校友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校友工作办公室在学校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以助推学校实力为前提，以“联络、
服务、发展、共赢”为重心，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积极发挥母校与校友间桥梁作用，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和任务。

【组织建设】

构建校友工作两级体系，完善校友分会管理制度，推动校友会组织建设工作。全年筹备

成立长春校友分会、皖江校友分会，各地方校友分会达到７４个。
【信息工作】

通过 “重庆大学校友信息管理系统”收集数据，初步掌握校友数据总量近１３万条，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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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率已达到２０％，校友数据库雏形得以形成。开发并推出“重大校友”应用客户端，制作

《重庆大学校友总会》宣传片，设立校友总会微博和微信，掌握校友ＱＱ群７０个。

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及时报送校友总会年检材料，顺利通过年度检查，完成总会法人

更换及负责人增补申报工作。加强《重大校友通讯》编发工作，全年共计向海内外校友寄送

刊物６０００多册。

【联络服务】

积极参与各地校友活动，在走访１２个地方校友会同时，搭建校友与学校发展规划平台。

促成重庆大学与中建钢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河南校友会签署重庆大学与中建七局研

究生培养基地协议；促进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信息学部的合作洽谈。着眼毕业生与各

地分会的对接工作，在２０１３届毕业生中遴选２４５名校友联络员，极大推进毕业后校友工作

常态化。

【会务工作】

组织参与大型活动及会议服务，其中包括承办２４１所高校参加的中国高教学会校友工

作研究分会年会、重庆大学校友总会七届五次理事会暨第四届会长论坛、重庆市高校校友工

作联谊会等。设立“校友讲坛”，成功邀请知名校友杨建伟、马明海回校做报告。

【服务学生】

指导“校友志愿者协会”举办各种活动，参与校友相关活动。因工作突出被评为２０１３年

“重庆大学五佳学生社团”，并获得唐立新社团基金资助。针对“最难就业季”，联系校友企

业为毕业生牵线搭桥，提供就业岗位６００余个；在秋季双选会上首次开辟“校友企业招聘专

区”，邀请２０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５００余个，１００余名学生达成就业意向，３０名学生现场签

约。

【捐赠工作】

多渠道联络校友，助推学校筹资工作。重大校友在重庆大学－ＰＡＲＣ研究院项目里注资

２０００万元；与基金会联合推出“校友年度捐赠制度”；设立４０万元的“明海动力奖助学金”。

（张　岚）

教育基金会

【综述】

２０１３年，教育基金会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广泛联络社会各界，积极整合学校资源开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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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筹资，力争最大资金支持。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全年实现全口径社会筹资１．５２５亿元，其中募

集捐赠 ４４７６．８万元，申请获批国家捐赠配比６２７５万元（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８．３１申请获批

２８０４万元；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３．８．３１申请获批３４７１万元），争取市财政支持４５００万元。

【队伍建设】

努力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专兼职结合的专业化筹资队伍。开展校内业务

培训，先后组织５次员工培训活动，内容涉及基金会工作的法律法规学习、筹资经验交流和

经费管理研讨等。通过校外调研学习以及组织参加高校基金会工作年会等形式，达到业务

交流、开拓视野、增长才干的目的，团队成员在学习和工作中迅速成长。

【制度建设】

完成《基金会规章制度汇编》，修订《重庆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重庆大学教育

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制定《重庆大学社会捐赠配比基金管理办法》、《重庆大学社会捐赠

项目冠名办法》，制作《重庆大学社会筹资工作指南》等规范性文件，为筹资工作规范化、制

度化、透明化奠定基础。

【信息化建设】

本年度启动 “两库一网一系统，一册一书一简报”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已完成基金会网

站改版更新、捐赠查询系统开通、宣传册改版设计、工作简报编辑等，目前正在进行筹资项目

库、捐赠者数据库的建设完善和筹资项目书的改版更新。通过信息化建设，为筹资业务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保障。为培育捐赠文化，传承公益爱心，提升基金会社会声誉，基

金会成立了青年志愿者协会。该协会秉承“传递爱心、点亮希望、奉献社会”的宗旨，重点开

展“青年梦想工程”活动、贫困地区中小学生心理辅导活动、璧山县保家小学爱心支教活动

等，较好的提高了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

【注册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积极组织申报材料，与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系沟通，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成为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国家级基金会。目前正

逐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工作流程，同时启动对原重庆大学教育基金会进行注销的工

作。

【推进落实重点筹资项目】

建立项目组，实行项目负责制，推进重点筹资项目落实。２０１３年重点筹资项目已落实到

位２０项，正在落实的有５项，同比增加５０％，实现筹资金额占目标任务的近２／３，到账金额近

２５００万元。在重点筹资项目的推进落实中，“唐立新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的执行和经费

到账均很顺利。唐立新校友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表达了进一步支持母校教育事业发展的

意愿，承诺捐资在虎溪校区建设一座标志性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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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项目执行与反馈】

严格工作流程，强化项目管理，对现有基金项目２００余项进行统一归档管理。积极协调

校内各单位，逐步规范捐赠协议的签订、基金使用的划拨等流程。通过多渠道加强捐赠管理

与监督，如基金会网站、公示公告、邮件寄送、电话联络等方式。严格按照基金会宗旨、捐赠

者意愿和学校发展的需求，确保用好每一笔捐赠款。

【加强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的申报工作】

通过对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申报捐赠收入配比的经验总结、专题研讨以及多次上门与业

务主管部门沟通学习，针对教育部、财政部关于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政策制定一系列

措施和办法。

【探索多元化筹资新模式】

积极开拓筹资市场，按照区域和筹资对象细分筹资市场，包括市内市场、市外市场、香港

市场、美国市场、校内市场和校友市场六大筹资板块。以香港市场的开拓为例，从市场调研、

互访考察、项目策划到协议签署直至捐赠到账等各个环节精心组织与策划，已摸索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办法。积极探索多元化筹资模式，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求支持的新型筹资模式正

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中。

【探索建立校、院（部处）两级筹资机制】

为鼓励学校各学院、中心、部处积极开展社会筹资工作，通过对兄弟高校筹资机制的调

研学习，并对学校部分学院进行走访交流，针对我校筹资工作实际情况，起草《重庆大学社会

捐赠配比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经校长办公会２０１３年第６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办法作为

一项激励措施将对学校拓展社会筹资渠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计划于２０１４年３月正式启

动对学校二级单位筹资配比激励的申报及评审工作。

【探索建立校友会、国内合作办工作联动机制】

充分利用校友、企业资源挖掘筹资市场，加强学校社会筹资，与国内合作办共同落实市

政府１１９号文件，获得２０１３年财政支持４５００万元；与校友会联合启动“校友年度捐赠”筹资

项目，已有多地校友分会表达向母校捐赠意愿。

（孙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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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

本科教育教学

【综述】

２０１３年，本科教育教学紧紧围绕学校“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总体要求，以教育体系建

设为切入点，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落实本科人才培养的基础地位，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构建高水平有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以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为根本的人才培养体系”，修订２０１４级学生

培养方案。各专业召集师生座谈，深入企业、行业调研，征求毕业生意见，重新修订专业培养

目标、细化专业培养规格要求。各学部组织专家对所属专业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进行讨论

和评审，进一步推动各学院完善培养方案的修订。

【探索多渠道人才培养途径】

动力工程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美视电影学院实施大类招生，制定和执行两年

或一年的大类培养方案。弘深学科大类班、各专业实验班、卓越工程师培养实验班、校企合

作培养实验班初见成效，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办学、博雅学院开始招生，多渠道人

才培养初见雏形。

【本科教学工程】

新增６个专业的国家级卓越工程师计划，新增国家级重庆大学法学教育实践基地，获批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获准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１门，立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８门、市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６门。新增国拨经费９０３万元。获得重庆市教学成果奖３１

项，其中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１３项（全重庆市高等教育共５０项）。新增重庆市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３７项，其中重大项目２项、重点项目１４项。立项校级教改项目３１项，其中重点

项目６个。１０个专业获批成为重庆市首批“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组织２０１３

年新专业申报及论证工作。组织各工程专业参加工程教育认证交流研讨会。协助人事处组

织新教师培训工作，为新进教师开设教育技术讲座。遴选推荐１０５名教师参加教育部全国

高校教师网络培训。组织５门课程参加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完成“２０１３年教学工作优

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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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与素质教育课程建设】

聘请国内外通识教育专家开设讲座１次，教师交流会２次，助教培训讲座３次。建设通

识与素质教育课程７门，开出课程１２２门，修读学生３７９２４人次，参与授课教师共计１９０人，

其中副教授以上职称达到５３．１６％。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组织５１．３万人次学生网上评教，领导干部听课４１９人次，督导听课８７０人次，课后征求

意见并与师生交流８００多人次。检查２０１３届毕业设计选题５２８６个，完成毕业论文抄袭抽

检３５９３篇（次），占全校毕业论文６５％。抽查２８个学院９０００余名学生的实习报告、８８２６份

学生实验报告，涵盖６２５个实验项目。开展“通识与素质教育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

“学生学习过程考核检查情况”、“新生研讨课”、“新闻学院专业主干课”、“教学秩序”等专项

检查。

调整评价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等措施，与高教所、麦可思公司、用人单位合作完成

《重庆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红皮书（２０１２－２０１３）》、《重庆大学本科教育学生调查报

告（２０１２）》、《重庆大学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２０１３）》、《用人单位对学生培养需求

的调查（２０１２）》。组织完成《重庆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２０１２年）》的编写工作，上报教育

部并向社会公布。

【教学环境改造】

完成Ｂ区第二综合楼多媒体教学环境建设，涉及１３７间教室多媒体硬件环境和相关教

学设施建设。完成Ａ区第二教学楼的教学环境改善招标工作。配合国家级工程验收工作，

完成重庆大学标准化考点建设工程验收文档工作并上报重庆市考试院。完成Ａ、Ｂ校区２９４

间多媒体教室的维护和设备更新工作。完成新老校区各一间直播互动教室的平台测试和建

设工作，实现教室直播互动应用。

【实践教学】

开设实验课程７２３门，实验总人时数２６０．６万，实验开出率１００％。组织完成２２项学科

竞赛工作，参与学生６４４９人，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项４３１奖项，比２０１２年提高了８４项，

其中全国特等奖５项，全国一等奖３５项、二等奖６３项，全国三等奖及省级奖３２８项。

完成第七届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立项评审工作，共立项８９项，参与学生２５３人，

资助金额７５万元。完成第四届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的结题评优工作，共结题６１１项，

评选出优秀项目４９项。组织开展第五届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的立项评审工作，共立项

５６０项，参与学生１６０８人，资助金额９６．４万元。

【日常教学运行管理】

实施“先排后选”教学运行模式改革，完成１．２９万个教学班的课程安排、２．９万人的４

次选课工作，总选课量约为６７万人次。完成４６００多个考班、１５．４万人次的期末考试，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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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

组织完成两次助教选聘与考核工作，全校选聘助教２６００多人次，并对配备助教的学院

进行走访调研，形成 “先组织学院制定助教工作方案，再组织专家评审学院助教工作方案，

进而确定学院的助教经费支持额度”的工作流程。

【招生工作】

全校本科招生计划为７０００名，实际录取新生７０４３名。理科招生的３０个省中，提档线

高出一本线４０分及以上的省达到２３个，录取的５３３０名新生中（未含特殊类），提档线高出

当地一本线７０分及以上的考生达到２６３６名，占到４９．５％。理科生源当量为７１．１，较上年提

高６．２％。文科招生的２５个省中，提档线高出一本线３０分及以上的省达到２０个，录取的

４３８名新生中（未含特殊类），提档线高出当地一本线５０分及以上的考生达到１７７名，占到

４０．５％。文科生源当量为４０．６，较上年提高１３．１％。

【信息化教学】

启动教学管理系统改造项目，将原有的两套系统整合为一个系统，并规划新系统的需求

与功能。推进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使用人数１５２１１人次，作业批改次数２４万次，资

源下载次数２９万次，答疑讨论区回帖数量１１万个，日均访问量１４５７次。参与大规模在线

开放教育，组织１００余名学生试选上海高校课程中心的两门通识课程，选课同学通过网上视

频、互动交流、小班研讨和６次直播面授的方式来进行学习。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各专业招生计划及完成情况

学部 学院
２０１３年招生目录

招生专业（方向） 招生大类

计划

数

录取

人数

文理学部

体育
体育教育 ４０ ４０

合计 ４０ ４０

艺术

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方向 设计学类 １４２ １４２

绘画（油画、国画） ４０ ４０

动画 ２５ ２５

舞蹈表演 ３５ ３５

音乐表演（声乐方向） ２５ ２５

工业设计 ０ ０

合计 ２６７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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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学部

电影

表演

播音与主持艺术

戏剧影视导演

广播电视编导

戏剧影视文学

影视摄影与制作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舞美与人物造

型设计方向、数字影视媒体设计方向）

４５ ４５

６０ ６０

１５ １５

３５ ３５

４０ ４０

１５ １５

３５ ３５

合计 ２４５ ２４５

新闻

新闻学

广播电视学

９２ ９２

３０ ３０

合计 １２２ １２２

外语

日语

英语

德语

４５ ４５

９２ ９２

２５ ２５

合计 １６２ １６２

公管

经济学、经济学（公共经济方向）、经济

学（福利经济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管理方向）

经济学类 １０３ １０３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

理方向）、城市管理
公共管理类 １０２ １０２

合计 ２０５ ２０５

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统计学

５２ ５２

５３ ５３

５７ ５７

合计 １６２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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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学部

物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应用物理学

物理学

３０ ３０

６２ ６２

３１ ３１

合计 １２３ １２３

化工

材料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应用化学

药学

制药工程

３１ ３１

８８ ８８

８２ ８２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合计 ２６３ ２６３

生物

生物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６２ ６２

６１ ６１

合计 １２３ １２３

生科
生物科学 ３０ ３０

合计 ３０ ３０

工程学部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３６５ ３６５

合计 ３６５ ３６５

动力

能源与动力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能源动力类 ２１２ ２１２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６０ ６０

合计 ２７２ ２７２

机械

车辆工程

工业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５２ １５２

６１ ６１

１５３ １５３

３３５ ３３５

合计 ７０１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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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部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冶金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３１２ ３１２

９１ ９１

１１０ １１０

合计 ５１３ ５１３

资环

安全工程

工程力学

环境科学

采矿工程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３１ ３１

１２０１２０

合计 ２７１ ２７１

建筑学部

建筑

城乡规划

建筑学

风景园林

６１ ６１

１２０ １２０

３１ ３１

合计 ２１２ ２１２

土木

测绘工程

土木工程

勘查技术与工程

３０ ３０

３３２３３２

３０３０

合计 ３９２ ３９２

城环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环境生态工程

９２ ９２

６１ ６１

１６３ １６３

３０ ３０

合计 ３４６ ３４６

建管

财务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

６２ ６２

５２ ５２

１２１ １２１

６２ ６２

合计 ２９７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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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部

光电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１２０ １２０

８２ ８２

８１ ８１

合计 ２８３ ２８３

通信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２１ １２１

６２ ６２

合计 ３３５ ３３５

自动化

自动化

物流工程

２３１ ２３１

５７ ５７

合计 ２８８ ２８８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工程

信息安全

物联网工程

１８３ １８３

３０ ３０

６１ ６１

６１ ６１

合计 ３３５ ３３５

软件
软件工程 １９２ １９２

合计 １９２ １９２

经管

能源经济

工商管理

会计学

会计学（ＡＣＣＡ方向）

金融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物流管理

市场营销

３１ ３１

６１ ６１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６２ ６２

合计 ３０４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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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部 法学
法学 １５２ １５２

合计 １５２ １５２

学校合计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各省录取分数线统计表

省份 科类 一本线 录取线 平均分 最高分

安徽 理 ４９０ ５６６ ５７１ ５９０

北京 理 ５５０ ５６４ ６０７ ６７２

福建 理 ５０１ ５８３ ５９５ ６２５

甘肃 理 ４８９ ５６０ ５７８ ６１４

广东 理 ５７４ ６０１ ６１０ ６４５

广西 理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７９ ６２７

贵州 理 ４４９ ５４３ ５６１ ５９５

海南 理 ６０８ ７１２ ７３６ ７６３

河北 理 ５３８ ５８８ ５９８ ６２７

河南 理 ５０５ ５７３ ５７９ ６１１

黑龙江 理 ５２７ ５９６ ６０５ ６２６

湖北 理 ５２７ ５８２ ５８７ ６１０

湖南 理 ４９５ ５６１ ５７０ ５９９

吉林 理 ５３５ ５８９ ６０９ ６３９

江苏 理 ３３８ ３６１ ３６５ ３８２

江西 理 ５１７ ５７７ ５８３ ５９８

辽宁 理 ５３８ ６０７ ６１５ ６４４

内蒙古 理 ４８２ ５３８ ５７３ ６１２

宁夏 理 ４５５ ５２５ ５３９ ５６２

青海 理 ３８３ ３８３ ５０１ 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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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理 ５５４ ６１８ ６２７ ６５５

山西 理 ４９３ ５４８ ５５５ ５７８

陕西 理 ４８５ ５７５ ５８６ ６４１

上海 理 ４０５ ４２６ ４４１ ４６０

四川 理 ５６２ ５９９ ６１１ ６６１

天津 理 ５２１ ５８６ ５９７ ６１８

新疆 理 ４４３ ５２４ ５４５ ６０６

云南 理 ４９５ ５８６ ６００ ６３３

浙江 理 ６１７ ６６４ ６７２ ６９９

重庆 理 ５２０ ５６９ ５９３ ６４９

安徽 文 ５４０ ５８５ ５８７．２２ ５９２

北京 文 ５４９ ５７５ ５９９．５７ ６２８

福建 文 ５１３ ５７２ ５７６．０８ ５８１

甘肃 文 ５０３ ５３８ ５４８．４２ ５６５

广东 文 ５９４ ６０８ ６１２．６４ ６１８

广西 文 ５４１ ５８０ ５８７．２８ ５９６

贵州 文 ５２２ ５７６ ５９２．４３ ６０９

河北 文 ５６１ ５９９ ６０３．９５ ６１０

河南 文 ５１９ ５６２ ５６５．２２ ５７２

黑龙江 文 ５０４ ５５６ ５６０．６４ ５７１

湖北 文 ５３１ ５６２ ５６８．３８ ５７７

湖南 文 ５５７ ６００ ６０２．５ ６１３

吉林 文 ５１０ ５４７ ５５２．５６ ５６４

江苏 文 ３２８ ３４６ ３５０．２９ ３５８

江西 文 ５３２ ５６５ ５６７．５６ ５７３

辽宁 文 ５５４ ５８８ ５９２ ６００

内蒙古 文 ４７４ ４８６ ５２２．５８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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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文 ５７０ ６１３ ６１５．５３ ６２２

山西 文 ５０７ ５４３ ５４４．５５ ５４６

陕西 文 ５４０ ５９３ ５９６．７７ ６０５

四川 文 ５６７ ５９４ ５９６．５５ ６０７

天津 文 ５３３ ５７９ ５８５ ５９５

云南 文 ５２０ ５８６ ５８９．４７ ５９５

浙江 文 ６１９ ６５３ ６５５．８９ ６６２

重庆 文 ５５６ ６０６ ６１０．９７ ６２５

（刘　瑜）

本科教育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３年，学生工作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使命，以提升学生能力素质、帮助学生实

现人生规划为工作主线，以稳定毕业生就业率为工作重点，提高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和实效，

取得明显效果。

【学生工作队伍建设】

完善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划、思政职称评定等文件制度，开展国内外培训。组织辅导员参

加国内外培训人数达到７８人次，其中１３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

习，多批次组织学院党委副书记、辅导员赴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调研学习；邀请包

括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冯刚在内的校内外专家来校作专题讲座７次。举办第四届十佳基层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评选，举办辅导员沙龙７期，举办第四届辅导员博客大赛，首建“缙云湖

畔”团队博客，发表博文２６０篇。城环学院蒲清平获重庆市辅导员年度人物；土木学院奉飞

获教育部２０１２年度十佳辅导员入围奖；通信学院李颖获得重庆市辅导员十佳择优扶持项

目。获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１项、全国高校辅导员优秀论文二等奖１项、重庆市高校学生

工作优秀论文一、二、三等奖４项；重庆大学教学成果一、二等奖３项；获重庆市教委国防教

育科研论文一、二、三等奖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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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理论研究和教学团队建设】

组织专业教研团队承担全校《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

学生就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成长》等通识教育课程和文化素质选修课程。承担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１项、市规划项目１项、市教改重点项目１项、市教委高校人文社科专项３

项。发表思政核心论文１１篇，其中ＣＳＳＣＩ７篇、思政专著１本。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

委托专家课题组就学生综合素质现状向学校３０００余学生和“卓越联盟高校”其它８所

学校５０００余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专家解读。制定和修订《学院学生工作评价办法》、《重

庆大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等规章制度１８项，修订学生奖惩及日常管理相关制度１６

项。围绕学雷锋、中国梦、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等主题开展系列教育活动。全

校范围举行心理健康、生涯教育、就业服务、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等活动月系列活动。组织开

展 “毕业季·我的重大故事”、“告别虎溪”等毕业季系列活动。开展星期日讲座及学术讲座

８场次；开展第七届“优秀学生之家”创建活动、元旦游园活动等。组织虎溪校区学生秋季运

动会（第二届环校园自行车赛）、“健康舞起来”健美操比赛等系列学生体育活动。

【学生党建工作】

实施“一名支部书记带好一个支部，一名学生党员带活一个班级，一批先进人物引领示

范校园，一批特色项目推动学生党建”的“四个一”工程；开展重庆大学优秀本科学生党员、

优秀本科党支部、优秀本科党支部书记的评选表彰活动，通过项目支持本科生党支部开展特

色支部活动。开展学习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等活动。组织“理性看 齐心办”读书活

动。

【实践育人工作】

组织６次学生综合能力提升项目（ＳＱＩＰ项目）负责人及指导教师培训，完成 ＳＱＩＰ第三

批３８项综合能力实践项目评审和立项工作。编撰《知行录—重庆大学社会实践活动宝典》

并在全校开展宣传活动。组织１１００名本科学生到全市２４０家企事业单位进行暑期带薪实

习。组织开展第二届“青年踏寻孔子行脚活动”、“卓越联盟台湾交流项目”赴台文化交流、

唐立新获奖学生赴马尔代夫等国外学习交流活动。举办创业咖啡沙龙４期，借助国家级创

业训练项目”（ＳＩＥＴＰ）征集项目６２项。

【毕业生就业指导与就业工作】

新版就业信息网和就业系统上线启用，实现就业工作流程的网上办公、实时关注签约动

态、就业数据资源的共享等功能。２０１３届全校举办各类招聘会、宣讲会９２５场，参会单位

１１２５家，２０１３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９４．２９％，签约率达到５８．６６％，升学率２４．５２％，出

国、出境率４．０７％。打造职通讲坛、“就业创业三赛”、就业指导活动、训练营、工作坊五大就

业品牌活动。邀请李家华、田林博士等知名生涯教育专家为毕业生指导职业生涯规划达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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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引导学院开展经验分享会、沙龙等多种形式活动３５０余场，逐渐建立起集“课程 －讲座

－活动－大赛”于一体的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成立就业创业课程组为中心的就

业指导队伍，开展“送服务到学院”的活动。４支团队入围全国妇联、教育部举办的女大学生

创业大赛１００强。天鸟团队、电子鼻团队获得重庆市第三届创业大赛一等奖、三等奖。学校

获“重庆市第三届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被授予“全国创业教育先进单位”称号。

【心理咨询与健康教育】

开展“开心校园”、“六个一”系列活动，全年为２０１３级７０００余名本科新生、４７１３名研究

生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设立虎溪校区心理咨询点，组织 “中国梦·学子

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心理手语操比赛、开心摄影比赛等主题活动２０余次。编制心理健

康小手册６本。开展个体心理咨询９２５例，危机干预１５例，网络心理咨询５４例。开展１６期

培训和成长训练，组织开展“开心部落”同辈心理活动３５期，创建心理健康“讲座菜单”，开

展讲座５０场。在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大会和两岸四地高校心理健康工作高峰论坛

作现场交流发言；在重庆市高校优秀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资源评选中获５个奖项。

【奖助学金工作】

为７００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办理“绿色通道”，办理学费及助学贷款代偿３１７名，认定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８５９６名，提供各类勤工助学信息８４００余次。组织３０余项奖助学金的评审

工作，发放国家奖助学金、社会奖助学金等近５０００余万元。虎溪校区建立和完善４２００名家

庭贫困学生电子档案，为贫困学生发放冬季棉被８６６床。组织受助学生参加全国资助中心

举办的“筑学·筑梦·助人”的征文活动；组织奖助学金颁奖晚会和全国“励志之星”推荐；

精进爱心社、唐仲英协会、道德会、思源社等受助学生组成的爱心公益团队，参加留守儿童义

务家教、未成年人救助中心义务支教、捐款捐物等公益活动６０余次。组织开展勤工助学团

队指导教师交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培训、素质拓展、诚信教育等活动。组织学生

参加全国丰田受助学生、精进受助学生等夏令营活动。

【国防教育】

完成２０１３级７０４０余本科新生的军训和军事理论课教学。配合学校新闻网制作军训专

题网站，完成军训后期工作的“五个一”工程（即一张校报军训专版、一套军训纪实光碟、一

场军事理论课程考试、一个军事理论课程总结会、一个军训工作总结会）。开展参观军营、实

弹射击、地震防灾体验等国防教育活动月系列活动。申报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向重庆市国

防教育办公室推荐国防教育宣讲专家６人。

【学生参与民主管理工作】

成立校、院学生会学生代表组成的学生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学工部直属社团联合会，全面

参与本科学生奖学金评选、争先创优评选等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工作。组织策划 “校长

有约”学生座谈会；成立学生自主管理的 ＳＱＩＰ学生管理办公室。２７个学院成立就业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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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毕业班级设置班干部“就业委员”，由学校统一颁发聘书，“就业委员”毕业自动转为“校

友联络员”。新生军训首次从高年级国防生中挑选５０名优秀国防生担任一个军训团的排

长。虎溪校区舍区教育活动开展学业辅导类、心理辅助类等舍区教育项目５００多项。

（蒋研川　严太华）

研究生教育

【综述】

２０１３年，学校立足实际、锐意改革，切实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服务需

求、提高质量”为主线，按照学校工作要点，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全面推动研究生教育综合改

革，成效显著。

【发展质量方面】

１．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召开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明确发展目

标与工作任务

７月１０日，学校在主教学楼５０４会议室组织参加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共同

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视频会议，周绪红校长代表学校提出要求。一是不断学习深化

研究研究生教育改革有关文件精神，把握精神实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教育规划纲

要，全面部署学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坚持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二是

要全面落实本次视频会议精神和刘延东同志讲话精神，推动重庆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

革与发展。他进一步强调，要不断优化招生选拔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更加着重创

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更加突出实践能力，突出科教结合和产学研结合，更加注重研究生国际

能力的培养，并进一步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１１月７—８日，重庆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和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精神，深化研究生教育

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开创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新局面。周绪红校长作了《深化研究生

教育改革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题报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学

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郭新立到会并作报告。此次会议分为六个组研讨，设立了学生

讨论组、邀请企业代表表达企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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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

深入贯彻落实三部委《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文件精神，制定重庆大学加强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出台了《关于加强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体系建设的意见》，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资源

调配机制，出台了《重庆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试行）》、《关于

调整研究生教育经费分配及使用办法的意见》，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资源配置，改革招生计

划下达模式。以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为重点，制定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标准，构建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制定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标准，注重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

力和综合素质培养。加强质量监督，启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准备工作。

３．修订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紧密结合行业（职业）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制定重庆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启动对全校各类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建筑城规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自动化学院三个学院率先试点，完成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制订，２０１４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将按新培养方案执行。

４．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实践基地建设

明确校内实验实训基地建设需求，各学部学院初步拟定分三年时间建设２３个校内实验

实训基地，在此基础上形成《重庆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验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研

究报告》和《重庆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专业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与运行暂行管

理办法（草案）》，保证校内实训、实践基地建设顺利开展。

５．建章立制，不断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

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提高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的意见》、《重庆大学研

究生新生奖励实施办法》和《重庆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实施办法》。出台《重庆大学教师

招收博士生资格审核办法》，６７０余名教师获２０１４年博士生招生资格，其中１０７名教师首次

获得，有３５名原博导未继续招生，导师平均年龄较去年下降２岁（４７岁），副教授所占比例

达到８％，较往年提高５个百分点。出台《重庆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并

从２０１４年博士生招生开始首次按培养条件、培养质量按时下达各二级培养单位招生。做好

“走出去”和“请进来”工作，到其他学校去招生宣讲，学院的教授、专家直接面试校外推免

生，教育在线和联盟高校组织的全国研究生招生宣传会议、联盟高校互相推荐、网络宣传等

方式；针对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举办学术夏令营等活动，更多优秀本科生报考我校研究生。

学校２０１３年录取的优质生源比例较２０１２年增加了５％，推免生比例增加１％，专业学位的比

例增加５％。２０１４年录取的硕士推免生较２０１３年增加了４．４％，生源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加大直博、硕博、申请—考核制方式录取博士研究生人数，制定《重庆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和硕博连读研究生推免选拔及培养工作实施方案（讨论稿）》，持续开展硕博连读研究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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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工作。２０１３年共计录取硕博连读生３１９人，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１１０人，其中本科毕业院校

为９８５高校的１３７人，约占总录取人数的４３％，本科毕业院校为２１１高校的２９人，生源质量

得到大幅提高。

６．围绕行业需求，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

为践行面向行业人才需求，以行业从业要求为导向，校企多主体协同培养适应和引领行

业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思路，研究生院协同工程学部、汽车协同创新中心等部处，选

拔相关专业学生，组成汽车专业学位研究生班。首批５６名２０１３级汽车班学生正式入学，第

二批６０名２０１４级学生已完成遴选工作。该项改革在多个方面开创了我校乃至我国研究生

教育先例，在研究生教育界引起较大反响，《重庆大学积极探索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培养新模式》被教育部简报第１１期刊载，香港文汇报《重庆大学：创新合作 开门办学》中专

门针对“服务社会需求　培养专业人才”介绍重庆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

７．大力促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推进国际认证

加强国际联合办学，积极推进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成立重庆大

学—安特卫普大学联合物流学院，第一届物流工程硕士联合培养班从重庆大学工业工程、管

理科学与工程、控制工程等专业全日制在读硕士研究生中招收了３８名学生。积极推进国际

认证。１１月２０日，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获得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ＡＭＢＡ，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ＢＡｓ）五年认证资格的最好成绩。出台《关于支持研究生开展短期国际学术交流的意

见》，设立“重庆大学研究生短期国际学术交流专项经费”，支持研究生参加境外高水平国际

学术会议和１—６个月境外短期访学交流。加强留学研究生工作，接收各类别来华留学研究

生９４人，其中硕士７０人、博士１７人、进修生７人，比２０１２年有所增加。境外开办研究生教

育，在东南亚采用中文授课开展工商管理（ＭＢＡ）办学，与重庆友好城市—越南河内市的越南

商业大学签订《重庆大学ＭＢＡ越南班合作协议》进行工商管理硕士合作办学，２０１３年录取

４６人。

８．举办全国性研究生教育会议，扩大学校影响力

承办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２０１３年年会，学校作了“基于毕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

报告的分析”大会交流发言，得到与会领导的认可和院长们的好评。

承办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具备的能力标准和测试体系”研究组总体组第四次研讨会，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梁国雄参加会议。我校为理学门类的牵头单位，所作“关于

理学门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具备的能力标准和测试体系’工作进展汇报”大会发言，得

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９．加强科学研究与经验总结，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学校６门研究生课程获批为第三批重庆市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并给予立项建设，“第二

批重庆市研究生优质课程自评验收”和“重庆大学第二批研究生重点课程结题验收”工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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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圆满成功，正式出版教材７本，９门课程获得“重庆市级优质课程”称号。２０１３年，“法律硕

士学科平台式精炼互动教学新模式探索”等２１项获批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改项目，其中重

大项目１项、重点项目７项、一般项目１３项。获得２０１３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

课题４项，其中“高校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研究”重点项目１项、一般项目３项。在研究生

教育方面，荣获４项重庆市教学成果奖，其中一等奖“联合培养 协同创新———全日制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与实践”和“构建复合型实践体系，促进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

两项均由我校领衔，一项一等奖（参与）以及一项三等奖（领衔）。

【运行质量方面】

１．出色完成硕士研究生全国统考工作，做好研究生招生工作

作为重庆市最大硕士研究生考点，实现试卷分拣零出错。安全、公平、圆满完成“史上最

严”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考务工作。作为重庆市唯一研究生统考试卷阅卷场，圆满组织

完成首次计算机网上评卷工作，获２０１３年重庆市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先进集体表彰。

做好全日制硕士／博士、在职硕士的报名、考试、招生录取等系列工作。录取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３９７４人、博士５９９人，在职硕士２３９４人（含联考、软件工程、ＥＭＢＡ）。报考我校博士

考生 １２９０人，非全日制在职硕士考生 ３５８８人。２０１４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报考我校考生

１２２０３人，我校考点考生 ６１０６人。

２．规范研究生培养运行机制，提升培养质量

继续修订和完善２０１２级和２０１３级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新增３７门（含５

门人文素质课）课程，督促学科专业整合的学院制定新的培养方案。对２０１１级２５８６名全日

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１４４人中期考核未通过。１０名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新生入学，严格监控培养过程，保障学生培养质量。开展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大检查（共

２７个学院）和每月一次的研究生教学秩序大检查，保证教学顺利进行。实现博硕公共课统

一排课，专业课共计排课１２６８门，公共课排课４３门。增设《全球视野下的非洲研究》等五门

人文素质公共选修课，并将研究生人文素质公共选修课程添加在各学院全日制研究生（博

士、学硕、专硕）培养方案中。完成博士新生５７９人、硕士新生２４５１人、全日制专业学位１１５９

人、ＭＢＡ１３４５人、法律硕士７人的报到注册工作。完成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信息网２０１３

级新生４６０４人的学籍注册和在校往届生近２００００人的学年注册工作。处理休学３８人、复

学１２２人、退学４８人、保留学籍１５、转专业７９人、延迟答辩１６人、取消学籍８人、出国留学

９９人、变更培养方式５人各类学籍变动４３０人次。处理考试作弊等违纪行为６人次。安排

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级博士、硕士研究生及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试３２场，完成研究生

１５６０８份试卷及成绩管理归档工作。完成外语四、六级考试５０１７人报名工作。

加强虎溪校区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建立虎溪校区研究生“教务秘书联系”、“课程管

理”、“教室资源申请及管理”、“校区教学质量监督”、“试卷规范化管理”等工作制度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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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及发放虎溪校区教学及教学管理补贴。持续推进大学联盟工作，接收外校推免生共１５

名，推出１２名，研究生换生项目３７人次。建立“重庆大学联盟讲坛”，开设“研究生人文素质

公共选修课”，外聘教师数十人，接收外校１２人选课，共计４９门次。开展导师互聘工作，第

三军医大学在重大的硕导（２０１３招生目录）３人，在重大的兼职博导１６人。做好国家建设高

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有２２人攻博、４５人联合培养。开展交换学习、实习、游学、短期访

学等多形式的国际交流项目，共派出研究生５９人。开展海峡两岸高等教育交换学习项目，

选拔推荐３１名研究生赴台湾交流学习。

全国专业学位综合改革“建筑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控制工程领域）”

三个试点项目顺利通过教指委验收检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对我校综合改革成果进

行专题介绍。顺利完成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工作，遴选硕士研究生导师１２０人，加强

导师日常管理和导师库建设。完成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访问学者计划

申报工作。完成国内青年骨干教师及西部之光、一般访问学者、重庆市优秀青年教师的录取

工作。完成２７位访问学者的入学报到工作，办理２０１２年度来访的青年骨干教师访问学者

结业证明１４份。

３．构建平台，举办赛事，加大扶持力度，着力提高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

推进学科交叉研究实验试点平台建设，完善研究生开放实验室管理。２０１３年学科交叉

研究实验试点项目从原来的１４个增加到１７个，成功举办１３期学术沙龙，推出１３期共计４８

场学科交叉专题培训，组织并支持多个创新团队参加国内外学科竞赛，获各类奖项２２项。

举办重庆市“科慧杯”大赛和“创新实践杯”征文大赛，加强全国赛事资助，组织学校近３０支

团队参加各种国际性、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大赛，资助团队２７支，获得重要奖项２２项。推动

“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结题，通过访学交流项目（第十四批次）４５项。大力建设重庆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慧研究生创新园，孵化创业团队，其中２支成立微小企业，另有５支正

着手成立微小企业。

受理“黄尚廉院士青年创新奖”申请资料７１项（创新个人奖４０项、创新团队奖１２项、创

新奖教金１９项），经专家评审后，评选出创新个人奖９项、创新团队奖５项、创新奖教金９

项。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共奖励１４５９篇，博士研究生发表８７８篇，硕士研

究生发表５８２篇，ＳＣＩ１区、２区以及ＥＩ核心期刊４８９篇次，占此批奖励总体的４８．３２％。定

期开展“名家会客厅”系列讲座、“企业零距离”校企互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学术交流活

动、《中国研究生》杂志和《创新与实践》月报征稿与交流等系列品牌学术活动，营造良好的

创新环境和浓郁的学术氛围。

４．加强学位授予工作，提高学位论文质量

经校第九届九次和十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授予硕士学位４７４０名，其中全日制硕士

３６０５名、非全日制硕士１３９７名。授予博士学位４０８名，均为学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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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学位论文送审工作，送审博士论文１２６１份。继续开展硕士学位论文盲评工

作，共送审论文１４４份，其中评阅意见为“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１１４份，“基本达到硕士学

位论文要求”２７份，“尚未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３份。制定《重庆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处理实施细则》，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处理落到实处。

５．加强学位点建设，优化资源配置

完成２０１４年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工作，６７０余名教师获得资格，其中１０７名教

师首次获得博士生招生资格。完成我校学术型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的测算工作，制定了《重

庆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完成２０１４年学校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指标测

算工作，制定了《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抽查实施办法》，首次开展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抽

查，随机抽取６０至７０篇，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将作为

表征学位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数据。开展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中期检查工作。检

查各重点学科在学科方向、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教学研究、交流与合作、科研平

台等方面的进展情况，对我校３６个参加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的参评结果作深入分析。

６．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质量，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综合能力提升建设

以党建为核心，着力提升研究生群体的凝聚力。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主题活动，举办解读报告会、讲座和座谈会１６场。组织两期研究生党

支部书记、支委培训班，开展“体验式服务，青春走基层”践行群众路线活动。组织１１３２名入

党积极分子参加培训，发展党员７２０名。在研究生争先创优活动中，５７６人被授予“重庆大

学２０１３届优秀毕业研究生”荣誉称号、１２４３人被授予“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度优秀研究生”荣

誉称号、８００人被授予“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度优秀研究生干部”荣誉称号。２７名研究生被重庆

市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

注重素质提升，加强研究生社会实践指导与综合能力培养。大力加强博士生工作站、研

究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组织选派博士生到博士生工作站开展实践专业服务活动。新建万

州天星制药博士生工作站１个，选派１００余人次先后前往江苏张家港、四川成都、浙江温州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中国青年报、中新社、华龙网等媒体报道。组织选派博士生参加重

庆市第５批博士生服务队前往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挂职。组建重庆大学第二十期博士暑

期社会实践服务团，前往重庆市城口县开展实践服务活动，被评为重庆市２０１３年优秀社会

实践团队。

加强诚信教育，积极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以宣讲科学精神、科学道

德、科学伦理和科学规范为主要内容，通过组织研究生参加重庆市学术道德宣讲报告会、诚

信演讲比赛、学术交流活动、学生座谈讨论、网络 ＢＢＳ等多渠道开展学术道德宣讲教育。依

托研究生院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开发研究生学术规范网络测试问卷。开展“博硕论坛”、“研

究生学术创新系列”论坛２００余场，成功举办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学术报告会、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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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谢维和教授学术讲座等。

完善资助机制，加强研究生资助工作的管理和服务。修订学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助学金发放标准和管理办法，努力改善研究生学习生活条件，建立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调控与激励机制。２０１３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顺利有序完成，组织各学院完

成《重庆大学２０１２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材料汇编》，完成“华为奖学金”等单项奖学

金的评选工作。制定２０１３年“三助”工作经费分配方案，共资助研究生助管１０１５人、德育工

作助理２３５人、博士生辅导员１２６人。２２名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获得“绿色通道”服务，８６５

名贷款研究生办理学费缓交申请，通知并催促５２６名毕业研究生签订助学贷款还款协议，新

签订研究生助学贷款合同２１２人，获准贷款金额２９８．９２万元。２０１３年，共资助困难研究生

２９４０人，资助孤儿研究生１２人，为寒假留校、常驻虎溪校区的毕业研究生发放慰问金。

开展主题活动，大力丰富研究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加强对研究生团委、研究生会、研究

生自律委员会等研究生社团的管理与指导，组织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系列活动，成功举办“青春研华 策马逐梦”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研究生元旦综艺晚会、“情系

母校 筑梦中国”第七届研究生歌手大赛、２０１３年毕业季“仲夏夜之梦”研究生毕业音乐会、

研究生第四届辩论赛、研究生社区文化节等大型活动，参与研究生人数达５０００余人次。组

织研究生代表参加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春季田径运动会，并取得“开幕式方阵一等奖”、“学生男

子普通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和“学生女子普通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历史性最好成绩。开展

研究生篮球联赛、足球联赛、羽毛球联赛、乒乓球联赛、体育文化节、研究生马拉松比赛、研究

生趣味运动会等年度性体育活动５００余场次。组织“心系中国梦，笔谱神州情”重庆市高校

研究生书法国画邀请赛、重庆市高校研究生会主席联席会等。指导郭明义爱心团队重庆大

学分队、研究生“市民学校”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学雷锋、科技进社区、扶贫支教、关爱留守儿童

等系列志愿活动。

加强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及时干预和处理研究生危机事件。做好２０１３级４６００余名

研究生心理健康普测与建档工作，开设“成功者心理品质”心理健康讲座。定期开展研究生

心理咨询讲座，举办心理委员培训、研究生辅导员应对心理危机干预能力培训等专题工作

会，定期召开各层面研究生代表座谈会。重视国际国内形势在研究生群体中所引起的新情

况、新问题，抓好研究生突发事件的应急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及时掌握研究生群体思想状

况以及特殊研究生群体面临的经济、就业、情感、心理等各种问题。组织研究生宿舍安全排

查、校园安全状况调研、校园安全知识竞赛，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工作，举办防火防盗安全

教育培训班，广泛开展以“人人参与消防，共创和谐平安校园”为主题的消防宣传月活动。

创新就业思路，切实做好研究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制定２０１３年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实

施办法，组织就业能力培训和自主创业讲座３０多场，开展求职季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模拟面

试大赛、简历制作、求职礼仪讲座等活动。及时发布就业信息，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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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来、走出去”的就业方案，组织５批研究生参加外省市地方政府的人才交流活动。组织

开展各种招聘会活动，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组织专场招聘会２７８余场次。广泛拓展研究生就

业宣传渠道，发布就业信息５０００余条，学校毕业研究生就业率达９５．９６％。

完善工作机制，做好与研究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服务工作。全年共组织４３８６名毕业

研究生参加电子注册图像采集，及时完成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图像核对工作，完成

ＭＩＳ系统毕业照片的上传工作。２０１３年共完成毕业研究生４４８４人学历信息注册及管理工

作，成功处理２１０名因学籍信息变动未及时报送成功的往年滞留毕业生学历信息。做好

２０１３届毕业研究生安全文明离校教育，完成４０３７名毕业研究生的离校工作。完成全校研究

生计划生育服务咨询工作、在校研究生学生证的补办更换及管理、４６００余名研究生新生学生

证的制作、办理及发放等工作。完成虎溪校区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就业指导与服务、宿舍管

理、学生证管理、毕业证管理、补助发放等日常管理工作。

７．提高行政效率，完善信息系统

完成各项行政事务工作，做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的各项组织工作和会务工作。做好财

务预算工作及各项财务报销工作，完成对２０１１级２９５７名硕士生的第三学年的奖助金评定

以及２０１２级３３３８名硕士生第二年的奖助金评定。

完善研究生信息系统建设。纠正学位报盘系统逻辑错误１０００余条，顺利完成５４１０名

博士、硕士、高校教师及各类硕士专业学位的学位报盘工作。参照学信系统，通过系统之间

的比对，协助完成万余名在校全日制学生的学年注册工作及３９５２名全日制学生的电子注册

工作。完成１４８３７名在校研究生的基申报表工作，共报送９个不同的报表类别。完成数字

化校园系统的数据交换及报送工作，配合网络中心完成基础数据平台的开发。完成研究生

院网络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研究生院网站、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和更新工作。新开发并完成

“学位论文排版分发系统”、“学位论文归档系统”等。

８．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

进一步改进机关工作作风，联合财务处建立健全博士生助研津贴分月分次的申报管理

系统，方便广大博士生导师；简化财务办公流程，采取财务现场填报、现场打印、现场审核、集

中处理、代为投递等等便利服务举措，方便研究生公共课教师财务报销；简化博士预答辩、答

辩流程；取消“重庆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简讯”编撰工作，减少文件数。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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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

【综述】

继续教育学院下设学院办公室、教务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函授与远程教育办公室、

自学考试办公室、继续教育办公室、招生办公室、财务办公室、中心实验室、继续教育研究所、

基础系、计算机应用工程系、经济管理系、建筑管理系、建筑工程系。２０１３年，学院成功申报

重庆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人数５４９４名，总收入４２９１．８１

万元。学院制定《重庆大学继续教育改革发展专题规划》，进一步明确继续教育发展思路，积

极完成国家“学分银行”制度研究工作，全力做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８７人，其中一般管理岗位３１人、专业技术岗位５５人，工人

技术岗位８人。２０１３年，一般管理岗位中１人晋聘为正处职员、１人晋聘为副处职员；专业

技术岗位中４人聘用为副高五级、３人聘用为副高六级；３人聘用为中职八级、２人聘用为中

职九级。１人聘用为工人技师。

聘任专业主任和课程负责人２１人，外聘任课教师１７７人。２４人次教师参加“全国高校

教师网络培训”、鲁班软件及广联达软件升级培训。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有党员７７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５０名、学生党员２７名。党支部７个，其中教职工党

支部５个、学生党支部２个。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学生党员１３名，教职工党员比例６４．９４％。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全面推进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

的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努力推进党务、院务公开，加强民主建设，组织召开８次教职工

大会及民主管理研讨会，着力推进和谐学院建设。完成学院办公室主任和中心实验室副主

任招聘及考察任命工作。

２．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健全和完善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重新修订《学生手册》，加强全校成教学生归口

管理，建设成教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成功干预３起心理危机事件。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学生活动，获得重庆市成教协会演讲比赛一等奖、重庆大学舞蹈大赛一等

奖、重庆大学第二届心理手语操比赛一等奖、校游泳比赛男子团体总分第一名、校春运会男

子团体第二名等成绩。通过全面推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保障校内外１６０００余

名学生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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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有３１个团支部，８６８名团员。在重庆大学“五四”评优活动中，共评出２４名“优秀

团员干部”、４个“五四红旗团支部”、４个“优秀团日活动”、４名“优秀青年志愿者”、４名“自

立自强先进个人”。在学院争先创优评选活动中，共评出“优秀学生”２３３名、“优秀学生干

部”１７２名、“优秀毕业生”１４０名。严肃处理违纪学生共１９人次，其中４人被开除学籍。

【教学工作】

１．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学院共有 １８个本科专业、１９个专科专业，在全国 ９个省市设立 １１个函授站（点）。

２０１３年学院教学口完成校内７０７２名学生的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其中一级管理５３６６名学

生（另有１７个重修班），组织实施超过１０００门次课程的理论及实践教学任务，完成 １７７名外

聘教师的聘任及聘后管理，聘任２１名专业主任和课程负责人。实施教学改革，重新定位培

养目标，５次组织召开相关专业教学改革专题会议，推进相关试点专业教学计划修订，完成７

个专业培养方案的专家论证工作和“两课”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改革方案论证在业余周末班实

施。全面实施教学及管理手段的信息化改革，ＳＡＫＡＩ辅助学习平台建设持续推进，现已进入

课程网站建设环节，网上命题、网上排课排考系统正式启用。学院充分发挥教学督导专家组

的作用，实施全过程教学检查和质量跟踪，组织开展２０１３届（春季）和２０１３届（秋季）优秀毕

业设计（论文）评优活动。加强１１个函授站点８１５８名函授学生的规范管理，协助完成１１个

函授站年审工作，与函授站重新签定办学协议。组织召开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函授工作会，对

各函授站进行绩效考核，对４个“优秀函授站”、１２名“函授站管理先进工作者”和２名“特别

贡献奖”进行表彰。

２．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２０１３年自考停招，在读学生１６１８人，本科层次专业１６个、专科层次专业１２个。获得本

科学士学位自考学生１８０人，占一类助学自考学生获本科毕业证书４８０人中的３７．５０％；全

年组织一类助学专业各类课程考试报考１７５６２人次、４０８６７科次（普通１２９５０人、３３４７４科；

艺术４０１人、７３７科；课程考核２９０２人、４５１７科；学分互认１３０９人、２１３９科）；组织省（市）命

题９８门、衔接命题３０门；累计组织３０２名教师进行自考阅卷工作，评阅各类考试试卷１３８１４

份；全年两次组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和《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共有７７２１名（其中全国

英语等级考试１７９名）考生参加考试。

３．非学历继续教育

学院推进ＥＤＰ、３Ｄ、ＩＴ和继续教育培训中心、建筑类资格证书考前培训项目的发展，努

力抓好学院自主培训项目。完成“国培基地”首期“电子技术应用”和“计算机平面设计”两

个专业，来自全国２４个省市自治区的５９名中职骨干教师为期３个月的国家级骨干教师培

训任务。成功申报并顺利完成“市培基地”《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市级中职骨干教师培训班

的培训任务；成功申报工程造价、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及建筑工程施工三个国培专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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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到２０１３年９８名国培任务；成功申报“重庆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与香港理文

集团达成校企合作办学协议，为香港理文集团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开展员工岗前专业技

能培训，首期“自动化仪器仪表（二年制）专业技能培训班”已于２０１３年９月正式开班；开办

“总裁研修班”４期，培训学员３４９人；举办公益性“嘉陵江论坛”４期，参与学员２０００余人。

以上项目为学院创造学费收入２６６１万元，上缴学院培训收入５００多万元。

【教学研究】

学院积极开展继续教育理论研究。教学成果《重构“政校企”合作模式，发展高层次继

续教育的探索与实践》荣获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完成重庆市教改项目结题一项，顺利通

过市教委验收；进一步推进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开放式多样化成人高等教育

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的组织实施；积极推进国家开放大学关于“国家继续教育学习成果

认证单元标准制定”子项目实施，为建设学习成果认证中心打好基础；完成学院１６个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工作。２０１３年学院教职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１８篇，出版教材２本。

重庆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生统计表

统计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名称
招生数（单位：人） 毕业生数（单位：人） 在校生数（单位：人）

本科 专科 小计 本科 专科 小计 本科 专科 小计

函授学生 １９４５ １０１０ ２９５５ １９６１ １０７８ ３０３９ ３９８７ ４１７１ ８１５８

周末学生 １４３４ ６０１ ２０３５ ７６０ ３０７ １０６７ ２５７１ １２８１ ３８５２

半脱产 学生 １６０ ３４４ ５０４ １６９ ４５３ ６２２ １０６８ ２１５２ ３２２０

成教学生小计 ３５３９ １９５５ ５４９４ ２８９０ １８３８ ４７２８ ７６２６ ７６０４ １５２３０

自考学生 ２２４ ０ ２２４ ４８０ ２６６ ７４６ １１１７ ５０１ １６１８

合计 ３７６３ １９５５ ５７１８ ３３７０ ２１０４ ５４７４ ８７４３ ８１０５ １６８４８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专业

层次 专　业 学习形式 科类 学制 备注

高起本

采矿工程 半脱 理工 ５ 未开班

环境工程 半脱 理工 ５ 未开班

土木工程 半脱 理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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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起本
工程造价 半脱 文理 ５

工程造价 周末 文理 ５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周末 理工 ２．５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周末 理工 ２．５

工程管理 周末 经管 ２．５

工程造价 周末 经管 ２．５

工商管理 周末 经管 ２．５

会计学 周末 经管 ２．５

人力资源管理 周末 经管 ２．５

土木工程 周末 理工 ２．５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 ２．５

工程造价 函授 经管 ２．５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 ２．５

生物工程 函授 理工 ２．５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 ２．５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 ２．５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函授 理工 ２．５

热能与动力工程 函授 理工 ２．５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管 ２．５

会计学 函授 经管 ２．５ 未开班

工商管理 函授 经管 ２．５ 未开班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管 ２．５

采矿工程 函授 理工 ２．５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半脱 理工 ３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半脱 理工 ３

工程造价 半脱 文理 ２．５

物流管理 半脱 文理 ２．５ 未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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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起专

市场营销 半脱 文理 ２．５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半脱 文理 ２．５

会计电算化 半脱 文理 ２．５

工程管理 半脱 文理 ２．５

建筑工程技术 周末 理工 ３

会计电算化 周末 文理 ２．５

工程造价 周末 文理 ２．５

工商管理 周末 文理 ２．５

计算机信息管理 周末 文理 ２．５

工程管理 周末 文理 ２．５

人力资源管理 周末 文理 ２．５

应用艺术设计 周末 艺术 ２．５ 未开班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 ３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 ３

热能动力设备与应用 函授 理工 ３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 ３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函授 文理 ２．５ 未开班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函授 文理 ２．５

工程造价 函授 文理 ２．５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函授 文理 ２．５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理 ２．５

行政管理 函授 文理 ２．５

（毛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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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育

【综述】

２０１３年，网络教育学院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围绕 “成为能力教育网络教育学

院，中国最好的网上大学”的发展目标，围绕“一流的网络教育网站、一流的教学支持平台及

管理系统、一流的网络教育资源、一流的课程体系、一流的学生支持服务”的工作任务，以岗

位说明书、业务流程重建为重点，以网络教育各类管理服务平台的开发为核心，积极向线上

服务转变。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圆满实现年初确定的工作目标，为把我院建成全国一流网络

教育学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业务流程建设】

２０１３年初，学院院务会把岗位说明书、日常工作业务流程、日常工作节点及标准的重建

作为学院重点工作。学院要求全员参与、独立思考，组成项目小组对部门业务拆分、节点控

制、标准制定、流程设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形成《重庆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岗位说明

书》（共６９份）、《重庆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业务流程》（共３５１个），实现学院管理的规范化、制

度化、标准化、流程化，提高了全体员工的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

【学习资源】

制订《课件改造规划书》，整理形成《２０１３重大网院网络课程建设要求及规范》，阐述脚

本的内容要求，编写模板，统一格式，提高了教师编写脚本效率，促进资源脚本规范。完成

《互联网及其应用》等１１门课程制作建设。在网络课程资源建设上，以知识点为最小资源单

位，以课程章、节、知识点的结构为纽带，组织完成《互联网及其应用》、《经济法》、《市场调

查》、《财务管理学》、《机械电气控制及自动化》５门课程的全新改造，其中《互联网及其应

用》、《经济法》、《市场调查》被遴选为国家级网络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

【教学管理及教学改革】

优化教学过程，完成《论坛管理工作优化方案》、《作业管理工作优化方案》、《语音答疑

工作优化方案》等３个方案，分别从硬件、软件提出系统升级、功能修改、调整组织流程等优

化措施。完成教师考核指标的修订，细化评分标准，增加加分项目，促进主讲和辅导教师工

作效率。调整毕业设计（论文）实施方案，制定《毕业实践改革方案》，对平台功能优化、初稿

和终稿阶段的进阶办法、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格式要求、指导费用提高、工作重点转变等

内容进行了调整。改进考试组织工作，对所有专业课程进行考试场次的调整，做到各场次考

试课程数尽量均衡，加上网上考试科目，理论上学生可以通过２次考试，完成所有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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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研发】

重新修订《ＩＴ管理制度》、《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保障学院数据安全，支撑学院和学习中

心业务；学院办公网络进行扩容，带宽从１０Ｍ增至３０Ｍ，基本满足学院远程毕业答辩大带宽

需求和学院日常办公需要。

各业务部门按项目功能模块节点把控工作进度，２０１３年完成学习管理系统、网上校园一

期需求分析。完成教师工作平台、网上物流管理系统、ＰＯＳ缴费发票打印系统的开发和上

线，完成教学管理服务中心网站、学生管理服务中心网站、学习中心支持服务部网站的建设

和上线；完成基础英语网站、统考英语网站、课程建设网站和辅导网站的上线。

【学生管理】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发放调查问卷２００００份，收回问卷１２５１８份，结合学生反馈的意见，努力

改进服务。改版常见问题集和学生手册，定位为学生提供方便快捷服务的工具手册。完成

毕业生再学习管理平台需求文档，为建立毕业生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启动虚拟校园建设，包

括校友录、兴趣小组、毕业生园地、网上调查、积分换礼、学生活动、风采展示和咨询服务等１２

个版块的内容。开展“重大网院十年情”网上学生活动。开展优秀毕业生信息征集与跟踪、

生源异常预警、选开课异常预警、学习进度分析、学生统考免考办理预警、即将超过最长学习

年限学生预警、仅剩网上考试未完成学生预警、毕业论文（设计）未选题学生预警、毕业论文

未提交未通过学生预警、论文成绩不及格学生重做续费预警、答辩预警等１０个预警项目，进

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和支持服务水平。

【学习中心管理】

学习中心在招生宣传、生源组织、学生管理、学习支持服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学校

已在２６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１７５个学习中心。２０１３年学院加大了学习中心培训力

度，分别采用远程培训、一对一的培训（巡点）和会议集中培训等方式，对学习中心一线工作

人员进行日常教务学务、学习中心工作平台操作等培训。

重新修订学习中心考核方案，改年度考核为季度考核，考核指标客观合理。建立考核反

馈制度，及时发现学习中心存在的问题并帮助改进。开展年报年检标准化和学习中心标准

化建设，统一模版和要求。要求学习中心工作场地标准化、日常服务工作标准化。

２０１３年，学院荣获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２０１３最具公众满意度网络学院”奖，

以及腾讯网“十年最受公众关注网络学院”称号。

·７２１·

人才培养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网络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专业设置

招生专业 层次 招生专业 层次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学习期限 学分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高起专
土木工程（安装工程

方向）
专升本

建筑工程管理 高起专
土木工程（道路与桥

梁方向）
专升本

工程造价 高起专
工程管理（工程建设

管理方向）
专升本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高起专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管理方向）
专升本

机电一体化技术 高起专
工程管理（房地产经

营管理方向）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 高起专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电

力经济方向）
高起专 工商管理 专升本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起专
工商管理（电力经济

方向）
专升本

会计 高起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市场营销 高起专 会计学 专升本

煤矿开采技术 高起专 市场营销 专升本

公共事务管理 高起专 采矿工程 专升本

电气自动化技术 高起专 公共事业管理 专升本

安全工程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高起专：英语、

计算机

应用基础

专升本：

大学英语、计

算机应用基础

注：本科二学

历（已获得本

科毕业证书的

学生），免试

入学

２．５年
２．５至
６年

高 起

专、专

升本均

为 ８０
学分

本科二

学历为

６０ 学

分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网络教育学院本专科学生统计

名称
累计毕业生数

本科 专科

累计招生数

本科 专科

２０１３年招生数

本科 专科

在校生数

本科 专科

小计 ４１６６３ ６４６３６ ８１９４５ １１９８８１ １９０６０ ２６９７９ ３８４７６ ５５３１３

合计 １０６２９９ ２０１８２６ ４６０３９ ９３７８９

（金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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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与平台建设

【综述】

２０１３年，学校顺利完成“９８５工程”各项工作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遴选工作，

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发展战略需要，筹建航空航天学院，并积极支持学校规划的跨学部、跨学

院、跨学科的团队或中心及校级公共平台建设，推进学科调整和学科结构优化。

【学科评估】

学校现有２８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覆盖经济学、法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５个学

科门类；３个一级国家重点学科、１７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２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２４个博士

后流动站。

第三轮学科评估，学校共有３６个学科参评（新参评学科１４个），其中１０个学科进入前

１０名，１１个学科排名上升，“工学”和“管理学”学科积分实力高于９８５高校平均水平。在本

轮评估中，学校前２０％或前３的学科有机械工程、电气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城

乡规划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生物医学工程、风景园林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

工程、法学。前３０％或前４的学科有材料科学与工程、矿业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建筑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

２０１３年，学校新增２个学科进入ＥＳＩ世界前１％，目前工程学、材料学、化学、物理等４个

学科进入ＥＳＩ世界前１％。

【“９８５工程”管理】

２０１３年，学校顺利完成教育部、财政部“９８５工程”（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阶段检查工作，并形

成上报材料（包括９８５工程〔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建设总结、改革实施情况报告、标志性成果简

介）。加强“９８５工程”的日常管理，共计完成１９０余台／套、６７００余万元的设备购置计划审核

工作。上报教育部典型案例报告《社会有需求，学校就行动》，被《光明日报》刊载。

【科研专项管理】

进一步规范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的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完善并

发布《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和《关于进一步规

范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管理的通知》。部署２０１３年度项目遴选工作，发布《关

于实施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遴选工作的通知》，专项项目

经费额度学校掌控４０％，学部掌控６０％，各学部经费划拨比例，参考上一年度４０岁以下具

有博士学位人数及学校发展需要等综合因素，全校共遴选面上项目２６４项，重点重大项目４７

项。组织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立项项目结题５１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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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学院／平台建设】

１．成立航空航天学院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学校正式授牌成立首个行业型学院—航空航天学院。该学院的成

立是学校探索在原有传统工科学院的基础上，向以跨学科为纽带、以行业应用领域为目标，

组建与国家和区域产业接轨的行业型学院的一种新的尝试，对突破工程类学科发展的“天花

板”效应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学校进入航天航空领域的重要平台。该学院以学校力学

学科为基础，并充分利用全校航空航天领域相关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围绕国家和地方对航

天航空领域的重大需求，开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该学院的成立

对进一步调整学校学科布局、优化学科结构、拓展学科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２．跨学科中心／平台及公共平台建设

重点支持文化与艺术研究中心、软物质交叉学科研究中心、钢结构工程中心等跨学科中

心／平台建设，以及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动物房、电镜中心等公共平台建设。

【学科建设会议】

组织两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审议跨学科中心／平台建设方面的多项议题，从学校

学科建设发展战略需要和“集中、急需、重点”的原则出发予以经费支持。

（陈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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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

【综述】

２０１３年，学校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坚持创新为导向、科学统筹资源、

积极组织策划、推进协同创新、强化服务意识、优化过程管理，努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工作环

境。

【科研管理】

（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努力提升服务效能和水平

全面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按照教育部、科技部及学校要求，围绕

科技创新加强全流程服务，进一步优化科研管理的方法和途径，规范办事流程，不断提高服

务效能和服务水平。

１．坚持科技引领，整合优势资源，汇聚创新人才，开展协同创新，构建产学研合作的新模

式，提升学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促进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推进汽

车协同创新中心、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培育工作。

２．加强国防军工科研合作，主动为争取国防科研项目牵线搭桥，成功与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将从科学研究、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成果转

化以及团队建设、交流任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３．大力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推动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落实

学校每年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建设培育经费９００万元，多方式、多渠道争取建设

支持，为重点实验室的发展运行提供保障。

４．密切联系学院科研人员，主动服务科研人员，在项目的申报组织中做到超前介入、提

前组织和策划，加强培育、辅导和跟踪。

５．加强对科研项目组织的辅导培育，积极组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点项目的申报辅

导会，积极组织、精心培育和跟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经费连续两年突破１亿元，土木

工程学院的周小平教授、动力工程学院朱恂教授成功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６．在科研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工作中，通过走访调研、分学部、学院召开座谈会等方式，

积极收集广大科研人员的意见，广泛征求并积极采纳相关意见。坚持以“提高学术质量，突

出学术贡献”为指导思想，激励高端成果的奖励原则，增加对标准、导则、项目结题等的奖励，

提高对高水平论文的奖励力度。ＳＣＩ２区以上论文较去年同期增长达３８．９％。

７．积极探寻和反馈相关科研信息，协助学校科研人员在平台、项目、成果、团队等申报、

评审中做好沟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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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信息工作

１．为进一步满足科研管理信息化的需求，适应学校科技工作的发展，正式启动全新“科

研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构建以主管领导、管理人员、科研秘书、科研人员为服务

对象，以学校到学部、学部到学院的三级组织构架，实现与财务系统、人事系统等信息共享和

交互的方便、快捷、高效的科研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２．完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度的数据统计，配合学校年度岗位考核、职称评聘、科技奖励、

博导遴选等工作。

３．完成全校科技资源调查工作及科研信息的季度统计。

（三）集体获奖情况

１．重庆市科技系统先进集体；

２．２０１２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科技期刊优秀组织单位。

【科研项目】

２０１３年组织科研项目２５８２项（纵向１３２２项、横向１２６０项），获准１４８１项（纵向４２６项、

横向１０５５项）。

１．获准的国家级项目

国家９７３、８６３、支撑计划、重大专项课题６６项，国拨经费１．４９７５亿元（２０１２年７９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准１５４项（２０１２年１７６项），国拨经费１．０１１９亿元（２０１２年１．０７４７．６

亿元），其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２项（周小平、朱恂）、重点项目３项（参与１项）、面上项目８８

项（２０１２年８９项）、青年基金４８项（２０１２年７０项）；国家重大仪器设备研制专项１项（黄晓

旭）；仪器专项１项（温志渝）；其他１２项。

近五年我校申请及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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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获准的省部级项目

２０１３年共获准省部级项目１７７项，国拨经费４６３２万元：获准重庆市科委２０１３年科技计

划项目１０１项，国拨经费２９０５．６万元，其中基础与前沿研究计划项目５７项、科技攻关项目

３０项、集成示范项目２项（参研１项）；应用开发计划项目１２项。获得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

２６项，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９人，新增重庆市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１项（郭早阳）。

３．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组织实施

２０１３年组织实施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跨学科重大项目４项，资助经费共１２０万；跨

学科重点项目１３项，资助金额１９５万元。

【科研经费】

（一）科研总经费

全校科研总经费达到７．４２亿元。其中科技口研究经费达５．７９亿元（含未进行科研登

记０．３２亿元）（２０１２年６．２３亿元），产业口具有科技含量的经费１．６３亿元（以下仅对科研

系统中的经费数据进行统计）。

（二）科技口研究经费构成分析

１．按学科类别：自然科学类研究项目共获得科研经费５．０３６３亿元（２０１２年５．０３亿元，

２０１１年为５．５７亿元），占总经费的９１．９７％；人文社科及软科学类项目共获得经费０．４３９４

亿元，占总经费的８．０３％。

　　图１　近五年科研口经费增长趋势图　　　　　图２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经费比例

２．按纵横向：纵向经费２．６７１２亿元（２０１２年２．１９亿元），占５３．０３％；横向经费２．３６５１

亿元（２０１２年２．８４亿元），占４６．９７％。

３．纵向项目经费按级别：国家级项目总经费１．９０４８亿元（２０１２年１．６６亿元）；省部级项

目总经费５５８３万元（２０１２年２１２８万元）；军工项目（包括军工横向）总经费１５７０万元（２０１２

年３５１７万元）；一般纵向项目经费５１１万元（２０１２年６６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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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纵向项目按级别经费分布图

【科研成果】

（一）成果获奖

１．国家科学技术奖

２０１３年共组织６个项目申报国家科学技术奖。经初评，获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科技进

步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

表１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单位 获奖人

燃料电池中多相

能质传递与电化

学反应的相互作

用机理

国家自然

科学奖
２

只奖励个人不奖励单位，完成

人所在单位（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水利
电力物质有限公司，重庆大学，

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赵天寿　杨　浩
陈　蓉　刘建国
杨卫卫

混凝土裂缝分龄

期防治新材料和

新技术及其应用

国家科技

进步奖
２

东南大学，重庆大学，河海大

学，西卡（中国）有限公司，科

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南京派

尼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钱春香　钱觉时
蒋亚清　孙　伟
麻秀星　王瑞兴
高桂波　郭景强
叶德平　李　敏

电网大范围冰冻

灾害预防治理关

键技术及成套装

备

国家科技

进步奖
１

湖南省电力公司，中国电力科

学研究院，重庆大学，国网电力

科学研究院，湖南省气象台，浙

江省电力公司，长沙理工大学，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

司，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省汇粹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陆佳政　蒋兴良
鲁先龙　吴维宁
方　针　李海翔
胡建林　黎祖贤
荆　平　李　波
曾祥君　罗兴赤
王　浩　张红先
蒋正龙

·８３１·

科学研究




　　２．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科学技术）奖

组织８项成果申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经评审，获技术发明一等奖３项、科

技进步一等奖２项（牵头１项、合作１项）；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

３．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组织申报重庆市科学技术奖１８项，经专家评审，获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自然科学二等

奖１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１项；科技进步二等奖５项（牵头２项，合作３项）、自然科学三等

奖４项；技术发明奖三等奖１项；科技进步三等奖７项（牵头２项，合作５项）。

（二）专利申请及获权

学校申请专利９４４件（２０１２年７９５件），其中发明专利７９６件（２０１２年６５４件）、实用新

型１４３件（２０１２年１３８件）；获权专利６３５件（２０１２年５８５件），其中发明专利４７７件（２０１２年

４７１件）、实用新型１５０件（２０１２年１１４件）。

表２　重庆大学近五年专利申报及获权情况一览表

类　别
申报数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授权数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发明专利 ４６４ ５４０ ６７３ ６５４ ７９６ １７４ ２３７ ３６９ ４７１ ４７７

实用新型 １２３ 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３８ １４３ ８２ １３６ １３２ １１４ １５０

外观设计 ２ ３ ０ ３ ５ ０ ２ ３ ０ ８

ＰＣＴ申请 １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５９０ ６６０ ７９２ ７９５ ９４４ ２５６ ３７５ ５０４ ５８５ ６３５

（三）论文检索与收录

１．ＳＣＩＥ、ＥＩ检索系统论文收录情况

ＳＣＩＥ、ＥＩ核心检索论文达到２７６１篇（２０１２年２８８８篇、２０１１年２４６４篇、２０１０年为２３４７

篇），其中ＳＣＩＥ检索论文１２５４篇（２０１２年１１１５篇、２０１１年８５０篇），ＥＩ核心检索论文（不含

会议）１４８６篇（２０１２年１７７３篇、２０１１年１６１４篇、２０１０年１５８５篇）。

表３　近五年被ＳＣＩＥ、ＥＩ（核心）等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篇数统计一览表

收录系统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ＳＣＩＥ ５９３ ７６２ ８５０ １１１５ １２５４

ＥＩ（核心） １１７１ １５８５ １６１４ １７７３ １５０７

合计 １７６４ ２３４７ ２４６４ ２８８８ ２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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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ＣＳＣＤ检索论文情况（ＣＳＣＤ核心库）

表４　近五年被ＣＳＣＤ（核心）检索收录的论文篇数统计一览表

收录系统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ＣＳＣＤ（核心）检索 １８６３ １９９６ ２２５８ ２１１１ ２０１３

（四）科技成果登记及项目鉴定

２０１３年，全校１０个项目通过重庆市科委的科技成果鉴定，共有３７个项目完成科技成果

登记。其中，应用技术项目２６项、基础理论项目７项、软科学项目４项。

【平台与研究团队】

（一）平台建设

１．以机制体制改革为突破点提升基地建设水平。通过调研和研究讨论，提出重点实验

室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方案（讨论稿）并广泛征求实验室意见。

２．以制定发展规划为抓手，推动重点实验室的规范建设和科学发展。２０１３年４月相继

启动各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基本

完成调研、起草及专家论证，进入完善阶段。

（二）平台申报

１．组织申报洁净能源与特色资源高效利用化工过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和重庆市高性能

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通过市科委组织的专家评审和现场考察。

２．组织申报的“生物活性天然产物全合成与创新药物研究引智基地”参加教育部组织的

会议答辩。

３．组织申报重庆市２０１４年国际科技合作基地７个。

（三）评估验收

１．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

实验室、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科技部评估。

２．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科技部建设验收。

３．飞行器测控与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教育部建设验收。

４．工业ＣＴ无损检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通过教育部建设验收。

５．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教育部建设验收。

（四）日常管理

１．完成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换届招聘，已推荐上报教

育部。启动机械传动、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工业ＣＴ教育部工程中

心主任招聘工作。推荐上报光电技术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建议人选。

２．协调各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完成实验室年度计划与总结汇总、基础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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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团队和人才

１．资环学院 “非常规天然气高效开发与利用”团队（卢义玉）入选２０１３年度教育部创新

团队发展计划。推荐材料学院（潘复生）和机械传动实验室（王家序）两个团队申请教育部

第二轮滚动支持。

２．遴选推荐的２０１３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１３人入选。

３．推荐科技部“２０１３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４人和重点领域创

新团队１个，均在重庆市遴选出线并参加科技部评审答辩。

４．２０１３年成功获评重庆市杰青１人、重庆市“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３人、重庆市“科

技领军人才培育计划”２人、重庆市“科技领军人才促进计划”４人、重庆市“创新青年科技人

才计划”５人、通过重庆市“百名工程技术高端人才培养计划”答辩２人。

【“２０１１计划”的组织培育】

１．组织“深空巡视探测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并被成功认定为重庆市级协同创新中心。

２．针对协同创新机制体制改革难点，组织专人开展协同创新中心的人员聘用考核、资源

汇集与财务管理以及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等体制机制研究，召开各类研讨会１５次，撰写《协

同创新中心章程》、《协同创新中心资源共享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经费管理办法》、《协

同创新中心财务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协同创新中心人

员聘用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人才评价与考核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青年科学家

培养计划实施办法》、《协同创新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等

１０个体制机制文件。

３．组织“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山地城镇协同创新中心”相关人员赴浙江工业大学、苏

州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调研，完成相关调研报告和建设建议。

４．组织召开“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和“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向教育部司局级、处

级领导汇报会１０余场；向重庆市、经信委、教委、科委、两江新区等各级领导当面汇报１０余

次。两个中心的建设工作逐步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

５．在校内组织召开“２０１１计划”情况通报会５场，及时传达全国“２０１１计划”最新政策

和精神。

６．积极推进并参与“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和“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认定材料、汇

报ＰＰＴ撰写的研讨会２０余次，参与或协助协同创新中心完成相关材料的撰写。

７．协助撰写完成学校“重庆市政府１１９号文件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１计划’建设情况”汇报

工作，向重庆市政府提出后期对学校支持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国防科研及军工“三证”建设】

以国防科研需求为导向，结合学校优势与特色，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实施２０１１计划等背景下，加强与国防科工局、总装备部、教育部等上级主管部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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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军工单位的交流合作，经过多次交流沟通先后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公司建立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关系，与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重庆铁马集团有限公司、北奔

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实质性技术交流和项目洽谈。

１．以涉密人员、涉密计算机及涉密军工项目等为保密工作的重点，将保密工作和业务工

作同计划、同部署、同检查、同总结、同奖惩，认真开展保密日常监督检查，２０１３年无失泄密事

件发生。

２．加强对质量管理体系工作组织与策划，强化质量管理体系过程管理，继续设立质量管

理体系建设项目，顺利通过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审核专家组进行的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

第一次监督审核，顺利通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延续申请工作，促进军工三证的有效运行。

３．加强国防科研项目的组织申报，共组织各类军工项目 ８５项、获批 ５５项，合同经费

２７００万元（２０１２年３１１７万元）、实到经费１４５５万（２０１２年３５１７万元），完成军工科研成果

验收结题４５项。

４．牵头承担的国防“９７３计划”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教育部 Ｂ类实验室顺利通过建设验

收；国防创新团队顺利通过财务审计。

（唐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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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学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统计表（单位：万元）

学部

名称
单位名称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实报数 实获资助经费实报数 实获资助经费实报数 实获资助经费

工

程

学

部

机械学院 ３６ ８ ５３７．５ ３７ １０ ５１３．８ ５０ １５ ８０７

传动实验室 １７ ３ ２３５ ２０ ５ ２９２ １８ ３ １０８

电气学院 ４５ １７ １０１３ ５１ １０ ６４９ ５９ １６ ９２７

材料学院 ５４ １６ １５８９ ８０ ２０ ２１２６ ６７ ２４ １７１９

资环学院 ３１ ９ ８１５ ３３ １０ ５９５ ３０ ５ ２４２

动力学院 ２９ １０ ７２１ ３２ １３ ７３１ ３０ ７ ６１５

文

理

学

部

化工学院 ３９ １５ １０４０ ４１ １３ ８７６ ３９ １１ ３８５

生物学院 ３６ １１ ６２１ ６８ ２２ １４０４ ７２ １８ ８９０

生命学院 １０ ３ １８３ ７ ４ １５２ １０ １ ２０

物理学院 １６ ８ ３１９ １９ ８ ２８３．５ ２５ ４ ４３

数统学院 １８ ６ １６７ １６ ７ ２３３ ２６ ６ １６４

创新药物 ４ ２ １５０

建

筑

学

部

建筑学院 ３２ ４ ２６９ ３２ ７ ４５０ ３４ １０ ３８０

土木学院 ４１ ８ ５３９ ５１ ６ ３１４ ５８ １０ ４６１

城环学院 ２４ ２ ５０ ３７ １０ ４４６ ４６ １５ ５４９

建管学院 ４ ２ ２５

信

息

学

部

光电学院 ４４ ８ ８０５ ３７ ７ ４５５ ４３ １０ ４１６

ＩＣＴ研究中心 ４ ０ ０ ２ ０ ０ ３ ０ ０

通信学院 ３４ ２ ４９ ３６ １ ２３ ３５ ５ １９２

计算机学院 ３２ ４ １２９ ３８ ６ ２５８ ３８ １０ ４３２

自动化学院 １４ ５ ３３７ ２４ ７ ２７５ ２８ ２ ８５

软件学院 １１ ２ ９３．５ ８ ２ １５６ １０ ３ ７８．５

测控中心 ６ ２ １０６ ５ ０ ０ ４ ０ ０

其

他

经管学院 ３２ ７ ３２６

公管学院 ２ ０ ０

合 计 ６１５ １５４ １０１１９ ６７４ １６８ １０２３２．３ ７２５ １７５ ８５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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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２０１３年校内各单位专利申请及获权情况一览表（单位：项）

学部

名称
学院名称

申请 获权

发明 实新 外观 合计 发明 实新 外观 合计

申请及

获权总数

工

程

学

部

电气学院 ９４ １２ ０ １０６ ５７ ２０ ０ ７７ １８３

机械学院（含

传动）
９０ ２７ ０ １１７ ５６ １５ ０ ７１ １８８

材料学院 ８３ ３ ０ ８６ ５８ ５ ０ ６３ １４９

资环学院 ５４ ８ ０ ６２ ３１ ９ ０ ４０ １０２

动力工程 ３０ ５ ０ ３５ １８ ５ ０ ２３ ５８

文

理

学

部

化工学院 ７２ ６ ０ ７８ ６０ ３ ０ ６３ １４１

生物学院 ４７ １１ ０ ５８ ３０ ８ ０ ３８ ９６

物理学院 ５ １ ０ ６ ２ ３ ０ ５ １１

生命学院 ２ １ ０ ３ ３ １ ０ ４ ７

数统学院 １ ４ ０ ５ ０ １ ０ １ ６

建

筑

学

部

城环学院 ５４ ２９ ０ ８３ ４１ ２９ ０ ７０ １５３

土木学院 １１ ４ ０ １５ １９ １７ ０ ３６ ５１

建筑学院 ２ ５ ０ ７ ０ ２ ０ ２ ９

信

息

学

部

光电学院（含ＩＣＴ） ６９ １０ ０ ７９ ３２ ２ ０ ３４ １１３

自动化学院 ８８ １ ０ ８９ １７ ４ ０ ２１ １１０

通信学院 ４９ ５ ０ ５４ ３２ １２ ０ ４４ ９８

计算机学院 ２４ １ ０ ２５ １６ ０ ０ １６ ４１

软件学院 １４ １ ０ １５ ２ ０ ０ ２ １７

测控中心 ６ ０ ０ ６ ３ ０ ０ ３ ９

其他 其他 １ ９ ５ １５ ０ １４ ８ ２２ ３７

合计（项） ７９６ １４３ ５ ９４４ ４７７ １５０ ８ ６３５ １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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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３　２０１３年各自然科学类学院科研经费情况表（单位：万元）

学部

名称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３年与２０１２年
经费比较

２０１３年实到经费 ２０１２年实到经费

纵向 横向 合计 纵向 横向 纵横比 合计 纵向 横向 纵横比 合计

工

程

学

部

机械（含传动） ９６０ －２４９ ７１１ ３８６２ ２１５０ １．８ ６０１２ ２９０２ ２３９９ １．２１ ５３０１

材料学院 ８０９ －５４５ ２６４ ３４５５ １５７８ ２．１９ ５０３３ ２６４６ ２１２３ １．２５ ４７６８

电气学院 １８ －２３１ －２１３ ２００２ ２８４２ ０．７ ４８４４ １９８４ ３０７３ ０．６５ ５０５７

资环学院 －１１２８－２７８－１４０６１０１７ ２５９０ ０．３９ ３６０７ ２１４５ ２８６８ ０．７５ ５０１３

动力学院 ４１ ８１ １２２ ９７６ ６４３ １．５２ １６１９ ９３５ ５６２ １．６６ １４９６

文

理

学

部

物理学院 ５４１ －６６３ －１２２ ８１５ ２７３３ ０．３ ３５４８ ２７４ ３３９６ ０．０８ ３６７０

生物学院 ４０６ －１１３６－７３０ １６６８ １２５ １３．３４ １７９３ １２６２ １２６１ １ ２５２３

化工学院 ２５０ －１６８ ８２ １０４１ ４２２ ２．４７ １４６３ ７９１ ５９０ １．３４ １３８１

生命学院 －３２３ －１９ －３４２ ６３３ ６７ ９．４５ ７００ ９５６ ８６ １１．１２ １０４２

数统学院 １７ －４３ －２６ １７６ １９ ９．２６ １９５ １５９ ６２ ２．５５ ２２１

建

筑

学

部

建筑学院 ２５４ －１４１０－１１５６１０５９ ４７７１ ０．２２ ５８３０ ８０５ ６１８１ ０．１３ ６９８６

城环学院 １６９８ －９６ １６０２ ３９７２ １３４７ ２．９５ ５３１９ ２２７４ １４４３ １．５８ ３７１６

土木学院 ５２９ －２４ ５０５ １０８８ ２１９３ ０．５ ３２８１ ５５９ ２２１７ ０．２５ ２７７６

信

息

学

部

光电（含ＩＣＴ） －１０８１－１０９－１１９０１４８１ ５７８ ２．５６ ２０５９ ２５６２ ６８７ ３．７３ ３２５０

计算机学院 ２３９ －７４ １６５ ７５４ ２５８ ２．９２ １０１２ ５１５ ３３２ １．５５ ８４７

自动化学院 ２７２ ３２３ ５９５ ７５３ ８６１ ０．８７ １６１４ ４８１ ５３８ ０．８９ １０１９

通信学院 －１４ ５３ ３９ ３６９ ３０４ １．２１ ６７３ ３８３ ２５１ １．５３ ６３４

软件学院 １００ －８０ ２０ ２５２ １６５ １．５３ ４１７ １５２ ２４５ ０．６２ ３９８

测控中心 ２４ －１２２ －９８ １４１ ０ １４１ １１７ １２２ ０．９５ ２３９

其他
深空探测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创新药物 １９８ ５ ２０３ １９８ ５ ３９．６ ２０３

合 计 ４８１２ －４７８５ ２７ ２６７１２２３６５１ １．１３ ５０３６３２１９００２８４３６ ０．７７ ５０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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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自然科学类学院ＳＣＩＥ和ＥＩ论文情况统计表（单位：篇）

学部

名称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ＳＣＩＥ ＥＩ 合计 ＳＣＩＥ ＥＩ 合计 ＳＣＩＥ ＥＩ 合计

工

程

学

部

材料学院 ２２６ ２３８ ４６４ １７５ １１２ ２８７ １２１ １０９ ２３０

电气学院 ８８ ２２０ ３０８ ９９ ２０１ ３００ ６９ ２３６ ３０５

机械学院（含传动） ６８ １５８ ２２６ ６５ ２７５ ３４０ ４３ １６３ ２０６

资环学院 ６６ ７０ １３６ ６１ ５９ １２０ ３０ ８７ １１７

动力学院 ４３ ７３ １１６ ５２ ５９ １１１ ４２ ７９ １２１

文

理

学

部

生物学院 １０８ ５４ １６２ １０８ １２ １２０ １１２ ４０ １５２

化工学院 ８４ ６０ １４４ ８２ ５０ １３２ ５５ ２８ ８３

物理学院 ８９ ４７ １３６ ６６ ２７ ９３ ８３ ２４ １０７

数统学院 ７９ ２２ １０１ ８４ ４９ １３３ ７３ ６ ７９

生命学院 １４ ３ １７ ８ ８ ２ ２

建

筑

学

部

土木学院 ３２ ８４ １１６ ２２ ８２ １０４ １６ ８５ １０１

城环学院 ６０ ５４ １１４ ４９ ６４ １１３ ３２ ３２ ６４

建筑学院 ８ ５ １３ ９ ３６ ４５ １ ５ ６

信

息

学

部

光电学院（含ＩＣＴ） ８９ １１６ ２０５ ６５ ３０ ９５ ６７ ８４ １５１

计算机学院 ８９ ９１ １８０ ８４ ２４ １０８ ５７ ７３ １３０

自动化学院 ３８ ５９ ９７ ２２ ６８ ９０ ２８ ５０ ７８

通信学院 ３１ ６０ ９１ ２３ ５６ ７９ １３ ４９ ６２

软件学院 ６ ８ １４ ３ ２０ ２３ ２ ９ １１

测控中心 １ ５ ６ ４ １ ５ ２０ ２０

其他 其他 ３５ ８０ １１５

合 计 １２５４ １５０７ ２７６１ １０８１ １２２５ ２３０６ ８４６ １１７９ 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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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自然科学类学院ＳＣＩＥ论文分区情况一览表（单位：篇）

学部

名称
单位名称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合计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合计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合计

工

程

学

部

材料学院 ３ ５２ ５２ １１９ ２２６ ３ ３１ ４２ ９９ １７５ １ ６ ２５ ８９ １２１

电气学院 ４ ６ ３９ ３９ ８８ ２ ４ ３４ ５９ ９９ １ ６ １５ ４７ ６９

机械学院 ２ １５ ５１ ６８ １２ ５３ ６５ １ ４ ３８ ４３

资环学院 ２ ３ １０ ５１ ６６ １ １ １４ ４５ ６１ ５ ２５ ３０

动力学院 ５ １５ １０ １３ ４３ ９ １５ １２ １６ ５２ ８ ８ ７ １９ ４２

文

理

学

部

生物学院 ２ ３０ ２８ ４８ １０８ ８ １８ ２７ ５５ １０８ ３ １０ ２７ ７２ １１２

物理学院 ４ ３４ １４ ３７ ８９ ３ １５ １７ ３１ ６６ ６ ９ ２８ ４０ ８３

化工学院 ６ １６ ２６ ３６ ８４ ３ １７ １８ ４４ ８２ １ ４ １７ ３３ ５５

数统学院 １ １５ ３１ ３２ ７９ ２ １６ ２８ ３８ ８４ ５ １７ ５１ ７３

生命学院 １ ３ ５ ５ １４ ３ ５ ８ ２ ２

建

筑

学

部

城环学院 ２ ６ １１ ４１ ６０ ２ ４ ６ ３７ ４９ １ ５ ２６ ３２

土木学院 ４ ３ ２５ ３２ １ ４ ６ １１ ２２ ４ １２ １６

建筑学院 ８ ８ ９ ９ １ １

信

息

学

部

光 电 学 院

（含ＩＣＴ）
２ １８ ３１ ３８ ８９ １１ ２５ ２９ ６５ ５ ２５ ３７ ６７

计算机学院 ２ １５ ２１ ５１ ８９ ２ １５ ２９ ３８ ８４ １ ３ １４ ３９ ５７

自动化学院 ２ ２ ７ ２７ ３８ １ ２ ６ １３ ２２ ４ １１ １３ ２８

通信学院 ２ ６ ４ １９ ３１ １ ２ ４ １６ ２３ ３ ３ ７ １３

软件学院 ２ ４ ６ １ ２ ３ １ １ ２

测控中心 １ １ ２ ２ ４

其他 其他 ０ ８ ４ ２３ ３５

合计 ３８ ２３５ ３１３ ６６８ １２５４ ３８ １５５ ２８６ ６０２ １０８１ ２１ ６６ ２０８ ５５７ ８５２

　　

注：此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２年ＳＣＩＥ分区标准基于２０１１年中国科学院 ＳＣＩＥ分区表，２０１１年 ＳＣＩＥ分区标准基
于２０１０年中国科学院ＳＣＩＥ分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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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

【综述】

２０１３年，社会科学研究处在学校党委与行政的领导下，在全校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经各文科学院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人文社科科研各项指标在数量没有大幅波动的情况

下，质量实现稳步增长，创新能力得以持续提升，总体上达到预期目标。

【文科科研运行情况】

１．科研总经费及经费构成

全校人文社科及软科学研究活动到校经费到达５２８７万元，其中文科单位到校科研经费

达到４４６８万元。在文科单位的４４６８万元经费总额中，纵向项目经费２０３７万元，占总经费

的４５．６％，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９１１万元、省部级项目经费７４６万元，一般纵向项目经费３８０

万元，横向项目经费２４３１万元。见附表１。

２．新增科研项目

２０１３年，全校新增社科项目４３７项，其中纵向项目２６５项，占项目总数的６０．６４％。国家

级项目３７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５项、省部级项目１１３项。见附表２。

社科研究纵向项目数量比去年有所下降，但获取重大项目的能力开始显现：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在２０１１年学校实现“零突破”基础上，连续三年获准立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次获准立项，实现学校在该项目类别上“零突破”，国家级、省部级

与一般纵向经费比例结构合理。

３．论文发表情况

２０１２年，学校发表在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论文总数达６３０篇。此外，各文科学院发表社科权

威期刊论文４５篇，社科重要期刊论文１６２篇，ＳＣＩ论文３２篇，ＳＳＣＩ论文９篇，ＥＩ论文２５篇，

发文质量在数量略减的情况下实现提升。

４．获奖情况

２０１３年，学校共获省部级奖４项，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１项、三等奖１项，中国文联荷花奖银奖１项，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

见附表３。

５．学术专著出版情况

２０１３年，文科学院出版专著５０部，较２０１２年的３６部增长３８．８％。
６．社科基地建设

２０１３年１月，依托建管学院成立的建设经济与管理中心正式授牌为“重庆市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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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基地”。

【文科建设的改革及发展情况】

社科处继续按照学校发展思路，拓展部门职能，主动承担文科建设相关任务，全面参与

文理学部并深度介入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的日常运行和文科建设发

展工作。

１．学科建设

２０１３年开始以高研院名义招收３名博士研究生和１５名硕士研究生，并以博雅学院名义

招收２６名本科生。利用“重大讲座”、“文字斋讲座”等平台举办学术报告７２场。

２．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配合文理学部和高研院在人文社科领域引进４名百人计划人才，２０余名青年

骨干教师。

３．创新能力建设

继续实施校社科基金资助计划，对国家社科基金共配套支持６９．９万元。２０１３年５月，

会同人事处、重大出版社继续面向全国（连续四年）主办“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培训班。

利用专题讲座、开题报告会、项目论证会等多种形式，深入４个文科学院和科研团队开展广

泛的科学研究学科服务活动。

４．制度建设

修订完成人文社科科研奖励办法和权威重要期刊目录，并已顺利开展相关科研奖励工

作。配合人事处完成学校职称评审条件的修订和年度职称评审工作；配合研究生院修订研

究生的毕业条件，初步实现人文社科期刊目录和学术评价口径的统一。全面介入学校对学

院首次按运行和发展状态进行考核的工作，关注学院近三年来科研趋势、青年学术骨干（４０

岁以下）的科研情况、科研基地与团队的建设情况等重要指标。根据学校要求，配合相关部

处全面介入“９８５工程”三期验收、科研经费管理等资料整理和制度修订工作。

５．项目库建设

２０１３年，继续负责文科类跨学部资助计划项目，组织申报１０项、立项６项，划拨经费

１２０万元。

６．外部渠道建设

保持与国家哲社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等主管部门的联系和沟通。２０１３年向国家社科

规划办成功推荐新增会评专家１名，教育部社科司推荐新增评审专家２００余名，参与重大项

目的评审意见整理工作。出席教育部社科司主办的年度高校社科处长会，并作专题发言和

大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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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２０１３年度各学院实到科研经费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学院名称 实到经费 国家级 省部级 一般纵向 横向

１ 经管学院 １４１９ ４５５．５ ３２８．４ １０４．５ ５３０．６

２ 建管学院 ５７８ ３１．０ ４２．９ ３０．９ ４７３．２

３ 公管学院 ４８０ １０９．０ １６１．８ １１４．７ ９４．５

４ 法 学 院 ３５１ １９６．０ ３５．９ １０．３ １０８．８

５ 艺术学院 ３１３ ０．２ １５．４ ４．０ ２９３．４

６ 电影学院 ３８ ０．０ ６．０ ０．０ ３２．０

７ 新闻学院 ４５ ３２．８ ２．２ ５．０ ５．０

８ 外语学院 ３８ ４．８ ６．８ ４．５ ２２．９

９ 体育学院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０ 图 书 馆 ４０ １６．０ ４．７ ０．０ １９．３

１１ 发展中心 ２２０ １０．０ ７９．８ ６２．０ ６８．２

１２ 高研院 ３８ １６．０ １６．５ ０．５ ５．０

１３ 其他单位 ９０８ ３９．７ ４５．６ ４３．６ ７７８．１

合计 ４４６８ ９１１ ７４６ ３８０ ２４３１

附表２　 ２０１３年学院新增国家级、省部级社科项目分布情况（单位：项）

学 院 名 称 负责国家级项目数 负责省部级项目数

经管学院 １２ ３１

公管学院 ６ ３７

建管学院 ４ ４

法 学 院 ６ ４

外语学院 １ ２

文新学院 ３ １

电影学院 ０ １

艺术学院 １ ３

体育学院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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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１ ０

发展中心 １ ３

高研院 １ ７

其它单位 １ ２０

合 计 ３７ １１３

附表３　２０１３年人文社科优秀成果省部级奖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姓　名

１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性经济法论 二等奖 胡光志

２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
节约型社会法律保障论 三等奖 陈德敏

３ 中国舞蹈荷花奖 《汉风俪影》 银奖 赵倩（编导）

４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科技

进步奖
《中国昆虫生态大图鉴》 二等奖 梁　涛

（陈姿屹　马　莉）

学报期刊

【综述】

２０１３年，期刊社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学校
中心工作，搭建高水平的学术平台，坚持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之路，敢于迎接

新的机遇和挑战，努力开创学术期刊出版、学术期刊质量提升以及学科服务的新局面，进一

步弘扬学术精神，扩大学校学术影响力。

【学术期刊编辑出版】

期刊社承办的５种学术期刊《重庆大学学报》（月刊）、《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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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重庆大学学报（英文版）》（季刊）、《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双月刊）、《高等建筑教

育》（双月刊）全年处理网络投稿３９４７篇，按时完成正刊３４期、增刊４期（共计３８期）出版任

务。期刊社指导的３种学术期刊《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双月刊）、《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原《室内设计》、双月刊）、《灯与照明》（季刊）完成正刊１６期出版任务。

其中《重庆大学学报》（ＣＳＣＤ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刊发本校文章１８１篇

（第一作者为本校师生）；《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ＣＳＣＤ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刊发本校文章２６篇（第一作者为本校师生）；《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ＣＳＳＣＩ来源刊、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刊发本校文章４８篇（第一作者为本校师生）。三本重要期刊总计刊发

本校文章２５５篇。

【学术期刊办刊成效】

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学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获得“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期刊

资助项目”；《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入选ＣＳＳＣＩ（２０１４－２０１５）来源期刊和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核心期刊（２０１３年版）；《重庆大学学报》、《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入选 ＣＳＣＤ（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核心期刊库，《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入选 ＣＳＣ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扩展核心期刊库。《重

庆大学学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被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

心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权威学术期刊”，《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

刊”，《高等建筑教育》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扩展版）学术期刊”；《重庆大学学报》、《土木

建筑与环境工程》被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评为“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并被收录为“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重庆大学学报》入选领跑者５０００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６篇，《土木

建筑与环境工程》入选领跑者５０００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７篇。《重庆大学学

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获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一等

奖”，《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获“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二等奖”，《重庆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获“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十佳期刊”称号。《重庆大学学报》被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

研究中心评为“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网站被中国高校科

技期刊研究会评为“第二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站”；《高等建筑教育》被全国理工农医

院校社科学报联络中心组评为“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科学报优秀团队奖”。期刊社被教育部

科技发展中心评为“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科技期刊优秀组织单位”并在“首届中国期刊交易博

览会”参展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的通报表扬。

【学科服务】

举办 “中国区域和城镇化发展”论坛暨“区域开发”名栏建设研讨会，与法学院协办“重

庆大学首届环境资源法国际研讨会”。

（欧阳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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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

【综述】

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科协在校党委、行政的领导和重庆市科协的指导下，团结广大科技工

作者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工作职能，在推动学校科研事业发展、开展学术交流、

创新科普实践、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活动、服务科技工作者，强化自

身建设和理论研究等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学术交流】

积极发挥基层科协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邀请中国科学院陈晓亚院士、郭传杰教授、

重庆大学文理学部主任吴云东院士，重庆大学刘庆教授、李芳昱教授、许世虎教授、杜承南教

授等１０余名校内外专家作专题报告。拓宽工作思路指导学生科技社团开展““新觉沙龙”学

术品牌建设。

【科普工作】

在外加强与重庆市科协、沙区科协等区县科协，在内加强与研究生院、校团委、校招生办

等部门联系与合作。科普工作大胆创新实践，重庆大学荣获重庆市首届科普影视动漫大赛

优秀组织奖。

指导学生科技社团积极开展科技节、科普日、科普类竞赛等活动。牵头组织，联合沙区

科协、童家桥社区建立“重庆大学科普实践基地”开展系列科普活动。组织重庆大学科普专

家专家赴西南大学附中、重庆实验中学等作科普报告。组织开展２０１２年高校科普统计和上

报工作。组织学生科技社团在校内外开展航模展演、Ｈ７Ｎ９知识普及、天文科普等活动。

重庆大学科普创作与传播试点单位活动立项项目顺利结题。２０１２年，重庆大学成功申

报成为全国高校科普创作与传播活动试点单位，面向校内师生广泛征集科普项目最终立项

１５项，并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底举行科普项目结题汇报，提升了学校科普作品创作水平和科普能

力。

【青少年科普科技教育】

注重共享科技资源，搭建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平台，促进学校科技、教育资源服务

社会。成功举办２０１３年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重庆大学分营。２０１３年７月承办“体验科

技、梦想启航”为主题的“２０１３年全国青少年科学营重庆大学分营”活动，包括走进高校校

园、体验高校生活、聆听名师讲座、参观科普基地、交互科技社团等。共选拔重庆市各区县中

学营员２００余名、科技教师２０余名，活动得到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重庆晚报、华龙网、大

渝网等十几家媒体关注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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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重庆大学青少年科技创新奖专项奖。该奖项由校科协、招生办公室于２０１２年组织

设立，主要面向入围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的高中生科技项目进行评审，获得专项

奖的学生可直接获得重庆大学自主招生面试资格，这一独特政策备受广大师生和媒体高度

关注。第２８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有５项创造发明和８篇研究论文等１３项科技

项目获得“重庆大学专项奖”。

开展“雏鹰计划”系列活动。２０１３年９月，学校各实验基地的首批２５名“雏鹰计划”学

员完成培养计划，顺利毕业。其中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电工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光

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荣获“先进实验

基地”称号；王维忠、汪金刚、任春华、王伯初、张辉、郑林江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来自

重庆一中、三中、七中、八中以及巴蜀中学的第三批１６７名学员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完成对接。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工作】

联合研究生院、学工部、校团委等部门，面向研究生、大学生、青年教师开展各项科学道

德建设工作。开设“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网站（ｋｘｄｄｊｓ＠ｃｑｕ．ｅｄｕ．ｃｎ）。开展“齐奏诚信曲

共筑中国梦”重庆市故事演讲比赛活动、重庆市２０１３年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等

活动。组织撰写《重庆大学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实施情况汇报》、《重庆大学学风

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中期实施情况汇报》等材料积极上报教育部。

【服务科技工作者】

在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支撑学会、科技工作者，举荐优秀科技人才方面开拓思路，创新

工作形式。一是圆满承办重庆市科技工作者座谈会。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到校看望慰问

科技工作者代表，并与科技工作者代表亲切座谈。二是服务支撑学会。支持重庆生物医学

工程学会在校召开“生命科学前沿国际研讨会”；支持和组织重庆市制冷学参加重庆市科协

“走近科技 缤纷节日”系列科普活动，围绕“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开展节能减排科

普活动和科普报告。三是举荐优秀科技人才。重庆市科青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重庆大学

科技工作者蔡开勇当选为副主席，蔡开勇、郭早阳、刘新荣、卢义玉、张静当选为常务理事，

陈科、韩根全等当选为理事。杜春兰入选为专家顾问团成员。通信学院仲元昌教授、法学院

李晓秋副教授入选成为重庆市社区科普大学（总校）教师资源库首批入库成员。组织推荐科

技人才入选重庆市民生工程服务专家团，并赴酉阳开展对接活动。

【自身建设与理论研究】

提升科协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并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发表论

文。加强向市科协、市科委、沙区科协的项目申报，完成项目４项。

（李函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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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人才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人事人才工作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围绕学校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和“引进、培养、稳定、提高”的队伍建设方针，以

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内涵建设为导向，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深化人事人才制度改

革、进一步完善用人机制建设，在队伍建设、用人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努力营

造“近者悦，远者来”的制度氛围，为促进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人才队伍与人事制度保

障。

【队伍建设】

１．人才引进

在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配合下，继续完善引进人才的“一站式服务”，通过大力宣传人才

招聘政策，严格把握选才标准、选才程序及学缘结构，引才工作取得良好的成效。

２０１３年，全年引进人才１０６人，其中海外人才４４人，海外引进比例达到了４１．５％。共

引进院士１人、“千人计划”６人、长江学者１人；引进海内外教授５人、副教授２人、学校“百

人计划”３０人、青年教师６１人，并外聘１４名海内外知名兼职教授。２０１３年，学校申报入选

第三批“外专千人计划”１人、第九批“千人计划”１人、第四批“青年千人计划”１人，“千人

计划”总人数达到２０人，入选重庆市２０１３年度“百人计划”２人。

目前，学校师资队伍学缘结构得以优化，师资国际化水平得以提升，学术核心竞争力得

以增强。特别是 “百人计划”学者中，来校前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的人数比例高达７１％；博士

毕业学校为海外高校的人数比例为４１％；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过率为校内其他教师的

２倍。

２．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校新增教育部创新团队１个、长江学者１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２人、百千

万人才３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９人、国家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１人、国家特支计

划教学名师１人、国家特支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１３人、重

庆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人、重庆市首批青年拔尖人才１人、重庆市首批哲学社会科学

领军人才特殊支持计划１人、重庆市首批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３人、重庆市百千万领

军人才１人、重庆市第二批两江学者４人。宝钢奖教金４人、ＩＢＭ奖教金１人、唐立新优秀教

学教师奖１０人、唐立新优秀科研教师奖１３人。组织推荐重庆市第二批青年拔尖人才和第

四批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１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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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培养培训工作

重视青年教师培养培训，加强队伍国际化建设。９５名教师参加岗前培训，９名教师参加

青年教师工程素养培训，８４名教师参加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联合四川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

对５２位骨干教师进行出国英语培训。全年共派出８２位教师出国研修，各类公派项目共录

取５５人。新增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教师１８人，教师中博士比例达到５５．６％。

４．博士后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校进一步加大了博士后招收工作力度，全年进站总人数９５人，其中外籍博士

后９人、企业博士后１６人，招收的博士后人员中９０％以上博士毕业于国内“２１１”、“９８５”院

校及美国等国外大学，出站５５人。

全年４４人获中国博士后基金和重庆市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资助，２名在站博士后中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获科研经费４１２万元。获准国家第三批“香江学者计划”博士后２人，

获准国家首批“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博士后１人、交流项目１人。

【用人制度改革】

完善教师预聘制体系建设，结合国际成熟制度和学校实际制定《重庆大学教师预聘制管

理办法（试行）》和《重庆大学预聘制教师（自然科学类）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旨在

通过制度创新更好地吸引优秀青年学术人才，并引导和激励他们良好发展。《办法》对预聘

制教师的评价标准、评价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形成转入、晋升和退出的机制。学校通过制

定《重庆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配套资助管理办法（试行）》，激励人才争取高水平科研

项目资助，基本实现以“全面实施、体系独立、标准严格、高薪激励”为特点的重庆大学教师预

聘制度的全面构建。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结合学校人员聘用实际，对现行派遣制度进行调整，制

定《部分岗位新聘人员合同聘用暂行办法》、《关于派遣制人员转为合同聘用制的规定》。新

的聘用制度有利于提高聘用人员的归属感，增强凝聚力，确保现有派遣制人员向合同聘用制

的平稳过渡。

【晋升制度工作】

１．职称评审工作

在教师及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方面，正式公布并实施新的《教师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

实施办法》，新的办法建立起对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分类评价、学术内涵评价和综合评

价的评价导向，以及由学院教授委员会、学部学术委员会、学校学术委员会构成的三级学术

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发挥教授群体在学术评价中的学术权力，减少行政权力

在学术事务中的干预。建立教师正高职称特评制度，制定特评基本条件和评审程序，２０１３年

共评出正高职４７人、副高职１０８人。

根据《重庆大学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学校开展了第四次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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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共评聘７０位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其中正高二级岗位３１人、正高三级岗位３９人；共

评聘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１７７人，中职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１６８人。

２．职级评审工作

根据《一般管理岗位晋升聘用实施办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开展一般管理岗位晋升聘用工

作，共聘用８３位同志高一级一般管理岗位，其中正处级职员５人、副处级职员２４人、正科级

职员２３人、副科级职员３１人。

３．工人技师评聘

组织开展２０１３年工人技师评聘工作，共续聘工人技师２２人、新聘３６人。

【薪酬体系工作】

１．设岗聘任工作

每月定期完成全校教职工岗位及劳酬异动，保证岗酬按时发放；根据学校第五轮设岗聘

任总体思路，进一步提高教职工待遇，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度教职工岗位劳酬增长１０％。

２．津补贴发放工作

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调整在职及离退休人员节日费标准，由原来每年６００元／人调整

为每年１２００元／人，为８６００余教职工发放节日费近９００万元。

【考核评价工作】

根据学校第五轮设岗聘任方案，牵头制定《重庆大学学院考核评价实施细则》、学院运行

状态和发展状态考评方案等文件和方案，建立全面评价、方向引导的学院考评体系。进一步

完善教师评价体系，使之更加符合教师工作性质，对８级及以上岗位采取以交流和互评为主

的考评方式。首次组织学院发展状态考评工作会，促进学院、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推动学

院内涵发展。本学年度津贴Ｃ共计发放３５９５万元。

教师节重点表彰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集体表彰２０５项、

个人表彰１８８人次。其中集体记特等功９项、集体记大功３３项、集体记功９６项、集体表彰

６７项；个人记大功３人次、个人记功２８人次、个人表彰１５７人次。

【人事管理工作】

根据重庆市及学校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年度正常的离退休办理，工资调整及相关待遇发

放，全年退休教职工１７３人、延长退休４８人。做好５１名内退待聘人员、自谋职业人员和４４１

名临时聘用人员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荣获“２０１３年重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工作综合

评价先进单位”等称号。

【人员机构变动】

１．人员变化情况

全年新进事业编制人员１０人、人才派遣转入事业编制５１人、补充人才派遣人员２９人、

劳务派遣人员９０人，以人才派遣方式安置退役士兵５人、转正定级１１９人。校内调动１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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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员３０２人，其中退休１７３人、在职死亡７人、调出６人、辞职２８人、辞退７６人。

２．机构变动情况

２０１３年４月增设、调整以下机构：

（１）教室管理中心由挂靠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调整为挂靠教务处。

（２）会议中心为企业化运作单位，内设办公室、财务部、客服部、运行部和资源管理部５

个部门，编制４个，设主任１名、副主任１名、正科级人员２名。

（３）设立学生社团中心（正科级机构），挂靠校团委，由校团委副书记兼任中心主任，另

设工作人员１名，增加编制１个。

（４）设立经济可靠汽车协同创新中心专职办公机构，编制２个。设专职副主任（副处

级）１名、正科级人员１名。

（５）设立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挂靠科技处，由科技处副处长兼任办公室

主任，增加专职编制１个。

（６）博雅学院内设学生办公室、综合办公室２个科级机构，管理编制７个，其中正处级１

个、副处级２个、科级２个。

２０１３年５月成立“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秘书处”。

２０１３年６月成立“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工作办公室”。

２０１３年６月成立“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成立“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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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学校人员分布状况

【人员结构分布情况】

合计 在册正式工作人员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在管理岗位的
工勤人员

７５３１ ５３９０ １１９０ ３９４０ ４９５ ７５５

专技人员中在管理岗位工作的：指在专业技术管理岗位工作的或在管理岗位工作具有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

【年龄、学历结构情况】

１．年龄结构（总）

　　　　年龄

　 人数

类别

小计 ≤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４ ≥５５

专技人员 ３９４０ ９７０ ７１８ ７０７ ７７５ ３８２ ３８８

其中在管理岗位 ４９５ ６２ ８２ １０３ １５０ ５２ ４６

管理人员 １１９０ ３２８ １２９ ２１４ ２７２ １２７ １２０

工勤人员 ７５５ １８２ １９ ７１ １４０ １１１ ２３２

合计 ５３９０ １４１８ ７８４ ８８９ １０３７ ５６８ ６９４

　　２．学历结构（总）

学历 合计
研究生

其中博士
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 其他

人数 ７４９１ ２９３３ １５９３ １６９７ １０１７ １８４４

比例％ ＼ ３９．１％ ２１．２％ ２２．６％ １３．５％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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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分布情况】

１．职务年龄结构

　　　　年龄

　 人数

类别

总数 ≤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４ ≥５５

正高职 ３５１ １５ １９ ３５ ９１ ７９ １１２

副高职 １２２３ ２５０ ２５８ ２２５ ２４４ １１７ １２９

中　职 １７７２ ５７３ ３７５ ３４６ ２８１ １２４ ７３

其　他 ２８１ １３２ ３１ １９ ２６ ４０ ３３

　　２．学历结构

学历 合计
研究生

其中博士
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 其他

人数 ３９４０ ２６９７ １５８８ ９７６ １８０ ８７

比列 ＼ ６８．４％ ４０．３％ ２４．７％ ４．５％ ２．２％

３．专业类别

　　　　年龄

　 人数

系列

合计 ≤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４ ≥５５

合计 ３９４０ ９７０ ７１８ ７０７ ７７５ ３８２ ３８８

教学人员 ２９０２ ７５５ ６１９ ５１２ ５０８ ２３０ ２７８

科学研究人员 ３１９ １２５ ３１ ２８ ８８ ３１ １６

工程技术人员 ４１３ ３７ ４０ ９４ １１０ ６３ ６９

其他人员 ３０６ ５３ ２８ ７３ ６９ ５８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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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专家、学者情况

【工程院院士（４人），外聘院士（１１人）】

通信学院：杨士中　　　　　　　　　　　　　资环学院：鲜学福

资环学院：李晓红 土木学院：周绪红

外聘院士：钱七虎　衣宝廉　雷清泉　何积丰　卢秉恒　杨雄里　朱　静　干　勇

柴天佑　李立縱　顾国彪

【国家“外专千人计划”入选者（４人）】

生物学院：汉斯．格里格森（ＨａｎｓＧｒｅｇｅｒｓｅｎ） 资环学院：大久保诚介

材料学院：Ｒｏｂｅｒｔ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ｎｄｅｒｓ，Ｊｒ． 现代物理中心：ＭｕｒｒａｙＢａｔｃｈｅｌｏｒ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１０人）】

计算机学院：　杨元元 材料学院：　聂建峰

机械学院：　　张正文 材料学院：　黄晓旭

数学研究中心：郑德超 传动实验室：王　茜

电气学院：　　冉　立 计算机学院：沙行勉

自动化学院：　宋永端 经管学院：　张　捷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３人）】

电气学院：　　陆　帅　　 资环学院：　郭早阳

数统学院：　　徐立伟

【在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７人）】

通信学院：　　杨士中　 机械学院：　刘　飞

党委办公室：　祝家麟 机械学院：　梁锡昌

电气学院：　　廖瑞金　 城环学院：　何　强

资环学院：　　卢义玉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３人）】

机械学院：　　何玉林　　　 建筑学院：　张兴国

通信学院：　　曾孝平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情况（２０人）】

学　 科 所属单位 特聘教授 讲座教授

输变电工程与电力技术经济 电气工程学院 冉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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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传动及相关技术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秦大同

采矿工程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杨春和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　庆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 廖瑞金

生物医学工程 计算机学院 徐　洁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 司马文霞

传动系统动力学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ＴｅｉｋＣ．Ｌｉｍ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 陈伟根

工程热物理 动力工程学院 廖　强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王时龙

新能源化工 化学化工学院 魏子栋

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学院 廖晓峰

矿业工程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卢义玉

材料学 材料工程学院 聂建峰

药物化学 创新药物中心 秦　勇

合成化学 创新药物中心 李卫东

岩土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周小平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工程学院 蔡开勇

岩土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刘汉龙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６个）】

高压输变电安全运行科学与技术　　　　　　　　　　　　　　负责人：廖瑞金

高性能机电传动系统　　　　　　　　　　　　　　　　　　　负责人：王家序

轻合金加工与制备中的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　　　　　　　　　负责人：潘复生

山区岩土工程　　　　　　　　　　　　　　　　　　　　　　负责人：张永兴

高效低碳制造系统　　　　　　　　　　　　　　　　　　　　负责人：王时龙

非常规天然气高效开发与利用创新团队　　　　　　　　　　　负责人：卢义玉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１４人）】

资环学院：李晓红　　　　　　　　　　 电气学院：廖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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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院：张宗益　　　　　　　　　　 材料学院：刘　庆

土木学院：张永兴　　　　　　　　　　 材料学院：潘复生

资环学院：杨春和　　　　　　　　　　 机械学院：王时龙

创新药物中心：秦　勇　　　　　　　　 动力学院：廖　强

创新药物中心：李卫东　　　　　　　　 土木学院：周小平

动力学院：朱恂　　　　　　　　　　　 土木学院：刘汉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２个）】

高压水射流破岩理论及其在地下工程中的应用基础研究　　　　　　　　　　负责人：李晓红

高电压输配电装备安全理论与技术　　　　　　　　　　　　　　　　　　　负责人：廖瑞金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２２人）】

资环学院：李晓红　 建管学院：任　宏　

机械学院：秦大同　 材料学院：潘复生

经管学院：张宗益　 资环学院：尹光志　

化工学院：魏子栋　 土木学院：张永兴

生物学院：王伯初　 材料学院：刘　庆　

动力学院：廖　强　 计算机学院：廖晓峰

材料学院：张　静　 电气学院：司马文霞

经管学院：孟卫东　 土木学院：刘新荣

机械学院：王时龙　 创新药物中心：秦　勇

电气学院：廖瑞金 城环学院：何　强

资环学院：卢义玉　 土木学院：刘汉龙

【中国青年科技奖（５人）】

材料学院：潘复生　 经管学院：张宗益

材料学院：张　静　 资环学院：卢义玉

生物学院：蔡开勇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选（６人）】

资环学院：李晓红　彭向和　　　 传动实验室：秦大同　王家序

化工学院：夏之宁 电气学院：廖瑞金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９６人）】

公管学院：刘渝琳　胡　洁

经管学院：张宗益　但　斌　曹国华　龙　勇　孟卫东　于　辉　杨　俊　张旭梅

黄　河　张　荣

·５６１·

人事工作




外语学院：毛凌滢　李永毅

艺术学院：龙　红

法 学 院：黄锡生　秦　鹏　齐爱民

新闻学院：张小强

数统学院：朱长荣

物理学院：方　亮　蔡从中　吴兴刚

机械学院：王时龙　汤宝平　鄢　萍　杨　育　曹华军　董小闵

光电学院：王代华　余　淼　朱　涛　陈　刚

电气学院：陈伟根　司马文霞　谢开贵　姚陈果　李　剑　杜　雄　李　辉　张晓星

材料学院：张　静　栾佰峰　王敬丰　吕学伟

动力学院：廖　强　李明伟　朱　恂　冉景煜　李　俊　陈　蓉

自动化学院：梁　山　丁宝苍

计算机学院：廖晓峰　卫　宁　杨小帆　李传东　房　斌　肖　迪　邓绍江　李　佳

郭松涛　向　涛　吴剀稢　张太平

通信学院：杨先一　杨力生

土木学院：刘新荣　李英民　周小平　赵　瑜　董银峰　刘界鹏

城环学院：丁　勇

化工学院：魏子栋　高　放　刘作华　雷惊雷　范　兴　李凌杰

生物学院：夏玉先　蔡开勇　杨　军　吕永钢

资环学院：曾　忠　卢义玉　郭早阳　李卫国

软件学院：陈蜀宇　张小洪

传动实验室：陈兵奎　孙冬野　朱才朝　罗　键　孟凡明

建管学院：刘贵文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６人）】

光电学院：温志渝　 材料学院：潘复生

传动实验室：王家序 土木学院：赵万民

资环学院：尹光志　 经管学院：张宗益

【教育部科技委学部委员（３人）

经管学院：陈德敏　　　　 城环学院：李百战

材料学院：刘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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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学年度重庆大学集体和个人获奖、表彰情况

一、集体记特等功

１．２０１２年度新增国家级基地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２．首次入选教育部一级学科排名前五的学科点

建筑城规学院：城乡规划学

３．２０１３年度入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低碳绿色建筑人居环境质量保障创新引智基地

４．国家“千人计划”申报引进成功

生物工程学院、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现代物理中心

５．２０１２年度获准国家“９７３”计划项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刘庆等：低成本、高延展性高强镁合金材料基础研究

６．２０１２年度获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

法学院陈德敏等：我国再生资源产业顶层设计与发展实现路径研究

二、集体记大功

１．２０１２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重庆大学排名第二）

生物工程学院王建华等：猪鸡病原细菌耐药性研究及在安全高效新兽药研制中的应用

２．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

公共管理学院刘渝琳等：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评价与保障制度研究

３．２０１３年度获准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法学院：法学教育实践基地

４．２０１２年度获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５．获准第三批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企业合作的奥秘

６．２０１２年度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唐文新等：超快自旋极化低能电子显微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钱觉时等：磷石膏复合高铝高铁废渣制备类硫铝酸盐水泥基础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白晨光等：中低品位红土矿非铁元素提取与分离工艺基础研究

·７６１·

人事工作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刘星等：制度环境、公司财务政策选择和动态演化研究

７．２０１２年度获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刘贵文等：建筑节能减排标准体系研究

８．获准国拨经费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国家级项目

物理学院温维佳等：基于微流控ＰＣＲ芯片技术的农业疫病快速检测

生物工程学院王贵学等：新型药物缓释冠脉支架

生命科学学院李正国等：基于代谢组学的物流农产品保质期减损技术研发

机械工程学院曹乐等：面向生产设备密集型制造车间的ＭＥＳ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机械工程学院王时龙等：汽车摩托车制造企业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应用

建筑城规学院赵万民等：西南山地生态安全型村镇社区与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建筑城规学院周铁军等：山地村庄集约化规划与建设关键技术与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高旭等：西南山丘区村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集成与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何强等：重庆两江新区城市水系统构建技术研究与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周健等：重庆主城重污染河流水污染控制水质改善技术研究

与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刘猛等：城乡统筹区村镇用能规划与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李百战等：建筑室内空气污染及运营管理技术研究

９．重庆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被评为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

牵头部门：教务处；参与部门：人事处、党委学生工作部、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

科学研究处、高等教育研究所、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图书馆

１０．法学院：重庆大学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１１．科技园办公室、校团委：重庆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被教育部、科技部认定为高校学生

科技创业实习基地

三、集体记功

１．２０１２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重庆大学排名第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刘庆等：＊＊＊＊＊关键基础研究

２．２０１２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重庆大学排名第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钱觉时等：混凝土裂缝分龄期防治新技术与应用

３．２０１２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得者

数学与统计学院李声杰等：向量（多目标）优化中的集值与变分分析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曹树刚等：薄煤层综合机械化开采成套技术和装备研究

４．２０１２年度国家能源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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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学院廖强、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高川云等：三维内肋管强化传热技术研究

及应用

５．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

动力工程学院廖强等：毛细结构材料内流动及热质传递理论

光电工程学院李平等：磁电机微能量采集和自供电传感

自动化学院丁宝苍等：预测控制综合理论及基于ＴＳ模型的稳定性研究

６．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

机械工程学院唐倩等：大功率舰船柴油机配气机构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土木工程学院杨佑发等：工程结构损伤的检测诊断与评估关键技术及应用

出版社梁涛等：中国昆虫生态大图鉴

７．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得者

公共管理学院王旭等：内陆开放型加工贸易模式———重庆探索与实践

法学院陈德敏等：“十二五”时期长江上游流域综合开发治理研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冉光和等：农村金融资源开发机理与风险控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杨俊等：不平等与增长

８．２０１２年度获准重庆市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化学化工学院：大学化学

电气工程学院：电工学、高电压技术

机械工程学院：工程制图、机械设计、机械基础实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冶金原理

土木工程学院：岩石力学、结构力学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工程项目管理

通信工程学院：电子技术实验

计算机学院：大学计算机基础

法学院：合同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电子商务概论

９．２０１２年度获准重庆市级教学团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类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力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光电工程学院：仪器与电子信息类本科生创新实践教学团队

自动化学院：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法学院：民商法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１０．２０１２年度获准重庆市级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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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果实发育调控团队

动力工程学院：低品位能源清洁高效转换与利用技术团队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三维打印（增材）制造团队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车辆动力传动与控制团队

土木工程学院：工程结构抗震防灾团队

通信工程学院：现代信号处理团队

１１．２０１３年度获准重庆市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电气工程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市电力公司实践教育基地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开县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实践教育基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重庆大学—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践教育基地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大学—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实践教育基地

１２．２０１２年度获准重庆市级教学示范中心

光电工程学院：测控仪器及光电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１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获准重庆市级重点基地、重点实验室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建设经济与管理中心

美视电影学院、软件学院共建：数字影视艺术理论与技术实验室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非均质材料力实验室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１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评估

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１５．２０１３年度获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校长办公室李茂国等：面向新工业革命的工程教育体系研究

１６．获准国拨经费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国家级项目

生物工程学院侯长军等：嗅敏式肺癌无创快速筛查检测仪研发

电气工程学院李剑等：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输变电设备智能检测与全寿命周期管理

电气工程学院谢开贵等：含分布式电源的微电网关键技术研发

电气工程学院陈伟根等：激光拉曼光谱气体分析仪的研发与应用

电气工程学院周雒维等：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技术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王时龙等：重庆市齿轮行业数控装备应用示范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鄢萍等：制齿机床智能化关键技术及智能提升系统

机械工程学院朱才朝等：７ＭＷ级风电齿轮箱及主轴承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

机械工程学院郭钢等：汽车行业工业设计创新技术服务平台研发及应用

动力工程学院刘朝等：低品位能源利用热力学基础及评价（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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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学院陈蓉等：光微流体多相流传热传质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尹光志等：深部采动破断煤岩体中瓦斯运移与富集机理及规律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尹光志等：缓倾斜薄至中厚磷矿体不同开采方法与工艺的理论与

实验研究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彭向和等：极端温度超高温陶瓷力学性能测试技术仪器关键问题

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刘庆等：镁合金形变机理及低成本高延展性塑性加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蒋斌等：大型镁铸锭（坯）和构件关键技术的合作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栾佰峰等：碳纳米管／铝基复合材料的形变加工及热处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聂建峰等：镁合金析出相变与强韧化机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白晨光等：高温冶金造渣过程多组元结构演变规律与富钛渣提质

技术基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张静等：超宽幅热连轧铝板带形变与热处理组织控制技术研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信运昌等：镁稀土合金的绿色制备及应用开发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小安等：大型矿山提升设备齿轮传动装置轻量化及降噪技

术研究

建筑城规学院黄勇等：西南山地农村住宅安全自适应建造设计技术与集成

土木工程学院董瑞琨等：ＢＭ２０１３００１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郭劲松等：村镇既有水厂改造关键技术与工艺集成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喻伟等：高原室内外环境与畜牧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

光电工程学院廖昌荣等：基于磁流变技术的车辆振动控制系统

计算机学院沙行勉等：基于新型非易失性存储器的“统一内外存”系统结构及其关键技术

软件学院熊庆宇等：微波源功率实时智能控制理论与控制方法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张旭梅等：面向离散型集团企业集约化经营管理平台研发与应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周正等：ＪＧ２０１３００７

光电工程学院高潮等：ＪＧ２０１３０１６

光电工程学院罗钧等：ＪＧ２０１２０３５

１７．获得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多项一等奖以上的参赛组织单位

数学与统计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软件学院

１８．２０１２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获得者及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吕学伟（指导教师白晨光）

光电工程学院卞雷祥（指导教师文玉梅）

１９．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专业以优秀通过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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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体育学院：组织学校体育代表队参加各类比赛，获得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赛季全国第３名等成绩

２１．保卫处：关于平安重大建设管理模式的相关成果被中央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

治理专项组评为首届平安校园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

四、个人记大功

１．２０１２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入选者

土木工程学院：周小平

２．首批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黄　河

３．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得者

法学院：胡光志（人性经济法论）

五、个人记功

１．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土木工程学院：李正良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龙　勇

２．２０１２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数学与统计学院：朱长荣　　 化学化工学院：雷惊雷

外国语学院：李永毅　 电气工程学院：张晓星

动力工程学院：陈　蓉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郭早阳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丁　勇　　 计算机学院：向　涛

法学院：齐爱民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张　荣

３．重庆市第二期“两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入选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潘复生　 土木工程学院：张永兴

建筑城规学院：赵万民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姜德义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蒲勇健

４．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获得者

电气工程学院：杜　雄　　　　　 动力工程学院：陈　蓉

５．第二批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入选者

电气工程学院：李　剑　　　　　 机械工程学院：唐　倩

土木工程学院：李英民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龙　勇

６．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获得者

法学院陈德敏：节约型社会法律保障论

７．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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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何兵：后期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研究

公共管理学院张邦辉：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研究

艺术学院李雅梅：南宋川南墓葬石刻艺术与计算机图像识别应用

法学院程燎原：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六、集体表彰

１．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得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吕学伟等：红土矿冶炼镍铁节能降耗技术及应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万朝均等：建筑垃圾建材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２．第四届重庆市发展研究三等奖获得者

公共管理学院蒲艳萍等：劳务经济发展对重庆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对策研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冉光和等：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实施的难点及对策研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吴永求等：南岸区建设“窗口．典范”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陈其安等：两江新区建设内陆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总体目标、战略路

径和支撑条件研究

发展研究中心王睿等：关于加快两江新区发展的意见建议

３．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获得者

公共管理学院蒲艳萍等：西部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与对策———新农村建设新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院李志等：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证研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黄河等：组合拍卖与议价谈判机制设计研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郝颖等：大股东控制下的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特征研究

４．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艺术学院：重庆大学被重庆市政府、中国工业协会评为中国（重庆）长江杯国际工业设计

大赛最佳团队奖。

党委办公室：被重庆市委办公厅评为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公文处理工作先进单位；重庆大

学党委被重庆市教工委、教委评为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教育系统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校工会：被重庆市总工会评为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科教文卫体系统先进工会组织，重庆市

女职工工作先进集体。

人事处：被重庆市组织部、人社局评为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人才工作先进集体；被重庆市人

社局评为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人社工作综合评价先进单位。

教务处：被重庆市教委评为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在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申报等工

作中成绩突出。

科学技术研究处：被重庆市人社局、科委评为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科技系统先进集体。

社会科学研究处：被教育部社科司评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先进集体；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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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庆市社科规划办评为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管理工作优秀集体。

离退休工作处：被重庆市老干部局、人社局评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老干部工作先

进集体。

机械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被重庆市总工会授予“２０１２年度重庆市工人先锋号”。

５．学校先进集体（４７个）

数学与统计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系

物理学院应用物理系

化学化工学院实验中心

生物工程学院国家“１１１计划”生物力学与组织修复工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生命科学学院综合办公室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本科教学部

外国语学院创新课题组　　　　　　　

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新闻学院行政办公室　　　　　　　　

体育学院办公室

美视电影学院教务办公室

电气工程学院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系

机械工程学院工业工程系

动力工程学院制冷与低温工程系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中心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心实验室

建筑城规学院院务办公室

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力学教研室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光电工程学院测控仪器与光电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通信工程学院集成电路设计与工程系

自动化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办公室

计算机学院行政办公室

软件学院综合办公室

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事务与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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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办公室督查室

人事处人事科

教务处质量科

科学技术研究处综合管理与信息办公室

社会科学研究处项目与成果管理办公室

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保卫处安全教育科

计划财务处计划管理科

资产与后勤管理处住宅管理科（房改办）

虎溪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虎溪校区建设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离退休工作处离休办公室

图书馆学科服务与咨询部

后勤集团学生一食堂

出版社建筑分社

科技企业集团林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校医院体检中心

建筑设计院机电所

继续教育学院财务办公室

七、个人表彰

１．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大学伯乐奖获得者

刘　星　　戴志中

２．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大学教学工作优秀教师

邵兵家　　张　梅　　张良才　　何光宏　　徐戊矫　　廖强（动力）　　

何　伟（通信）　　　　杨　欣　　李和平　　欧阳照

３．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大学十佳优秀青年教师

蒲学科　　奚　伊　　赵　倩　　余　娟　　郑朝蕾　　辛仁龙　　刘　猛

毛　超　　邓　明　　向　涛

４．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大学十佳中层领导干部

王健卉　　杨成云　　解德秀　　石　琴　　韩　忠　　郭兴明　　姜德义

郭永彩　　王　茜　　文俊浩

５．２０１２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

陈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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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获得者

法学院苗文龙：英国法中的先例　　　　法学院胡光志：人性经济法论

７．学校先进工作者（１２２人）

阴文革 李声杰 刘高斌 杨德智 谢　丽 魏顺安 王建华

徐志玲 霍润兰 冯巨澜 陈　平（公管） 杨　华（公管）

晏生宏 阳乾凤 邹晓玲 夏进军 熊显林 冯　婷 孙良斌

王　晓 李　宁（体育） 傅　强（电影） 沈　晗 汪泉弟

周念成 杨　岳 李聪波 胡　凯 张志飞 宋代平 刘晓蓉

苟小龙 陈　蓉 唐建新 王维忠 常　虹 周　正 彭小芹

宋薇薇 吕学伟 刘传璞 余红华 邵毅敏 张兴国 李　骏

董世永 杨古月 刘　蓓 陈培稚 黄　超（土木） 瞿杨溢

熊　刚 姚万成 林　艳 徐　璇 田　雯 刘　勇（城环）

向鹏成 徐飞波 温中泉 蒋子平 应苑松 肖　磊 谢礼莹

李萍（自动化） 戴　欣 马　前 刘　然 黄　仁 吴映波

杨署东 田　妮 陆　静　 高小强 朱庄庆 杨国梁 姜亚西

薛维益 田　辉 单　薇 张国棠 曲卫红　 王　红（工会）

刘　俊 李于玫 张　娅 夏　松 袁　渊 秦明甫 付小莲

李　东（弘深） 张维维 陈　颀 邓朝全 沈　敏 郑　凌

陈东利 唐正华　 叶以渝 刘琅僖 张大洲 何　俊 谭　华

邓闯京 陈　鸿 田　刚 况世康　 彭元龙 王利梅 罗英萍

雷少波 肖　波 李　明（科企） 曾勇健 滕　云 张清敏

贾红莲 廖琼芳 赵　颖 肖海涛 江　齐 陈孝坚

８．学校工作三十年（１９２人）

谭　宏 杨木洪 李声杰 谢德政 杨　虎 胡　华 吴世春

陈　宁 吴晓波 彭　华 许世杰 杨嘉跃 王贵学 王建华

王李亚 危　丽 曹姝华 赵泽洪 杨　红（外语） 钟鸣华

熊显林 钟明华 唐　敏 赵　梅 肖继宁 余小渝 侯小娅

李　锦 赖　东 钱　敏 鞠　蔚 王明渝 刘和平 何　为

李建军 左为恒 熊　燕（电气） 杨永明 杨　浩 罗　建

唐一科 李光元 孙跃芳 徐中明 任　红 宁昆梅 刘　静（机械）

严兴春 周　劲 陈清华 黄　勇（动力） 唐建新 王里奥

张玉奇 彭家惠 龚七一 喻睦勇 胡兴建 李　挺 陈　熙

陈　曼 陈小安 刘　云 董世永 欧阳桦 余凤吉 谭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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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伟 张永兴 干腾君 李正良 胡岱文 陈　梅（土木）

戴国欣 罗明德 乔晓红 童勤辉 李方儒 赵长荣 秦士洪

傅剑平 张仕廉 潘英俊 敖　毅 李月美 高富强 孙　跃

郭　平 朱庆生 曾　一 王　铮 林宝如 张惦坪 雷跃明

陈　林（软件） 张渝玲 刘　星（经管） 陈　迅（经管）

廖成林 王　勇（经管） 陈忠林 杨春平 程燎原 徐建华

赵成平 赵修渝 陈德敏 肖铁岩 姜亚西 岳　军 李树林

孙　平 张四平 黄宗明 刘　东 刘志明 何海涛 董　维

周利平 廖　琪 李卓萍 黄含明 杨　健 彭　坚 向鹏程

何兰芬 吴龙华 刘　渝 郑　强（图书馆） 何　枚 彭晓东

陈祥勇 田　勇 李　平（档案馆） 罗安亮 刘成智 刘晓军

朱莉娜 向成萍 余怀友 石长春 周天蓉 黄莉萍 董渝贵

任德林 黄文全 李　萍（后勤集团） 李　慧 姚晓霞 张敬萍

左传新 苏巧平 陈学文 袁坚贞 胡小红 张　莉 张万亿

陈计平 喻俊康 范光群 付　甫 祝福祥 周　勇 李立新

刘　静（后勤集团） 余　志 王　静 游纪宁 李宗菊 陈天萍

夏永秋 袁宏图 雷小红 袁政强 杨正光 陈凤莲 王　钢（科企）

易琴渝 杨玉林 唐远凌 刘远涛 姚渝南 罗宗炳 范筱雪

邢　玲 姚　云 王仁健 袁　杰 付正惠 但　霞 李海拉

邱　莘

（马　骥）

离退休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离退休工作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主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强组织、增活力、改作风、转观念、促和谐、助发展，积极探索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新模式，

促进学校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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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学校有离退休人员３８５８人。其中，离休干部６９人、党员１３７２人。

【抓好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永葆革命本色】

１．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广泛听取老同志意见和建议

先后组织召开３次领导小组会、５次全体职工大会、８次老同志座谈会，参加２０个支部

组织生活会，收集意见和建议２００多条（次），归纳整理成４０条汇报到学校或呈交有关二级

单位。对老同志反映的安装栏杆、增添休闲座椅、恢复Ｂ区教工食堂、校园车辆管理等问题，

积极协调，妥善处理。

２．成立虎溪花园第一党支部，标志着离退休工作在新校区的拓展有了组织载体

将党务活动经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倍，为提高离退休支部活动的质量增添保障。

３．组织老同志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两会精神

与法学院联合举行“关注新形势，走近老党员”主题交流活动；组织党员红色游参观朱德

故居；在老同志中开展 “我的梦·重大梦，同心共筑中国梦”征文活动，颁发征文一等奖６

篇、二等奖１０篇，组织奖１０个。

４．结合实际认真回复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２项和校办督查室转办的老同志信访函件

针对谷某、张某两位从事邪教组织“法轮功”宣传活动的退休人员进行了耐心的思想教

育和严肃的转化工作。针对私自去北京的离休干部彭某，两次派人专程到北京，劝导回渝并

及时送医院治疗。

５．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的研究

成功申报１项教育部社科项目；参与“重庆市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理论研讨征文”

活动获二等奖１篇。完成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新时期高校党内民主政治制度

建设研究》的研究工作。

【切实关心老同志，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１．积极落实老同志相关待遇政策

组织离休和退休校级干部赴厦门的考察活动；为５９名离休干部办理《重庆市离休干部

免费荣誉乘车卡》；按照渝委老〔２０１３〕７３号文件精神及时贯彻落实建初人员生活补贴；针对

老同志反映与在职人员待遇差距大的问题，离退休处梳理近年来学校落实上级政策情况，并

结合兄弟院校调研情况，为学校提高老同志待遇提供方案参考。

２．开展送温暖活动，关心老同志

重要节日组织慰问老同志１５０多人次，全年看望生病住院病人７００余人次，慰问去世职

工家属和职工直系亲属去世共９０多人次，共发放慰问金近２０万元。全年发放高龄补贴

４２００余人次，约１６３万余元。全年重大疾病帮困基金补助２００余人次，约６６万元，帮困基金

补助１００余人次，约１５万元。发放２０１４年元旦春节慰问品，送去学校的温暖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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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以学生党员为主的“夕阳红爱心志愿者协会”，招募志愿者１００余名，已为１９位老

同志配对大学生志愿者。制定《夕阳红志愿者爱心服务记录卡》、《夕阳红志愿者爱心服务

指导记录卡》、《夕阳红志愿者手册》、夕阳红志愿者徽章等。

校长办公会讨论并通过，拟成立“重庆大学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呼叫中心”，为老同志居

家养老提供有力保障。

【精心组织各种活动，丰富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

牵头承办重庆市第五届老干部艺术节高校离退休老同志专场文艺展演；“三八”节表彰

了１０户“文明家庭”；组织春游共计２３００余人参加。重阳节为２０１３年年满９０、８０、７０周岁

的２２６位老同志祝寿，并组织３０００余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游园活动。

【加强活动阵地建设，不断改善活动室条件】

为Ｂ区、Ｃ区活动室重新选聘值班服务人员，为老同志提供更好服务。柏树林活动室添

置电视，Ｂ区活动中心改造洗手间管道，Ｃ区活动中心对电线线路进行整改，多功能厅新铺

木地板，添置椅凳５０余张。

【积极支持老年群团活动，充分发挥老同志作用】

老年体协在老共青团联合会竞技麻将邀请赛中，荣获了团体第一名。廖西碧、何淑云代

表重庆市参加全国老年人运动会网球比赛获得女子双打金牌及团体金牌。以老年合唱团为

主组队参加的重庆大学“放歌十八大，聚焦中国梦”合唱比赛获特等奖。老年大学开设７个

班，学员１８０名，沙坪坝区文化馆选用国画班学员的２４幅山水画举办“喜迎国庆、欢度重阳”

专题中国画作品展。老科协承担市科委软科学项目１项，完成学校“服务三农”的十项调研

项目等。高教老协与老科协合作，阶段完成学校养老课题研究；诗书画院出版著作３本。学

校关工委荣获中国关工委颁发的“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奖和重庆市关工委颁发的“重

庆市五好基层关工委”奖。职教中心逐步收缩成教和自考类招生，目前在校学生１０００余人，

教学秩序良好。

【以改进工作作风为锲入点，加强队伍建设】

推行“一人多岗、一岗多人”的工作模式，确定工作人员 ＡＢ角。举办离退休工作人员业

务培训会，组织专兼职离退休工作人员学习党和国家关于离退休工作方针政策与实际操作

方法，举行 “中国梦·夕阳情”离退休工作知识竞赛活动。学校连续第三次荣获“重庆市老

干部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李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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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学科技园

【综述】

２０１３年，科技园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本着支撑师生创业实践、服务学校成果转化、促进

学校优势学科发展的工作目标，认真履行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管理职能，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

作，努力促进科技园各项工作不断推进和发展。

【主要工作】

１．园区发展持续稳定

２０１３年，科技园共有入园企业２７８家，新入园企业２０家，孵化团队３２个，孵化出园企业

１２家，双高企业１５家，双软企业２０家。入园企业全年实现总产值３５．１亿元，总收入３９．３

亿元，入库税收３．８亿元。园区企业转化科技成果 ２７项，其中以学校优势学科高电压、

ＣＩＭＳ、机械电子、新材料及规划设计为主的成果占绝大多数。

全年为在孵化企业进行各类培训达３００家次，协助企业成功申报国家、市级创新基金、

新产品补贴等各类资金项目１２项，获资助２６６０余万元。先后对１５５家入园企业进行营业

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集中年检。

２．科技园五公寓孵化场地顺利交接，逐步理顺管理与经营

从２０１３年６月开始，将Ａ区学生五公寓１—３自然层６６００平方米的孵化场地的管理和

经营交由科技园负责。５月底，完成孵化楼从物业和财务等各个方面的交接工作，初步理顺

物业、人员、管理制度等经营管理相关问题。

五公寓共入住２９家企业，出租率达９５．２４％。为满足科技部、教育部的评估要求，科技

园进行小微科技企业孵化基地及公共区域改造装修工程，以期尽快改善科技园条件符合要

求，为我校师生创业提供更加优良的环境。

３．科技园再添国家级平台———国家级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

大学科技园利用原有孵化场地，并在校团委的通力合作下，整合部分校内资源，打造约

２１８０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专用场地。经过完善基地管理制度，组建管理团队，精心准备申报

材料，认真参加答辩等一系列环节，２０１３年３月，大学科技园被科技部、教育部认定为高校学

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教技函〔２０１３〕８号）。

目前，创业基地有创业企业３１家、创业团队２６个。

４．科技园小微科技企业孵化基地建设进展顺利

科技园对园区企业的结构进行调整，清理入驻企业６家，腾出场地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用于

建设重庆大学科技园小微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专门用于孵化和引进小微科技型企业，支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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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业。通过多渠道联系政府部门，落实建设资金，并反复商讨建设方案，尽量完善使用功

能。

５．积极备战，迎接教育部、科技部对大学科技园２０１４年度的评估

为筹备教育部、科技部对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估，按照评估要求新增５０家以上中

小企业的任务，进行企业的调整及搬迁工作。目前符合评估要求的企业达５２家，其中已完

成注册登记的新引进企业１２家，正在办理注册登记的企业１０余家；全面梳理和补充科技园

管理制度、创新能力、投融资、中介服务等软环境建设，进行科技园孵化绩效提升的各项工

作。

６．拓宽渠道，引入战略投资伙伴共建大学科技园

作为市场化平台，大学科技园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园区，需要

充分应用市场化手段，引入战略投资伙伴才能实现。全年走访、调研多个国内发展较好的大

学科技园，理清发展思路，计划整合学校、区政府的各种优势资源，接洽和筛选战略投资伙

伴，运用科技园的整体品牌和管理经验，并结合政府返税资金，与战略投资伙伴合作，建设和

运营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科技园区。

（王永宁　陈　瑜　王海艳）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综述】

２０１３年，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办公室坚持以成果转化、服务社会为宗旨，团结协作、勤奋

务实地承担起学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获取奖项】

第七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集中表彰了在促进产学研合作及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及个人，重庆大学荣获产学研合作促进奖（集体）、重庆大学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汽

车热管理系统自主创新体系”项目荣获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生物工程学院侯文生教授荣

获产学研合作促进奖（个人）。

【成果转化】

２０１３年，完成技术转让合同３０项，经费１３８７．６万元，其中２个发明专利实施许可费超

过５００万元；“不可逆电穿孔治疗肿瘤的装置”的第一笔实施许可经费２４０万元已到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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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办公室成立２年，每年技术转让经费均超１０００万元。

【展会宣传】

组织参加 “２０１３中国扬州全国重点高校院所智能装备科技成果发布洽谈会”、“２０１３年

江苏省产学研专场对接洽谈会———智能制造装备科技合作专题洽谈”活动、“２０１３第八届中

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福州）、“第十四届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成都）、“２０１３中国科技城科技博览会（绵阳）”、“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深圳）、“２０１３中国（长沙）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会”、“泰安科技成果推介

会”、“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论坛”、南充产学研合作对接洽谈会，大力宣传学校的科研实

力和优秀成果。

【创新需求】

学校部分专利（第一批２００项）在重庆联交所挂牌；第十届京沪杭（国际）高科技产业化

交流活动暨第一届钢结构绿色建筑院士高峰论坛成果汇编；全国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创新

专家、科技成果推荐；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征集２０１３攀枝花钒钛（国际）论坛科

技成果推荐；江苏省高邮市政府代表团成果汇报；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需求总计

１０００多项，部分已签署科技合同。

【交流洽谈】

接洽重庆长江电工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腾讯公司、江阴高新区、山东

泰安发改委、中国科学院山东综合技术转移中心威海中心、山东淄博高新区、南川区科技局

等各地企事业单位来访交流共计１５０余人次，并就来访单位的技术需求进行专家对接和技

术成果的推荐。

（杨永齐）

科技企业

【综述】

２０１３年，科技企业集团积极贯彻规范校办产业指示精神，在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抓好生产经营、构建和谐集团等方面开展工作，

各企业经营业绩稳步提升，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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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

积极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推进重庆真测公司和艾迪亚公司的市场拓展和产品升级，艾

迪亚公司成为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的固定供货商，实现销售收入６０９万元。

【规范化建设】

２０１３年初全面恢复下属各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按照公司法要求选举产生了董事

会、监事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每周例会和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以及“三重一大”集

体决策实施办法。聘请法律专家，健全集团内部控制制度，实现内部银行的有效管理，防范

企业风险。

【经营业绩】

２０１３年，集团营业收入达１．４１亿元，资产总额２４１７５．０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７１７２．７３万

元，净资产总额为７００２．３１万元，较２０１２年度增加７２４．６３万元，保值增值率为１１１．５４％，较

好地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全年集团投资１００万元成立消防检测评估公司；投资６６万元更

换科苑酒店的２台电梯；出资回收印刷厂彩印项目的校外股权，实现良好的效益。科苑大酒

店投入１００万元用于酒店改造，与中旅集团联合开设了科苑中旅门市部，并开拓了景天农场

种、养殖和农产品销售等项目，大力发展旅游业。林鸥监理公司新成立万州分公司、荣昌分

公司、海南分公司，规范公司对外的统一形象并开拓新的市场，公司荣获“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服务学校和重庆市发展】

２０１３年，集团服务社会，积极为学校和重庆市的发展贡献力量，完成学校产业办公室布

置的专项任务：１．完成各企业整改报告；２．注销市政公司、白蚁所、装饰公司等３家企业；３．

积极落实集团减资方案。科苑大酒店为促进毕业生的充分就业和人才资源优化配置创造条

件，成功创建大学生见习基地。集团积极推进学林宾馆回归学校，并配合学校对学林宾馆软

硬件设施进行更换和维护，为留学生创造了较好的生活条件。林鸥监理公司承接重庆大学

Ｂ区校医院改造、虎溪校区理科大楼等示范性工程和合川区人民武装部综合办公楼、国防教

育暨民兵军事训练基地等工程。学府建筑公司承接西南大学、重庆科技学院消防整改项目

和重庆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理科大学消防工程等服务社会和学校的示范项目。学林建达印

务公司积极开拓新业务，为学校教材印刷提供质优和时效保障。

（谭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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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办产业

产业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３年，产业办本着“规范管理、防控风险、探索创新”的产业理念，发挥“服务、实干、创

新”的产业精神，以深化企业规范化建设和夯实内控制度建设为重点，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

【规范化建设】

在充分调研和摸底的基础上，借鉴兄弟高校改制经验，提出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和重庆大学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等３家企业改制的思路

和方案，拟由全民所有制改为有限责任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

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启动重庆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和重庆重大

远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划转工作，以进一步做实重庆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防火墙。

【内控制度建设】

建立并实施校办企业考核指标体系。在广泛征求各校办企业负责人意见基础上，本着

“规范建设与科学发展，定性评价与定量考评，企业之间横向比较与企业自身纵向比较”相结

合的原则，从企业的运行状态、发展状态及对学校的综合贡献三个方面对校办企业进行考

评，初步建立起科学、合理并适合我校企业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

建立并完善财务风险防控体系。开展校办企业财务统一审计工作，并针对审计中所出

现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改。全面实施会计委派工作，首次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聘全部企业

的委派会计，并通过严格的笔试、全校面试和各企业单独面试环节选拔财务负责人。

【历史遗留问题清理】

学校决定把科技实业总公司下的学林宾馆无偿划转回学校作为留学生公寓，为规避回

购可能涉及的高额税费，减少学校的回收成本，经与教育部有关部门汇报沟通得到教育部财

务司审核批准后，同意将学林宾馆无偿划转至重庆大学。

为解决学校投资账目与企业收到投资账目长期以来存在巨额差距的问题，会同财务处、

科技集团等单位提出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做到学校投资账目与企业收到投资账目的一致。

针对重庆大学科技企业（集团）公司投资与实收差异的遗留问题，经过对重庆大学科技企业

（集团）公司减资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初步确定重庆大学科技企业（集团）公司和重庆大学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减资的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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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算停业企业工作中，启动市政公司、装饰公司及白蚁防治研究所等企业的清算工

作，现已完成审计及税务注销。

【其他工作】

组织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申报２０１３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其中“进城务工

实用知识与技能培训网”项目通过教育部的专家评审，获得财政部６００万元专项经费的支

持。

配合学校完成校办企业投资收益与资源占用费等费用的收缴方案，顺利完成全校产业

年报的编制，配合学校参股投资重庆蔚源科技创新研究院等工作。作为重庆市高校校办产

业协会的理事长单位，承担全市高校产业工作搭建平台的工作。

（贾书源）

出版社

【综述】

２０１３年，出版社勇于担当，沉着应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的项目、获得国家各种基金资助的项目和各种获奖的情况，成绩喜人。

【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把握图书出版方向】

出版社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当下业界的现状和出版社的实际，加强

对国家有关出版管理法律法规知识的系统学习，思考新形势下出版社的发展方向和出版战

略，严把出版方向，抵制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低俗出版物的出版。

【狠抓重点图书和学术著作的出版，注重申报政府资助】

（一）多种图书和教材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百科全书》、《历代版图话中国》增补列入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

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总品种达到８种。

２．《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百科全书》列入“２０１３—２０２５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首次有

品种列入）。

３．《＜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列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首次有品种

列入）。

（二）一批重点图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和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的资助

１．《西南古建筑图文典例》、《西南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研究》、《＜宋代蜀文辑存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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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等３种（套）书首次获得２０１３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资金总额１６２．８２万元。

２．《西南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社会适应性研究》和《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已通过２０１４年

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终评。

３．《历史典籍重庆史料选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百科全书》等５种（套）书获重庆市出

版专项资金资助共１３５万元。

【积极申报各类评奖，成绩喜人】

１．《中国昆虫生态大图鉴》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和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

（图书）提名奖，首次获得两项国家级奖。

２．《私法视野下的信息》、《吉祥文化论》获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

３．《法国现代诗抄》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４．《艺术类大学英语 １－３》、《语言学概论》等获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教材

奖一等奖，另有４本教材获二等奖。

５．《抗战时期陪读重庆书画艺术年谱》和《广义超元论与人类的世界》获第三届中国大

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另有２本获二等奖。

６．《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获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畅销

书二等奖。

７．饶帮华撰写的论文《“专业化出版”三题》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出版科研论文）

奖。

【数字出版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１．通过为职业院校提供个性化数字教学服务，迪帕公司全年实现销售收入５７２万元，并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２．出版社与三大移动运营商签约，成功接入三大移动阅读基地。

３．数字出版项目首次获得政府资金大力支持，获财政部、科技部等部门资助共６７０万元

。

４．“开放式职业技术教育云服务平台”入选２０１３年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重点项目库。

５．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图书成本实现单品核算，为出版社精细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以教材出版为主，抓品牌教材建设，强化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落实年初工作重点，打造品牌教材，加强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全方位提升品牌教材的规

模和市场影响力。２０１３年全年申报教材选题５６８种，较２０１２年增长１０２种，增长２２％。

启动普通高等教育建筑环境与能源利用工程、国家１００所高职高专旅游类专业等多套

教材的修订。全年修订再版的教材共９０种，保证教材内容的新颖性，以满足学校教材选用

的需要。

１０８种高职教材立项列入“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品种数在全国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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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居前列。《建筑材料》等６种教材列入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小学

英语国家课标教材通过教育部的审定。

首次有１套教材发行码洋超过５００万元，超过１００万元的系列教材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２套增
加到１８套。

【市场营销工作稳步发展 】

１．认真实施出版社大中专教材总体推广思路，教材推广工作取得较大突破，同比增长
超过１３３４万元，增长１３．７７％。
２．市场图书渠道健康发展，网络销售增加较快。新华书店、民营书店、机场书店、高铁书

店以及全国主要的批销商和馆配商，基本保证我社图书配发需要。

出版社图书在全国零售市场的排名上升到第２６０位，文学、艺术类别进入到前１００位。

３．回款工作从２０１０年的６８００万，到２０１１年的７４００万，到２０１２年的８３００万，再到今年
的８８３５万。在行业风险增大的情况下保证回款率的稳定和资金的安全回笼。

【各项生产指标】

出版教材和图书１５１２种（其中新书６８８种、重印书 ８２４种），比去年下降４．４％；发行码
洋２．０６亿，比去年下降７．２７％；利润２１９０万元，比去年增长６．１６％。

全年出版电子音像产品１１２种，发行码洋３８５万元。品种比去年增长１５．４６％，发行码
洋同去年持平。

　　　　　　　　　　　　　　（张　菁）

建筑设计研究院

【综述】

２０１３年，建筑设计研究院以提高质量、内涵发展为年度工作重点，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全
院呈现出团结向上奋发努力的良好氛围。

【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用人机制、管理运行机制、分配机制和奖惩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强职工的职

业道德、劳动纪律教育和规范。建设和稳定好事业编制和企业聘用制两支职工队伍，通过选

拔新进职工十余人，为院增加了新鲜血液。先后派人参加教育部、建设部、市建委和规划局

等安排的业务工作和学术活动。高级职称和注册师人数有所增加。

【核心竞争力】

承担医疗类等有影响的大型复杂公共建筑设计项目，创造一定的品牌和经济效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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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园博园主展馆获教育部优秀设计二等奖，另有多项三等奖。合川王朝大酒店环境设备专

业获重庆市优秀设计一等奖和建设部优秀设计二等奖。

【生产经营管理】

全年院毛收入产值８６００余万元（含学院横向），全年院内产值收入达６１００万元，人均产

值达历史最高（５５万元／人），年交纳国家营业税４００余万元，企业所得税２００余万元，上交

国家财政部３０余万元，上交学校５００余万元。

【质量与财务管理】

重视质量控制，重视合同签定的规范，严格要求图纸审核和设计图签的规范化。全年无

大的设计质量事故，通过国家ＩＳＯ质量认证三年到期的换证审查。加强财务内业管理，规避

风险和法律纠纷。

【为教学科研服务】

重视与各学院的产学研合作和研究生、本科生实践基地建设，接纳部分本科、研究生实

习。２０１３年划入各学院学校科研账户横向科研经费２５００余万元，支持学校相关学科建设和

横向科研经费的增长。

【启动企业改制工作】

开始企业改制的前期准备和调研工作，完成改制方案的制定。

（魏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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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学校财务工作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密围绕学校发

展战略和重点工作，结合学校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对财务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深化改

革，规范管理，注重绩效，加快学校财务工作体制、机制、制度、队伍和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力度，实现学校财务管理的不断优化完善，保障学校健康、稳定、高效运转，促进学校发展目

标的实现。

【财经状况】

２０１３年，全年总收入达到３２．２０亿元，同比减少０．６５亿元，降幅为１．９８％。其中，各类

经费拨款收入１３．１４亿元，占总收入的４０．８１％，同比减少１．６９亿元，降幅１１．４％；其他经费

收入１９．０６亿元，占总收入的５９．１９％，同比增加１．０４亿元，增幅为５．７７％。

２０１３年末，学校资产总计６９．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８１％；负债累计３．２３亿元，下降１．

５２％；净资产累计６６．６３亿元，增长１７．８５％。

【财务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多渠道筹资体系建设，积极争取更多国家教育经费投入

２０１３年，学校国拨专项经费因“９８５工程”三期建设的结束、基本科研业务费的扣减等因

素减少２亿多元。学校进一步加强多渠道筹资体系建设，积极争取更多国家教育经费投入，

２０１３年经费总收入到达３２．２亿元。

（二）科学统筹财力，优化支出结构，加强各种条件保障的投入

１．确保人员经费支出的持续增长。２０１３年在职职工岗位津贴和离退休人员经费预算均

比上年增长１５％，学生经费增长２５．２％。

２．围绕学校确定的发展目标和年度工作任务，进一步优化投入结构。２０１３年学校投入

学科建设经费１４，３８７万元，队伍建设经费８，３３２万元，教学运行与建设２８，８７０万元，条件保

障２９，６３２万元，保证了学校事业发展和建设任务的需要。

３．进一步加大对学院经费分配投入力度，增强学院经费使用自主权。２０１３年按学院教

职工人数、学院学时数，新增学院投入１２５０万元。

（三）以“效率、效益”为核心，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手段，务实推进“管理型财务处”建设

１．优化预算管理。在２０１３年校级财务收入总量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强化管理、科学预

算、合理安排、动态管理等措施和手段，尽可能减少由此带来的影响。

２．推行预算的全过程管理。通过建立预算执行分析机制、预算执行通报机制、预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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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制、预算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加强预算的执行管理，为下一步预算绩效评价的开展

奠定基础。

３．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专项资金执行进度。学校下发《关于加快国拨专项经费执行

进度的通知》，建立国拨专项经费执行情况通报制度和约谈制度，实行预算额度弹性控制和

预算统筹调整机制，学校国拨专项资金执行进度在教育部７６所直属高校中位列第２，为争取

２０１４年教育部专项经费项目及额度创造有利条件。２０１３年，学校获得教育部专项资金预算

执行奖励经费１４４０万元。

４．推进全面预算管理方法和手段的建设。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实

现预算申报、分配、执行控制和执行分析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有

效的提高。上述工作得到教育部高度认可，２０１３年给予学校财务管理绩效奖励８００万元。

５．按照“用好增量，优化存量 ，保障重点，厉行节约”的原则，以民生、人才培养和学校能

力提升为重点，以目标导向和绩效管理为手段，开展２０１４年预算编制工作，并对重点项目开

展三年滚动预算的试点编制工作。

（四）加强内部控制和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

１．制订《重庆大学财务信息公开工作实施细则》，首次将学校预决算对社会进行公开。

２．修订《重庆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对科研经费管理的法人责任和二级

学院的监管责任，建立学校、学院和项目负责人三级管理体制和各职能部门对科研经费进行

监管的联动机制；制定《重庆大学科研课题间接费用管理办法（试行）》、《重庆大学科研课题

间接费用实施细则（试行）》、《重庆大学科研课题经费预算调整办法》和《重庆大学科技计划

项目人力资源费管理办法》，为在新形势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提供制度保证。

３．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拟定下发《关于开展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工作的通

知》，组织开展全校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工作。对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处理方

案，并督促项目负责人落实整改。

４．制定《重庆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５．根据高校新财务制度要求，组织整理、补充、修订完成学校内控财务制度目录；建立和

完善计划财务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６．进一步加强稽核力度，规范会计基础工作，组织以票据管理为重点的专项稽核检查。

（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服务质量

１．以新成立的科研经费管理办公室为契机，在规范和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科研经费服务能力，为教职工提供全过程、全方位服务。加强科研经费政策宣传，向全

校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下发《重庆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汇编》。

２．优化投递式报销系统，有效解决报账排队等候现象。

３．进一步完善财务信息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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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完善、推广使用网上缴费平台，有效解决缴费难问题。。

５．设计开发研究生助研津贴发放系统，规范研究生助研津贴发放管理，为研究生院考核

导师发放研究生助研津贴情况提供技术支持。

６．组织开展全校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对学校国有资产情况进行全面统计和汇总。

（六）全面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保证我校困难学生应贷尽贷

１．２０１３年累计发放贷款１４９９人，发放金额８８０余万元，其中新增贷款３１１人，新增放款

１８０余万元；完成２６８３名生源地学生共计１５７０余万元的贷款认证、到款和转收学费等工作；

完成４９２名服兵役和到基层工作的学生学费代偿工作，代偿金额１６００余万元。

２．为保证新校区学贷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新校区增设助学贷款办公点，为学生提供“一

站式”助学贷款服务。

（何海涛）

审计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审计工作以“绩效审计”为年度工作主旨，按照“强化绩效理念、提升业务效率、

促进绩效管理”的目标，继续大力推进内部审计的转型和创新，全面履行审计的监督、服务和

参谋职能，顺利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业务工作】

１．财务审计工作

２０１３年共计开展财务审计项目３３项，审计总金额３７．０８亿元，其中预算执行与财务决

算审计１项、经济责任审计１１项、科研经费专项审计１５项、审计调查１项、后续审计５项，提

出审计意见７９条。组织开展２０１２年预算执行和财务决算审计工作，审计金额３２．６５亿元；

完成５个单位１１名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其中：离任审计９项、任中审计２项），审计金额２．

９５亿元，提出审计建议１５条；完成３大类（科技部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共１５个科研项目的专项审计，审计金额８３８．８０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６４条；完成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审计调查工作，审计金额１．４亿元；开展后续跟踪审５项。

２．基建审计工作

２０１３年共计完成基建、维修审计项目３６１项，送审金额１．９６亿元，审减金额１４７０．４２万

·７９１·

国有资产管理




元。具体为：自主审计完成基建、维修工程项目３５３项，送审金额１．５５亿元，审减金额８９７．

１４万元；委托审计完成基建工程项目８项，送审金额４１４７．０８万元，审减金额５７３．２８万元。

不断加强全过程跟踪审计，参与建设工程项目立项投资、勘察设计、招投标、施工、竣工验收

结（决）算等关键环节。继续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及良好信誉，为新校区住宅区建设提供造

价咨询服务。

【管理服务】

１．修订和完善审计工作制度

出台《重庆大学科研经费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重庆大学科研经费审计实施办

法》、《重庆大学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等三项审计规章制度。

２．组织、配合上级领导部门开展的各项工作

组织配合做好上级领导部门的各项检查工作，配合教育部“２０１１年度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意见整改情况”的检查工作，组织、协调和配合教育部“林建华校长离任审计”审计组

在重庆大学的各项工作；参加教育部基建工程专项检查工作。

３．承办教育部协作组会议

作为组长单位承办“教育部部属高校审计第一协作组工作研讨会”，此次会议是教育部

财务司审计办公室对部属高校重新划分片区后的第一协作组第一次会议。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等１７所部属高校和在渝６所高校的５０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内部建设】

１．审计队伍建设

继续加强学习型处室建设，坚持审计业务例会制度，分享经验教训，推广典型案例，营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提升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培训，组织财务审计人员参

加高级会计师和中国教育审计学会组织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及内部控制审计培训；参加

２０１３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宣贯学习及广联达软件相关业务培训。

２．审计宣传工作

积极利用各种宣传平台扩大“审计影响力”。一是做好审计处网页维护，及时做好信息

更新；二是利用好审计宣传橱窗，通过创建“支部建设栏”、“党员风采栏”、“政务公开栏”等

充分展示审计工作者良好的精神面貌；三是积极做好新闻报道，在教育审计学会网站刊登新

闻报道４篇。

３．审计科研成果

完成审计署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课题申报１项；完成中国教育审计学会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课

题申报１项；完成重庆市内审协会年度课题申报４项；完成中国教育审计学会“２０１３年科研、

教育经费审计研究”征文３篇，其中１篇征文获二等奖；完成河南省移民办委托的审计评估

项目１项。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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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亮点】

１．建立科研经费审计运行机制

以开展“１５个专项科研经费审计”为基础，建章立制，基本建立完善的科研经费审计运

行机制。

２．完成“基建审计信息管理系统”研发

自主研发并完成“基建审计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开发、测试、运行，实现基建审计办公

自动化。

３．推行“五个及时”专注审计服务质量

基建审计提出“五个及时”，即及时分配项目、及时启动审计、及时核对工程量、及时处置

争议、及时出具报告，从内部管理的关键环节要效益。

（王　策）

资产与后勤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３年，资产与后勤管理处紧紧围绕学校“质量提升，内涵发展”的发展战略，从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入手，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寓管理于服务、以改革促

发展，切实办好关系师生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公房管理】

贯彻落实《重庆大学公房管理办法》和《重庆大学公房定额管理实施细则》，完成定额核

算并与各二级单位进行了沟通对接，实行公房定额管理计费，在全校全面实施公房“定额管

理、动态调整、超额收费、缺额补贴”的管理运行机制。

牵头组织并完成全校公房资源的清产核资工作，进一步完善全校公房资源数据库，更新

数据１．５万余条，为学校进一步强化公房管理，充分发挥公房资源的使用效益奠定基础。

落实“经济可靠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重庆大学 －

ＰＡＲＣ创新研究院”、“航空航天学院”、“教育部深空探测研究中心”等新兴及交叉学科平台

急需用房。调整党委宣传部、校友办、基金会、国内合作办、科技园、产业办、国资办等单位用

房，进一步增强公房配置的合理性，提高公房的使用效率。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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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

在“尊重历史、承认现实、搁置争议、分片确权”的原则下，继续推进校园土地确权办证工

作，完成Ａ区新华村片区的土地确权工作，并取得土地产权证，为老校区建设及教职工住宅

房地产证的办理提供基础条件。

【住宅管理】

进一步推进学校住宅社区化管理，加强对业委会的培训指导，明确管理主体，理顺管理

体制，完成学校住宅物业由学校后勤向社会物业管理的转变，实施新华村片区环境改造方案

制定及招标。

拓展周转房源，支持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全年安置青年教师及引进人员７１人，为３４户

教职工及子女办理户籍落户手续。

【后勤管理】

制定并实施《重庆大学零星维修管理办法（试行）》、《重庆大学后勤服务考评办法》，修

订《重庆大学物业服务管理办法》，拟定《重庆大学特种设备管理办法》，为学校后勤管理的

规范化和后勤服务效率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积极探索后勤管理新模式，实现老校区热水系统的委托管理，论证学生宿舍门禁系统安

装方案，建立师生参与工程项目论证、后勤考核评议等新机制，进一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

考核结果的公正性。

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实验室评审维修改造”、“留学生公寓维修改造”、“Ａ区二食堂维修

改造”、“图书馆屋面防水工程”、“三校区建筑防雷检测与化粪池清掏”、“三校区学生宿舍窗

帘安装工程”及所有公房调整的维修改造等工程共４００余项。

【能源管理】

进一步强化“定额包干，挂表计量，超额付费，节约奖励，违章受罚”的能源管理模式，完

成对各二级单位能源费的回收工作。２０１３年老校区能源总支出 ６５４７．１３万元，总回收

３１９８．２３万元，因学校学生宿舍、食堂、部分教学楼安装空调，故总体支出较去年增加１０％。

积极实施节能改造项目，完成三校区学生宿舍５３６７户智能电表改造工作、部分家属区

１６栋８８６户老旧电表更换工作及校区其它水电表的安装工作；整合和优化能源管理系统，实

现学生宿舍网上售电；制订《Ａ、Ｂ校区中央空调节能改造方案》。

【房改管理】

办理Ｂ、Ｃ区教职工房地产权证共４８６个，为Ｂ区１５栋９０４户教师住宅产权办证按流程

进行联合审批，启动Ａ区松林坡片区的教职工住宅房地产权证办证工作，目前已收集住户资

料５６２户。

全年住房公积金支取１０８２人、２７９０余万元；与计划财务处一起组织教职工公积金联名

卡的资料统计、核对、发放工作，累计发放４０００余张。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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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住房补贴发放制度和流程，保持住房补贴按月发放的常态化，全年累计发放９１３．１４

万元。

（孔令峰）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３年度，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与各学院、部门密切合作，科学规划与组织，凝练特色与亮点，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

提供强有力支撑。

【制度建设】

出台《重庆大学辐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重庆大学共享平台和其他补贴用房核定实

施细则》等２个管理办法。

【实验室建设】

１．教学实验室建设

论证并组织实施１１个学院１３个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投入建设经费４４３０．７８万元；完

成７个前期立项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共计建设经费３７２．１万元。

２．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组织“能源与动力电气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已获评审

通过。

３．校级仪器共享平台建设

组织申报中央高校发展长效机制补助经费“分析测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申报大

型仪器建设经费１．３６４５亿元。

【实验室管理】

１．实验技术队伍建设

制定《重庆大学专业技术高级职务基本申报条件（实验技术系列）》；完成２０１３年实验

技术系列职称申报评审；完成全校实验技术队伍现状调查和外校情况调研。

２．协助实验用房管理

完成２０１３年度共享平台和其他补贴用房核定，核定补贴１７个二级单位的１０２间实验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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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总面积４３５９平方米；组织３０个二级单位完成１４６１间实验用房的清理与核定。

３．实验室工作评价

参与制定学院运行状态中“实验室及资源管理”和“队伍建设及工作状况”两个评价指

标。组织完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度学院考核评价中的实验室管理考核评价。组织完成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学年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先进评审工作，评选出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８个，实验室工

作先进个人３９人。

【实验室技术安全】

１．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制度建设

在学院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实验技术系列职称评审条件、重庆大学共享平台和其他补贴

用房核定实施细则中，对实验室技术安全提出明确要求。

２．实验室技术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规范制定

组织２０１３级本科、研究生１１９７１名新生学习《重庆大学实验室安全手册》，并签订实验

室安全责任书；举办实验室技术安全培训会，共培训２８个二级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２１２人

次；组织创新药物中心等二级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秘书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

主办的“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高级研修班”。向学校相关领导提交《香港科技大学

实验室安全管理调研报告》。启动《高校化学实验室技术安全规范研究》项目研究。

３．实验室技术安全监督管理

建立二级单位自查、安全督导巡查、学校定期与不定期检查三结合的实验室安全监管体

系。建立实验室安全督导制度，自２０１３年４月聘请安全督导以来，组织３０个二级单位自查

实验室安全情况，已出具整改通知书１０份，共提出整改意见１０１条，提出明确整改措施，提

交《重庆大学实验室安全自查报告》。

４．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

完成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１３２８０．６０４公斤，其中一般危险化学品和废液１３２１１．５公斤、

高毒化学品６５．７２４公斤、剧毒化学品３．３８公斤。

【大型仪器设备建设、管理与共享服务】

１．大型仪器设备购前技术论证

完善原有的大型仪器购前技术论证程序，新增专家网评和补充报告两个论证质量控制

环节，制定《重庆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论证工作流程》。

完成１３０台套共计５６６１．５１８万元大型仪器设备的购前技术论证。其中学校组织论证

会２０台套１７５１．２万元，学院组织论证会后聘请专家网评８５台套２３６５．５１８万元。专家提出

意见建议１２６条，组织申购单位按照专家意见进一步调研和修改完善，提交设备论证补充报

告３５份。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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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５工程”仪器设备建设

组织实施“９８５工程”三期设备购置１１６９台套，总金额１９６２．００８７万元，完成“９８５工程”

三期集中建设原计划１．６９４亿元仪器设备的建设进度清理。顺利通过“９８５工程”（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阶段检查，提交《重庆大学“９８５工程”（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仪器设备购置情况总结》。

３．开放基金与维修基金

开放基金新立项１０２项，新批准资助金额４７．４万元（申请人配套经费７１．１万，测试费

共计１１８．５万），基金结题１１６项。通过基金资助，支持公开发表论文２５６篇，获专利７０项，

培养学生３５８人。维修基金资助２１台大型仪器设备，资助金额１９．３余万元，资助设备总值

１５２０．２余万元。

４．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考核

完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度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考核和奖励，共考核单价２０万元及以上大

型设备５１９台，奖励优秀机组１１个、优秀个人１３人。

５．重庆市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重庆大学分中心

重庆市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重庆大学分中心提供１８４台、总价值１．４２３１亿元大型仪器设

备为国内多家单位提供共享服务，累计使用机时达到１５６４６８小时，完成测试样品１２６１３１

件，服务科研与技术项目２４０项，公开发表论文４３０篇，支撑获专利５１项，支撑获国家和省

部级奖项６项，共取得服务收入４１１．１万元。分中心被评为重庆优秀服务分中心二等奖，７

个机组被评为优秀机组。

【采购管理】

组织仪器设备、软件及家具采购项目１６８个，合同金额８７６０．８１万元，节约经费１２４９．８３

万元，平均节约率１２．４８％。归口审核、签订仪器设备、软件及家具零星采购合同４９６份，合

同金额２９１２．２３万元。执行外贸合同１０５个，进口仪器设备４２７台／套，外贸合同金额５１５３．

０９元，减免税费１１３３．６８万元。

向公安机关申购剧毒化学品７批次６．２６千克，易制毒化学品２８批次１９４８．５千克。

【固定资产管理】

完成固定资产建账２２９４３台，价值１．８２０６９亿元；验收１６０台，价值７０６１万元；报废共计

９０２９台／套，金额为５６２６．２万元；零部件更换８３台／套，金额为３８．１万元；下账８０１３台，金

额为４９８７．３万元。

完成对仪器设备（家具）的全面清查，清查仪器设备１３２９４１台（套）、原值１１．７５４７８９亿

元，清查家具２０９６２０台（套）、原值１．１５０７５１亿元。

【数据上报与信息化工作】

仪器设备固定资产、“９８５工程”仪器设备购置过程管理、家具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和大型

仪器设备管理系统的维修基金模块已完成且上线运行状况良好；危险化学品网络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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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试运行；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包括开放基金、预约、使用、记录、收费管理等模块建设

正在进行。

完成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务院事务机关局、市教委、重庆市环保局及沙区禁毒支

队等部门数据上报任务。

【其它专项工作】

协助市教委完成重庆市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地方高校）及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申报评审工作。承担教育部ＣＥＲＳ（高等学校仪器设备和优质资源共享系统）项目建

设任务。协助市教委完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度重庆市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审核、

汇总及上报。完成重庆市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秘书处相关工作。

（张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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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交流

【综述】

２０１３年，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按照学校的战略部署，积极开拓，努力创新，注重实干与实

效，在稳步推进各项日常工作的同时，圆满完成重点工作的任务目标，加速推进学校国际化

发展的进程。

【基本数据】

２０１３年学校聘请各类长短期专家５０１人，其中３个月以上的外籍专家７５人，各类外籍

荣誉、客座、兼职教授２３名。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学校共获批“１１１”引智基地３个，引进海外

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３个、海外名师项目４个、学校特色项目２个、美大地区引智

专项１项。建成重庆大学—ＰＡＲＣ联合创新研究院及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与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合建国际物流学院正式开班。新签／续签校际合作协议１７个，获批境

外办学项目１项———经管学院与越南商业大学联合开办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主办承办１５

个国际学术会议，其中３个重庆大学品牌国际学术会议。

共派出短期出国（境）３７６批次／９４１人次出国（境）考察交流，比上一年度增长约２５％。

派出各类学生出境交流、学习约４００人次，其中日本住友实习项目录取３人、日本东北大学５

人、欧盟Ｔｅｃｈｎｏ项目８人（含教师短期交流１人）。公派研究生项目９９人，博士生导师短期

出国项目３人，加拿大本科生实习项目２人，俄罗斯政府单方奖学金项目１人。申报２０１３年

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９个，获批８个。实施 ＧｌｏｂａｌＶｉｓｉｏｎ系列游学项目３个，派出１１７

人，暑期海外实习项目等１６８人。接待来校交流的港澳台专家／学者５０余人，港澳台学生

２００余人。派出学生到港澳台地区交流约１２０人，赴台交换学习８４人。全年接收来校台湾

交换生２名。共录取港澳台新生１８人，实际报到１２人。目前，共有港澳台生在校学生 ２２

人（本科生２１人、研究生１人）。

【工作亮点与特色】

１．与美国ＰＡＲＣ研究中心合作共建联合创新研究院

成立重大—ＰＡＲＣ联合创新研究院。完成联合创新研究院宣传画册、商业计划书、股东

协议书等工作；签订与ＰＡＲＣ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获得重庆市科委、经信委、两江新区、北部

新区等单位对联合研究院的支持；已争取中国技术交易所、重庆市科技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投资支持。水处理项目开始进行初期合作。

２．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ＣＯＯＰ联合学院正式成立

与辛辛那提大学正式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启动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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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报教育部审批，首期学生６８人正在学习中。

３．与安特卫普大学联合建立国际物流学院合作项目

２０１３年９月，学校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物流领域启动硕士

联合培养项目。首期学生３８人，采用部分“１＋１”和“２＋０”的模式，培养物流专业国际化人

才。安特卫普大学教授从２０１４年２月起来校授课。

４．学部／学院建立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工作颇见成效

建筑学部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ＵＣＬ）建筑环境学院签署合作协议，ＵＣＬ支持建筑学部

“２０１１计划”。建筑学部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公共管理学院与

美国南加州大学就联合开展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进展顺利；工程学部与辛辛那提大学合

作引入工程学科本科生产学协同教育模式；自动化学院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工程学部签订

合作协议；法学院与日本Ｅｒｋｌａｒｅｎ合作共建重庆大学法治与人权国际研究中心；建设管理与

房地产学院和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理工学院签订国际合作协议等。经管学院申报的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工商管理博士（ＤＢＡ）学位项目成功获批，与越南商业大学联合实施境

外ＭＢＡ项目已获教育部批准，与美国沃顿商学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启动 ＡＡＣＳＢ

和ＡＭＢＡ国际商学院认证，其中 ＡＡＣＳＢ认证已获得认证申请资格，ＡＭＢＡ认证进入预认证

阶段。

５．引智工作取得新成绩

２０１３年６月，经报教育部学位办批准，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技术官及副总裁ＰａｕｌＭａｓｃａｒｅ

ｎａｓ先生获重庆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接待包括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ＵＢＣ）、德国开姆尼

兹工业大学以及南非金山大学等一批世界知名大学校长来访，并成功促成相互之间在科研

和教学领域的合作。

６．品牌国际会议、高端学术论坛和校园国际文化建设取得进展

继续在建筑学部、工程学部推动品牌国际会议项目，召开包括“建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国际研讨会”等３个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会议。

策划并成功主办５期３ＩＴａｌｋ主题脱口秀活动，在学生中掀起一股打开国际视野和分享

国际交流经验的热潮。

（刘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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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校区建设

【综述 】

２０１３年，虎溪校区建设工程指挥部（住宅办）围绕学校总体工作目标，遵循“廉政、务实、

高效、优质”的原则，有效组织开展虎溪校区教学区和住宅区的建设工作，圆满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

【教学区建设】

１．学生活动中心建设进展顺利

学生活动中心为２０１３年续建项目。完成主体砌筑、钢结构、外墙装饰等分部工程，已启

动室内装饰和安装工程的施工，各分项分部工程质量、安全均为合格。完成舞台机械、灯光

音响、室内声学和装饰、中央空调、智能弱电等各系统工程的技术论证，并开展各系统工程公

开招标工作，完成招标金额１１０８．４３万元，节约资金约３７万元。

２．积极推进电镜中心改造工程

电镜中心改造工程总建筑面积约１３００平方米，计划投资约８４１万元，主要建设内容有

土建安装工程、隔振磁屏系统工程、超净间（ＬＥＥＭ实验室）洁净工程、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工程、监控门禁等系统工程。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完成施工图设计、预算编制及审核、确定施

工单位等工作，１２月开始动工建设。

３．及时实施教学区消防管网整改工程

暑假期间及时完成校园消防管网系统的全面检查和整改工作，其主要整改内容有消防

管网、控制系统、报警系统、消防设备等，投资约１５７万元。

４．按时完成校档案馆改造工程

为积极配合虎溪校区档案馆的搬迁，投资约３７万元在短期内按时对新址档案馆约４３０

平方米进行全面改造。

【住宅区开发建设】

１．着力完善住宅区配套设施建设

通过完善、修建虎溪花园运动场地、大门和围墙等配套设施，为小区安全和舒适性提供

有力保障。该部分投入建设经费５００余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１）完成虎溪花园羽毛球、网球、乒乓球运动场地１６块的建设，按小区规划装置健身器

材，现已全部投入使用，投资约６５万元。

（２）修建了虎溪花园大门和围墙，已建成封闭小区。大门和车库均安装道闸，实行小区

门禁管理，投资约２７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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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完成虎溪花园消防管道探漏（因物业管理不到位引起相关问题）和修复工作，更换、

增加阀门和区域报警机，确保消防报警、三方通话、消防水压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投资约１３０

万元。

（４）完成部分电力系统（因物业管理不到位引起相关问题）、泵房设备等维修工作，投资

约４０万元。

２．适时启动幼儿园建设工作

虎溪花园幼儿园总建筑面积约２８５０平方米，包括８个班的教室、活动室、休息室、多功

能厅、厨房、办公室（２６６０平方米）及物管用房（１９０平方米）、室外运动场地等，投资约６５０

万元。完成项目定位、功能设置的论证以及选址调查等工作，完成方案设计。

３．认真筹备地下车库的选位工作

根据学校对虎溪花园地下车库确定的选购原则，完成对教职工车位选购登记排名的清

理和核查，用于职工选购的地下车库车位７００多个。

４．学苑Ｕ街销售举步维艰

２０１３年学苑 Ｕ街成交量８５套，面积４６２１平方米，成交额７７８０万元。完成计划套数

６３％，完成计划金额７４％。２０１３年４月商业街一期开始交房，共交付２８０个业主。

５．办理和发放房屋产权证井然有序

住宅区教职工住宅产权证３６００余户，采取分期分批方式办理，现已办理１４５０户，并已

发放８２６户。根据学苑Ｕ街商铺的销售进展情况，正在办理商铺产权证２８０户。为学校引

进人才销售住宅共３３套，收款合计８００．７万元。

６．大力推动住宅区建设工程结算审核审计工作

完成住宅区建设工程结算审核审计共２５项，审核审计金额约４．５亿元，审减金额约

１０２３万元（不包括住宅区单体建筑工程周材调差部分），审减率２．２６％。其中，在住宅区单

体建筑工程结算审计工作方面，主要针对审核阶段甲乙双方争议的周材调差问题进行协调

解决，并委托造价事务所对甲方供材进行专项审核。

７．稳步开展住宅区学苑Ｕ街一二期工程竣工验收

学苑Ｕ街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２．７万平方米（２９０个门面）竣工备案。二期工程总建

筑面积约１．６万平方米（１８０个门面），完成防雷、规划、节能等工程单项验收。

８．协助开展虎溪花园业主委员会换界选举工作

为保证虎溪花园业主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指挥部（住宅办）充当业主委员会换

届工作组的秘书职能，制作、整理、发放、汇总统计业主委员会推荐表（即选票），发出推荐表

共计３６１０份，收回推荐表１９４８份。完成对选出代表的资格审核和报送街道备案工作。

９．完成土地增值税清算及公司开发项目税务筹划

为确保开发项目建设资金的有效运行，委托税务事务所对开发建设资金进行总体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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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学苑Ｕ街开发成本进行清理，为土地增值税清算打下基础；二是对学苑 Ｕ街一二期

工程开、竣工时间以及交房时间等几个关键点进行策划和控制，为降低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和

土地使用税提供保障。

１０．顺利完成学苑公司董事会换届工作

根据学校决定，学苑公司组织召开股东会议、第二届董事会议和监事会议、职工代表大

会，通过选举，更换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并完成公司资质证书和营业执

照的变更登记和年检工作。

（毛　军）

基建规划

【综述】

２０１３年，基建规划处以推进校园规划与建设、优化校园环境为目标，全体干部职工共同

协作、不懈努力，顺利完成２０１３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基建工作】

１．完成虎溪校区理科大楼平基土石方工程及基础和主体结构五层建设，完成投资４２８３

万元，拟于２０１５年５月下旬完工。

２．完成土木学院振动台实验室基础和４层主体结构建设，拟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完工。

３．完成Ａ区六教、Ａ区二教外立面、Ｂ区第二综合楼改造及机械传动实验室２＃车间、矿

山动力灾害摸拟实验室、东林别墅改造工程。

４．完成虎溪校区学生一二三食堂及 Ａ区九食堂、Ｂ区学生食堂食街区中央空调安装工

程；完成虎溪校区学生三食堂及Ａ区九食堂、Ｂ区学生食堂食街区装饰改造工程。

５．完成Ａ区主供水管网、供配电增容及系统（二期）改造。

６．完成Ａ、Ｂ区三块运动场人造草坪更换、Ｂ区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场改造、Ａ区体育馆和

虎溪校区篮球馆屋面维修及运动木地板维护、思群广场看台膜结构维修。

７．完成Ａ、Ｂ校区市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８．完成松林坡８栋专家公寓改造的土建工程部分。Ｂ区幼儿园改造、Ｂ区校医院危房改

造正在进行中，拟于２０１４年３月完工。２０１４年将会开展的项目：虎溪校区信息大楼建设、Ａ

区第五教学楼教学环境改造、Ｂ区科学会堂、Ａ区图书馆改造、Ａ／Ｂ校区交通系统改造。

·３１２·

条件保障




【内部建设】

１．领导班子建设

处领导班子坚持团结务实，力求务实高效。在每周一上午召开的处务会，研究落实学校

关于基建和规划的相关决策决定，检查上一周的党风廉政执行情况，听取各个关键任务的进

度、质量和投资控制情况，协调解决相关管理及技术问题，讨论相关基建规划业务工作及处

内日常管理工作，力求科学管理、民主决策。

２．基建制度建设

立足学校相关管理工作实际，结合部门工作职责和岗位政策，制定和修订《重庆大学基

本建设管理办法》、《重庆大学基本建设材料和设备核价办法》、《重庆大学基本建设合同管

理办法》等６项管理制度，使基建管理相关工作制度得以健全。

【其他工作】

１．完成２０１３年基建投资调整计划及２０１４年基建投资计划的编制工作。

２．完成教育部对校国拨资金项目的检查。

３．顺利完成综合治理工作。以保障校园“两个稳定”为目标，按照“预防为主、确保重

点、维护稳定、保障安全”的方针，结合基建工作实际，积极开展安全教育活动，使综合治理工

作较全面、有重点地稳步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

（郭　磊）

信息化建设

【综述】

２０１３年，信息化建设深入推进，信息共享与交换水平进一步提高，数据中心软硬件环境

进一步完善。万兆双栈校园主干网络运行稳定，无线网络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校园网络性能

稳步提升。与中国电信公司进行的校企合作，大大扩宽校园网出口带宽，校园网络管理得到

进一步优化，校园网用户规模持续增长。新老校区一卡通系统功能进一步增强，范围进一步

扩大，运行更加稳定。学校成为教育部首批２５所“互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联盟”成员高

校，并当选首届理事单位。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网络服务】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各项工作开展顺利，制订并发布校园网络提速行动计划，包括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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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网络提速和无线网建设等，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提供有力的网络支撑。

１．校园网与运营商合作建设顺利开展

出口带宽合作解决了出口带宽瓶颈问题，为全面提速奠定了基础；宿舍网综合布线改造

完善校园有线网基础建设，为学生宿舍区域网络快速稳定运行提供保障；无线网全覆盖建设

在前期试点基础上逐步展开，成为校园有线网络的有效补充，为实现移动校园、智慧校园奠

定良好基础。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成立协调改造小组，进行大量调研、技术讨论与协调，７月

３１日与中国电信正式签定合作协议，８月中旬正式开始合作建设，现已取得较好的建设成

果：出口链路升级为万兆（初始４Ｇ带宽）、学生宿舍上万个信息点布线完成、重要公共区域

无线ＷｉＦｉ开通等。

２．宿舍区网络改造有序进行

学生宿舍网络实现一人一端口，上网条件获得较大提升。完成ＡＢＣ三校区上万个信息

点综合布线，Ａ１电信增补信息点、Ａ９开通房间内另两信息点、Ａ５全新改造、Ａ１１未改造，四

种不同类型的宿舍分别进行管理升级试点。ＩＰ地址实现动态管理，安全配置全面加强，机房

环境优化改造，线路进一步升级。完成Ａ区４个学生宿舍机房改造和网络升级。

３．ＡＢＣ三校区公共区域实现无线覆盖

公共区域无线网热点名为ＣＱＵ＿ＷｉＦｉ，开通Ａ区图书馆、民主湖报告厅、八教楼、大门、八

教前草坪、篮球场、文字斋外、Ａ区寅初亭、民主湖、后门乘车点，Ｂ区大门校车乘车点、足球

网球篮球场、羽毛球场、二综合楼、图书馆等区域。

４．下一代互联网建设与运行维护

保障２０１３年度ＣＥＲＮＥＴ２重庆核心节点网络的稳定运行。保证 ＣＥＲＮＥＴ２重庆核心节

点２４×７小时稳定运行，确保 ＷＷＷ、ＤＮＳ、ｅｍａｉｌ、ＦＴＰ、ＩＰｖ６网络电视系统、ＩＰｖ６带宽测量系

统等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ＣＥＲＮＥＴ２国家网管、网格、分布式计算等１０余台服务器的

正常运行。校园网ＩＰｖ６用户已超过２万人，ＩＰｖ６网络出口流量峰值达到１．５Ｇ。

５．制订并发布《校园网络提速行动计划》

制定《校园网络提速行动计划》，并提交校长办公会于２０１３年第１８次会议审议通过。

针对目前存在的典型问题，学校全面优化升级校园网络，从出口到主干到用户桌面均按照最

新技术标准进行优化升级。规范二级单位网络，升级改造学生宿舍区网络，加快校园无线网

络建设。建立常规的网络测速机制，在出口、主干、终端用户几个层面定期进行网络测速，并

通过网站实时发布测速结果，让师生员工能够即时了解全校网络状况。通过多种途径准确

定位学生教师反映问题的原因，建立长期的问题收集和反馈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发

布和宣传渠道，建立网络提速专题网站，将校园网络升级提速的全过程通过网站即时发布。

６．对校内各项工作进行网络保障

包括高清视频教室网络建设与保障、外语托福考场网络优化与保障、招生网络保障、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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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升级与保障、标准化考场网络保障（四六级等）、校内视频会议网络保障、毕业生招聘会

网络建设与保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信息化建设与运行维护】

加强对校内项目的管理，协助开展信息化建设项目。针对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探讨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方案。经过多轮信息化体制机制改革校内外专家论证工

作，完成学校信息化体制机制改革方案编写与修订工作。

１．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工作

在项目管理方面，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审批的信息化项目进行清理，分类整理已建、在建和

待建项目，统计出３年预算执行情况。召开加强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的工作会，并以校发文

形式发布《关于加强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通过交流与讨论，进一步明确项目建设

流程，确定信息化建设合同并确认协同机制。与相关单位交流沟通，强调项目建设流程以及

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完成本年度所有项目建设的立项工作。根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项目清理结

果，将预算结余经费调整用于２０１３年部分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２０１４一２０１６年校

园信息化建设专项经费预算申报工作。

继续完善试点方案的制订和编写工作，协调各参与部门，完成向教育部和重庆市教委报

送试点主要工作内容及进展情况等工作。根据试点方案完成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案例

申报方案编写工作，并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审批。

开展正版软件清查工作，获取学校正版软件购置数据，报送学校正版软件自查阶段工作

清查表。

２．信息化建设工作

完成基础数据管理平台、服务门户二期、移动校园二期、灾备一期等重点信息化项目的

建设内容、技术方案、建设方案等建设准备工作；完成基础数据管理平台、服务门户二期、移

动校园二期专家论证、招标与建设督促工作；完成高清互动视频教室建设工作，与华为公司

展开信息化规划项目合作。

探索信息化建设校内合作新模式，本年度与软件学院和计算机学院签订短信平台、卓越

联盟协同平台及ＳＡＫＡＩ平台的建设合作协议，完成综合科研管理平台、学工系统二期、学生

宿舍管理系统、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系统的项目招标工作；完成校友系统、后勤呼叫系统、学

生素质拓展系统、“弘深”知识搜索与信息资源平台等项目的验收工作。

３．制订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方案

牵头制定学校信息化体制机制改革方案。方案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从组织架构调整、业

务流程再造、人员编制调整几个方面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并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通

过。会议同意改革的方案与目标，责成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逐步推进实施，边做出实际成

效，边推进组织架构和人员编制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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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校园信息化技术团队工作

通过灵活用人机制招聘成立校园信息化建设团队，一年来团队承担数据推送接口、ＳＡ

ＫＡＩ、ＯＡ、信息化服务平台、综合信息系统、无纸会议系统的开发工作。完成与数字图书馆、

网上党课、学生素拓等系统的数据交换接口开发，并完成 ＳＡＫＡＩ、ＯＡ、信息化服务平台的规

划开发任务；为继续教育学院部署一套ＳＡＫＡＩ系统，现正在开发综合信息系统，设计无纸会

议系统。承担数据交换平台、服务门户平台、中心数据库、ＳＡＫＡＩ、ＯＡ、迎新、离校等系统的维

护任务；完成与校内各业务系统数据交换接口的维护与升级调整和数字化校园数据清理与

数据修正工作，为门户、电子邮件、ＳＡＫＡＩ、ＯＡ、信息化服务网站等部署多套负载均衡服务器。

５．全校基础软硬件系统日常运维管理工作

完成ＩＤＣ机房软硬件基础平台运维服务项目招标工作，签订空调和 ＵＰＳ维保服务，对

ＩＤＣ机房的消防气体以及存储光纤进行更换。协助相关单位及时完成服务器托管申请、虚

拟机申请以及系统维护工作，完成ＤＮＳ和ＩＰ地址申请工作，根据学校二级单位网站虚拟机

托管要求，正在协助相关单位建设和分配二级单位虚拟机。

完成电子迎新与离校保障工作，沟通迎新和离校系统使用问题和办理流程，获取相关数

据，保障迎新和离校系统正常稳定运行。

完成ＯＡ系统和ＳＡＫＡＩ系统日常维护工作。获取ＯＡ和ＳＡＫＡＩ系统使用问题和应用需

求，及时完成功能调整和系统开发工作。

确定电子邮件系统新部署方案和架构，并重新部署一套新邮件系统，举行存储镜像恢复

演练。购买虚拟平台正版软件，并升级到最新版本。完成书记校长信箱、视频网站、中心网

站等一批系统的功能调整与升级工作。

【用户服务工作】

用户服务工作作为校园网络提速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统一

开通信息化服务平台，发布最新信息、收集用户意见，及时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畅通

与用户沟通交流的渠道。

１．用户服务日常工作

用户服务部主要完成服务咨询、业务受理及网络故障的排除。呼叫中心主要负责用户

服务咨询、网络故障申告，共接听电话２２６６２个；用户服务前台负责现场业务受理、用户服务

咨询，共受理业务５０７３笔；网络维护小组人员主要负责校园网监控及故障排除，共上门维护

１７９１次。

２．用户服务宣传月系列活动顺利进行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和网上问卷调查等形式，让用户更加了解网络中心的服务内容及服

务流程，共收回问卷３０９７份。进行为期一周的现场服务活动，开展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现场

电脑义诊、现场咨询及故障受理等，现场完成电脑义诊５０余次。召开用户交流会，让用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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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学校校园网及数字化校园建设近况，听取用户对数字化校园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于改

进日后工作和服务。

３．加强用户服务团队建设及完善业务流程规范

加强用户服务团队的建设，通过技术培训、业务知识学习等手段，提高服务人员的水平；

促进学生服务团队的建设，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中心的服务及宣传活动中，更好地满足学生

用户的需求；不断完善业务流程规范，整理编制用户服务规范文档，将中心所有业务、服务编

制整理成册。

４．网络直播、录播及视频会议

为学校参加教育部、市教委的视频会议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对学校重大活动进行网络

直播及讲座的录播。本学年共参与视频会议１３次、完成直播４次、录播５０次。

【一卡通运行维护管理】

１．建成一卡通电子服务平台，实现一卡通服务网络化

通过对一卡通基础平台升级及电子支付平台建设，建立一卡通系统与学校计财处网银

平台对接接口，实现一卡通充值电子化、网银化，减少前台现金充值量，保障资金安全。开发

基于网络平台的一卡通缴费及转账应用，为用户提供更为便捷的一卡通服务。一卡通电子

服务平台自９月份开通试用以来，共计完成５６００余笔交易。

２．一卡通与老校区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接

定制开发老校区一卡通电费缴费接口，实现通过圈存机和网络进行学生宿舍电费缴纳

功能。自７月份开通使用以来，用户累计通过一卡通缴纳老校区电费１万２千多笔，在为广

大学生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为学校节能办减少大量的收费工作。

３．校园一卡通与城市一卡通融合试点

依托市经信委项目，开展校园一卡通与城市一卡通融合试点，拓展校园一卡通的应用。

融合试点工作拟在Ｃ校区开展，相关软硬件升级工作已全部完成，已与城市通卡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和卡片订购合同，待卡片到货后即可开始试点发卡，实现一卡多用、一卡通用。

４．一卡通系统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更换老旧刷卡设备近百台，更换商务网关５台，更换或新装一卡通圈存机２１台；完成虎

溪三食堂、Ａ区三食堂线路改造工作。全年一卡通各卡务点现金充值和入帐准确无误，全年

财务进帐共４５０余次，四校区全年现金充值２０．３万次，银行圈存转帐５５万次，全年共处理

银行单边帐３２０笔；全年发放各种补助５．７万多笔，开户换卡２．８万人次，销户１万多次；挂

失／解挂、冻结／解冻、校正／平帐等，全年人工卡业务总计２９万多次。

【其它工作】

１．地区网络工作

完成城域网设备方案制定、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在重庆工商大学节点、大学城节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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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新的城域网设备；积极协调清华增加万兆模块，督促移动公司对新的光纤系统的调试，完

成重庆大学至重庆工商大学的万兆光钎、重庆大学至信装中心光纤连接。新增沙区教委、重

庆电子工程学院连接在城域网上。重庆师范大学完成校区迁移的网络调整。

２．信息网络安全与保障

加强学校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配合市网监总队和保卫处处理本校信息安全事

件，联合校保卫处检查落实校园网信息安全技术措施落实情况和信息安全宣传工作；完成学

校要求的节假日信息安全监视、汇报、信息应急处置；配合市招生办公室、学校招生办公室以

及相关单位完成重庆市教育城域网招生、学校本科生、成教生招生、学生迎新离校、财务收费

等网络保障工作。

３．对外合作与交流

（１）召开重庆市大学联盟信息网络工作会。会议研讨联盟学校信息化建设管理单位如

何对联盟的主要工作进行支撑的问题。确定并开展双向互动视频教室、城域网视频合作、

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等几个项目的合作，以支撑联盟高校的合作办学。与联盟成员高校“加

强协作，共谋发展”，开展校园信息化建设及应用模式的研究与创新，提高学校信息化建设及

应用水平。

（２）接待重庆医科大学、三峡学院、山西大学、遵义师范大学等高校来校交流数字化校园

建设，参与教育信息化青委会、ＳＡＫＡＩ等学术会议，参与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相关会议，

与华为公司就信息化建设合作进行交流。

（杨新涯　杨小春）

图书情报

【综述】

２０１３年，图书馆坚持“文献支撑、文化育人”的办馆宗旨，以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图书馆为

目标，努力构建完善文献资源体系，按照“资源、服务、管理”三位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模式，推进图书馆服务流程规范化，推动文科图书馆建设。

【文献资源建设】

２０１３年入藏纸本图书６１６７０种计１２２７０９册，其中中文图书５８０９１种、外文图书３５７１

种。订阅中文报刊２７９５种、外文期刊１７５种。新增台湾雕龙古籍库、Ｂｅｇｅｌｌ数字图书馆、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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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ｅ等２０个数据库和分析工具。新增电子图书４６．１万册。

完成２３９５种俄文图书和４１０５２册过刊的回溯加工工作。收集博硕学位论文１６６１４篇。

向ＣＡＬＩＳ提交学位论文数据近１万条，获得ＣＡＬＩＳ学位论文二等奖。

文科馆特藏室于校庆日正式开放，全年入藏５９５６册图书，包括《续修四库全书》、《申

报》等重要文献。初步与高宝柱先生遗孀达成５万多册藏书的转让协议。

【文献服务】

流通阅览总借阅量５７３９３８册次，总归还量５６６０４３册次。全年通借通还请求量为２７９６

册，完成通借图书２５９２册。数字图书馆全年全文数据库下载量约１０７１万篇，数字图书下载

５３．６万次，文摘数据库检索次数约１３７．２万次，视频数据库的点播次数约１１．７万次，图书馆

门户访问约７１．８５万次。

完成查新课题６４０项，代检代查１８７３项。提交 ＣＡＬＩＳ／ＣＡＳＨＬ文献传递申请３３３项。

通过重庆市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完成文献传递４０３０篇。校友服务申请量为２７３人。

面向科研团队和学生团体开放创新发现中心，提供空间服务、硬件服务、自助服务、学科

服务，先后有４１个入驻开展学生研究和课题讨论。举办２期真人图书馆、２期翻转课题、４

次科研入门培训等活动。

开展毕业季“存储你的‘重大记忆’”活动，毕业学生可将笔记、证书、照片等值得记忆的

物品可封存到图书馆。活动共收集到各种收藏品２０００多件，新华社、新浪网、华龙网、重庆

市政府微博等主流媒体均都进行了报道。

进行借阅制度改革，开展阅读推广月，环境建设月。初步完成英文版主页的设计，开展

国际学院及辛辛那提大学新生培训，对图书馆英文标识进行完善，积极参与辛辛那提合作办

学的文献支持项目，增订近２０万元的原版教材。

【业务管理】

发布具有扁平化服务思想、响应式技术的图书馆主页。完成《重庆大学图书馆服务流程

规范》，将图书馆服务分成１２大类，共计７６种具体的文献服务，成为图书馆开展各项文献服

务的纲领性文件。

修订和制定各类规划、规章，包括《重庆大学数字文献资源采购办法》、《重庆大学图书

馆理工馆、建筑馆馆藏布局规划》、《重庆大学图书馆收藏品管理办法》等１０多项；制定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数字图书馆存储规划；正式推行新的教育部查新站服务流程规范。组织编撰２０１４

版的读者指南。确定“外借图书、特藏图书、珍藏图书”三级藏书制度。

理工馆东楼书库一层建成２０万容量的密集书库，建筑馆负一楼建成５万容量的密集书

库。全馆范围开通无线网络，理工馆更换和升级消防监控系统，增加语音播报系统，理工馆

和建筑馆实施门禁系统；Ｂ区图书馆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承担研究生公共选修课

《科技文献检索于利用》教学，计６个教学班７６５人。开展讲座４４场。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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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育人工作】

继续开展文化育人“五个一工程”，逸夫楼人文素质讲座举办１１场，民主湖论坛学生管
理委员会和书友会被评为“优秀学生社团”。

全年接待读者８万余人次，借还捐赠书近３万册次，出版《书苑》８期；组织开展读者沙
龙、今日我值班等活动１０余次。红房子工作室播放电影２０余场次，进行乐队演练１０余次，
创办电子杂志《ＲＥＤＩＮＦＯ》４期。

民主湖论坛全年完成约１．２万人次的实名注册，编印并发放《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学习生
活羊皮书》１．２万册；举办 “不见不散”毕业生歌会、文化衫设计比赛、毕业生捐书等活动近
１０次；编辑《ＭＺＨ杂谈》、《ＭＺＨ工作简报》各３期。

书香重大书友会全年制作新书推介海报４０余期，举办读书节、读书沙龙、新生入馆教育
等活动２０余次，编辑出版《砚溪》２期。

【区域文献信息服务共享联盟与服务社会】

ＣＤＩＳＳ与３０家单位签订信息服务协议。ＣＡＬＩＳ省中心开通与重庆市图书馆的文献传
递。ＣＡＤＡＬ项目二期建设全面完成。市高校图工委组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等资源的联合采购，完
成高校图工委第五届组织机构推选，设立６个专业委员会。

【科研工作与学科建设】

全年出版专著１部，论文ＣＳＳＣＩ收录１５篇、ＳＳＣＩ收录１篇。杨新涯的“智慧图书馆理论
与系统实践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情报学硕士点全年招收研究生１名。

【人才队伍建设】

全馆在职职工共１３０人，退休职工１３４人。新增副高级职称１人、中级职称２人。３５名
馆员通过培训课程。１名馆员参加伊大中美馆员培训项目，２名馆员参加香港大学高级馆员
培训班，１１名馆员参加全国性培训。

（周　剑）

档案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３年，档案馆根据学校总体工作部署和要求，坚持“提升质量、内涵发展”发展目标，
本着“保存历史、服务现实、着想未来”工作思路，秉承档案为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为学

院、教师、学生服务的理念，调整工作重点，转变工作思路，着力提升管理、服务能力，较好完

·１２２·

条件保障




成档案馆各项工作，并在丰富档案资源、提升服务管理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档案收集指导】

首次对全校各个学院收集反映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管理等各类纸质综

合文件１７８８件、合订本２本、教学专著１０本，工作会议照片１６２张，声像光盘１９张。建立学
院档案工作网络，填补学院档案收集的历史空白。

首次收集３１个学院、４７个机关部处３６９８名教职工近４年的年度考核表１２７９６份，收齐
率达８７％，弥补教职工个人档案中无业务档案的缺陷。

联系并递送学术名人采访提纲１１９位，采访６１位，其中４８人向档案馆捐赠实物档案；
整理采访录像１０６．５５小时、录音１１１．８５小时、４５３ＧＢ；收集整理口述档案１２５卷，证书、聘
书、奖章、论文、著作、照片、光盘等实物档案共计９００余件；逐渐建立人物档案。

完成对机关部处及学院的档案业务指导和监督，组织召开全校档案工作会及业务培训

会。收集机关部处各类档案６０３６卷、５９２１件，财会凭证５８９７本，照片２３２张，备份光盘１１
张。完成近两年２７个学院４００张毕业合影照的归档，归档完整率达１００％；收集反映学校教
学科研管理的相片３９４张，较去年略有增长。

【档案管理与服务利用】

来馆利用、查询档案人员首次突破万次，达 １０４４４人次，较去年增长 ７７％。查阅档案
１２８４３卷次，复印打印档案３２５８３页，科研项目财务查询２６６项，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房地产
证明６０８份，学历认证４３４份，出具学历证明１１８７份，提供成绩及证书翻译４２７６份。积极协
助校经管学院成功举办马寅初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高校巡展暨马寅先生首任重庆大学商学院
院长７５周年系列活动，为发挥档案文化传承与宣传教育作用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

【人事档案管理】

接收干部档案３５卷、零散材料１１００７份；按照中组部的要求规范整理装订１３名处级人
员、９４名正高职人员档案；干部人事档案利用４３２人次６０８卷次。接收本科生、研究生档案
１１５００余份（人）；投递本科生、研究生档案９３１０余份（人）。日常接待学生改派、查阅、政审
及复印档案等６７００多人次。

【档案信息化建设】

推进档案管理运行服务综合平台，实施招标采购，拟定实施方案，完成成绩翻译子系统、

学生档案管理子系统需求分析、功能设计及开发、测试；完成档案管理基本业务（收集、管理、

利用）需求分析、功能设计。启动档案资源存储备份与容灾恢复系统建设，完成技术调研和

需求分析，拟定档案资源备份备份与容灾恢复建设方案，启动招标采购，正待二次招标。启

动档案馆门户网站改版工作，拟定设计方案，首页设计方案成型。完善档案扫描加工工作流

程与规范标准；完成２０１２年下半年２１万多页档案数字化加工和数据清理挂载；正在实施新
进６０００多卷、５９００多件、约１０万页左右档案数字化扫描加工。

（喻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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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综述】

２０１３年，校医院围绕将医院办成师生满意，学校、政府肯定的社区综合性医院，保证医疗

安全，持续提高医疗质量，切实落实国家、学校政策、任务，采取一系列举措，圆满完成全校师

生日常医疗、公共卫生、医保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各项工作。

【党组建设 医德医风】

经学校党委批准，医院直属党支部改建为重庆大学医院党总支部委员会。贯彻落实党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办法，强化医德医风和廉政建设，结合学校文件，完善医院加强工作作

风和医德医风建设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建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九项，岗位廉政风险防控

机制十五个岗位，制定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方案。制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

方案，通过多种方式查找问题，组织学校教职工、离退休职工、学生座谈，听取意见建议，撰写

对照检查材料，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章立制打下扎实基础。

【日常医疗服务】

强化医疗管理，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高医疗质量，为师生提供更优质服务。解决 Ｂ校

区医院维修改造师生就诊问题，建立Ｂ校区临时医疗点，整合Ａ校区医疗资源，开设校区医

院间交通车，成立医院检验中心，引进全自动五分类血液分析仪商家投放，方便师生就医，提

高医疗质量，保证各校区医疗服务正常有序开展。加强病房建设，强化优质护理，切实解决

职工慢性病晚期、终末期患者住院难的困难；启动处方点评和抗菌素合理应用专项点评工

作。加强与三甲医院合作，聘请市内专家，每周开设糖尿病专家门诊，与重医共建内分泌专

科和建立双向转诊；与肿瘤医院合作，对２００余位职工免费进行肿瘤早期筛查。成立医疗质

量管理和院感管理小组，明确职责，强化质量控制。制定学校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方案，成

立医疗保健小组，启动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工作。

完成项目及达标 工作量及工作评价

门诊人次 １３０９５５

急诊人次 １５２６５

急诊占门诊人次百分比 １１７

住院人次 １６１１

门诊留观人次 １３３９５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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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出诊人次（救护车出车） ３３４

中小手术台次 ２６７

各类检查次数 ６６５１

各类检验次数 ２０９６４７

学校各级各类考试，活动、会议及特殊人群医疗服务 ２１５

医疗事故 ０

安全事故 ０

病人综合满意度（％） ９５

内部满意度（％） ９４

【公共卫生工作】

加强基本公卫服务，制定《慢性病随访考核管理办法》，提高慢性病随访质量。加强针对

师生的健康教育宣传，成立学生健康促进委员会，开展校医院体验日系列活动。协助研究生

自律委员会开展校园健康周义诊活动。制定《重庆大学医院结核随访管理办法》，整合医院

资源，成立体检中心，改变原有体检模式，提高体检质量和教职工体检满意度。根据卫生部

办公厅关于规范体检应用放射检查技术通知，调整学生体检方案。妥善处理虎溪校区食物

中毒事件，积极救治患者，同时做好安抚工作。

完成项目 工作量

职工居民健康档案建档及建档率 新建２７７；累计：７２９８；建档率：７７．６５％

学生居民健康档案建档及建档率 新建１０５００；累计：２７５５０；建档率：６８．８７％

高血压随访人次及访视率 １７２３人次，访视率９１％

糖尿病随访人次及访视率 ５８４人次，访视率９１％

≥６０岁老人访视数量及访视率 ２２４４人次，访视率 ６７．５５％

公共选修课学时 ２１

宣传板报数（期） ６期３０块

发放宣传资料数 ４５００

心理咨询、团体辅导 １４２次；团体辅导４

疫苗接种 ３００３

传染病管理报卡、死亡报卡 １４５（传）：３１（死）

学校食堂食品卫生的监督指导 ２

组织学生急救讲座参加人数 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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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教职工体检人次 ６４２６

教职工妇科体检人次 １８６７

各类学生体检总人次 ２４７１４

【医保管理】

强化医保管理服务工作，盘活医保存留基金，下发《关于学生医疗费报销的补充通知》，

增加学生门诊医疗费报销比例，提高学生医疗保障水平。

组织大学生参加商保人数及参保率 ３２４５９人 （参保率７７％）

组织大学生参加新城合保险人数及参保率 ３７３５３人（参保率８９％）

职工参保 ８６３０人

【计划生育管理】

稳定低生育水平，制定并与各二级单位签订“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计划生育管理目标”，落

实各单位职责，确保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实施。完成政策须知及办事流程信息上网，配合本辖

区落实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宣传工作。

【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服务水平】

出台《重庆大学医院继续教育管理办法》，对专业人员业务学习提出明确要求及考核办

法，实施学分管理。外派人员到三甲医院进修学习，参加市级短训及学术活动，组织院内讲

座及技能培训。邀请孟卫东副校长为科负责人举办“树立服务意识，服务好学校”干部培训，

开展急诊救护模拟现场技能、理论考试。实施《外聘人员管理办法》，推进同工同酬，提高工

作积极性和稳定性。张毅院长获“２０１３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保健医学分会优秀医院管理

者”称号。加快医院人才引进，通过学校招聘，引进劳务派遣专业人员４名，保证四校区医院

正常运行。

完成项目 工作量

专题讨论、业务学习、学术会议次数 ７６２

外出进修人次 １３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次数 １０

公开发表论文 ５

【信息化建设】

初步制定医院信息化建设规划，２０１４年计划实施建设。全面更新医院网页，保证政策宣

传，医疗信息和职工体检信息的查询。

（章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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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卫

【综述】

２０１３年，党委保卫部（处）在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按照“预防为主、确保重点、维护稳

定、保障安全”的工作方针，以“平安重大”建设为主线，突出安全宣传教育，强化人防、技防

措施，坚持服务师生、服务大局，扎实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保障了校园的平安稳定。

【政治稳定】

拓展情报信息渠道，全年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公密结合的方式，收集各类情报信息７００

余条。强化阵地控制，在敏感时期对６名涉稳重点人员实施“人盯人”、“一帮一”策略，协助

地方机关对有现实表现活动的“法轮功”重点人员进行法制教育，保障了“两会”、“薄王审

判”、“十八届三中全会”等敏感时期校园稳定。强化国保战略支撑点建设，开展基础数据摸

排和专项调研９次，配合国安、国保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３２起，协助处置校内群体性事件３

起，涉疆涉藏事件３起，阻断非法宗教活动５起，收缴宣传材料２００余份，批评教育和规劝３０

余人，建设成果被公安部作为优秀典型在全国推广。配合网络中心开展网络安全检查、巡查

等１６次，处理各类网络安全事件９起。增添网络安全行为审计设备１套，强化对网络行为

的规范和管理。

【安全防范】

坚持安全巡逻常态化。全年组织安全巡逻１６０００余人次、监督检查２８０余人次，发放安

全宣传单５５００余份，受理求助６６起。对校内各学院、二级部门、学生宿舍等进行安全走访，

督促整改安全隐患１６处，清理学生宿舍１１名外来入住人员。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全年

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案件２８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２７人，追回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物品，挽

回部分损失。做好危化品库房安全守护工作，进行安全检查２４人次。承担学校各项大型活

动、会议、考试执勤、押卷、试卷守护等１２０余次，出动执勤人员２１００余人次，保障各项活动

安全顺利进行。

【消防监督】

推进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对全校３４１栋建筑消防安全状况和２７套消防自动报警

系统进行摸底排查，建立燃气电器设备检测与食堂油烟管道清洗记录专卷档案，完善消防安

全“户籍化”管理数据。更换自动消防设施零部件７５个；安装、更换和修复应急照明及疏散

标志３２１盏，补充配备、更换常规消防器材２８２４个。对重点防火单（部）位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３１２人次，督查整改消防隐患２７起，查处火灾事故３起。开展消防车通道专项治理工作，

健全完善消防车通道管理长效机制，有效减少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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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

规范校内交通行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交通管理“三个三工程”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使其充分发挥“减速、限量、规范”的功能，全年下路段安全检查１２５０余人次，协助处理交通

事故１４起。完善交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交通信号灯改造及高清电子警察系统”工

程，健全违章交通行为的处罚机制。严格道路交通违章违法处理，纠正交通违章行为７６０余

起；处理违章摩托车３６人次，批评教育３００余人次，暂扣无牌大功率摩托车３８辆；清理校园

“僵尸”车辆１８辆。

【市政监察】

依托地方职能部门，积极开展专项环境整治行动，协助处理虎溪校区家属区内建筑垃圾

乱堆放问题，积极协调地方主管部门，配合拆除校园及周边违章搭建３处，积极引导住户自

行处理饲养家禽。加强环境秩序日常巡查管理，全年取缔和规范各类临时摊点９８０余个，加

强教学楼周边环境巡查，减少教学区噪音干扰。

【安全教育】

深化安全教育月活动，举行以地震、消防为主题的大型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开设“平

安重大讲坛”，举办校园安全知识征文及海报设计大赛，开办防盗、防骗、国家安全、交通安

全、消防安全等各类知识讲座１０余场。组织师生“走进消防”、“走进派出所”体验生活等，

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得到较大提高。编撰并出版《大学生安全知识宝典》，编

制《新生入学安全教育》教学视频，强化新生入学安全教育。更新网站安全信息３０５条，发布

安全常识微博提示７１８条，扎实做好负责人民主湖网络“面对面”工作。

【户政管理】

清理１７５０６人在校师生集体户口页，完善数据库管理。配合地方公安机关完成５５６２名

师生的户口迁出手续、１７２３名师生的户口落户工作。全年出具户口证明４６０４人次，办理毕

业生户口改迁和补办１２１１人次，办理更换身份证手续１５６人次。

【监控技防】

完成“老校区监控中心改造及新、老校区视频监控系统新增项目系统工程”，采用全网络

构架，新增点位覆盖了老校区的重点要害部位、各学生寝室大厅、学生食堂操作间进出口、校

内主要路口及虎溪校区主要路口，进一步优化监控点位的布局，系统平台顺利实现组轮巡、

轨迹追踪、语音对讲等多个功能，使应急指挥中心作用由事后取证向主动防范发展。完成老

校区学生宿舍监控系统工程８０１个新增点位综合布线工作，提升学生宿舍技防功能。

（崔晓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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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

后勤集团

【综述】

２０１３年，后勤集团坚持“改革求变、发展求稳、保障求力、服务求优”的工作思路，坚持以

人为本、和谐为要、凝心聚力，促进了集团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再上台阶，圆满完成全年各项

工作任务。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组织制定符合后勤工作实际的实施方案，建立组织机构，加强宣传动员，认真对照检查。

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一切为了群众”的服务意识，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后勤集

团班子战斗力提高和集团凝聚力增强相结合，与如何进一步为师生服好务相结合，与廉政风

险防控工作相结合，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结合，与抓好安全生产相结合，将教育实践活动

融入到具体的后勤服务工作中，加强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努力提高后勤服务质量。

【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根据学校党委、纪委的统一部署，后勤集团党政合力，积极探索建立有后勤特色的廉政

风险防控管理机制。通过全体动员、专题讲座、工作调研、分类试点、阶段总结等环节，进一

步明确岗位职责，梳理工作流程，优化工作程序，健全规章制度。补充修订和完善财经、内

控、资产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形成按制度管人、管物、管事的局面，促进集团各项工作更加规

范有序。

【党的组织建设】

坚持“三重一大”制度，通过党政联席会、党委会、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加强对集团发展规

划、经营目标、设岗聘任、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的招投标等事项的民主科学决策，增强班

子成员的凝聚力，充分发挥党委的监督保障作用。２０１３年４月，按照学校党委的安排，集团

班子主要负责人进行轮岗调整。班子成员顾全大局，服从安排，团结协作，实现新老班子的

平稳和谐过渡。

继续实施集团大规模干部培训计划，通过后勤社会化改革、劳动法、安全知识等专题讲

座，进一步提高集团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和管理水平。继续完善集团中层管理干部考核评

价机制，从多层次、多视角考核干部的思想素质和工作业绩，充分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

本着“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原则，建立健全党建二级责任制、集团党委委员联系党支部

工作制度和党支部工作例会制度，把各中心党建工作纳入集团年终的“双目标”实绩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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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齐配强各党支部领导班子，保证基层党组织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２０１３年，共有７名预备

党员转正，发展党员５名。

【主要工作】

１．后勤服务呼叫中心

后勤服务呼叫中心全年受理报修、投诉、建议、咨询、督办共计 ４５１３７项。其中报修

４０９００项、投诉４１３０项、建议３４项、督办７３项。呼叫中心信息系统正式通过验收，进一步优

化日常维修项目网上申报流程，及时对师生员工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跟踪处理并对处理结

果进行电话回访，进一步提高后勤服务呼叫中心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２．物业管理服务

制定《物业管理工作考核细则》等规章制度，加强对葆力物业公司的考核、督促、检查工

作，促进物业公司服务质量有所提高，有效改善了校园环境。

圆满完成１２０００余名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和虎溪校区８０００多名学生搬迁回沙坪坝校

区入住工作。配合学校完成Ｂ区二综合楼改造工程；配合学校网络中心对 Ａ、Ｂ校区１３栋

学生宿舍网络各类硬件设施进行全面改造；配合公安系统对新华楼安装安保设备———小区

的门禁系统、监控系统及防爬刺，得到沙区公安系统、新华楼小区住户的好评。

３．维修能源服务

配合学校制定《重庆大学零星维修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理顺维修机制、流程，加强

沟通，加快反应速度，提高服务质量。完成日常维修工作任务４１０００余次，大型排危抢险工

作１００余次，单项维修工程１４０余项；完成Ａ、Ｂ校区学生宿舍热水机组增加电源改造安装、Ｃ

区七教学楼供电线路安装、Ａ区动力学院新能源实验室电源线路改造安装、Ａ区思群广场、

六教周边路灯改造安装等；完成Ａ区主教学大楼开闭所１０ＫＶ电力电缆抢修、国家重点实验

室评估工作相关工作及保电任务、Ａ区传动实验室、夹皮沟片区、Ｂ区农生学院、Ｂ区震动平

台实验室、Ｂ区二综合楼高压配电房配电增容改造工作任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会场保电

工作；完成锅炉、电梯、二次供水、中央空调涉及的故障及维修保养工作。

４．饮食服务

对所有到期目标管理食堂进行统一招标。饮食服务在满足大众群体需求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升档次，满足师生多元化的饮食要求。完成 Ａ区柏树林教工餐厅方案征集工作和招

标工作；完成配送中心和米饭生产线的前期准备工作。配合学校对原学生九食堂（现学生三

食堂）进行全面装修改造，改造后的学三食堂不仅改善了就餐环境，而且自助选餐的售卖方

式新颖时尚，更具人性化，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在老校区和虎溪校区清真食堂引进新疆风味厨师，满足不同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饮食

需求。

参加中国教育接待服务协会第四届餐饮服务技能比赛获得特金奖和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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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食品卫生安全和生产安全。在防控Ｈ７Ｎ９的特殊时期，专门成立防疫工作组，

全年无一起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５．绿化工程服务

对校区景观树种、名贵树木和古树大树做重点保护和观察，及时做好维护工作和浇灌工

作。在民主湖投放鱼苗１万余尾，并派专人进行管护，制止钓鱼，摘荷花、荷叶等人为破坏行

为，治理民主湖湖水初见成效。承担学校供水主管网改造工程，Ａ、Ｂ校区已全面竣工。在

工期紧、工程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圆满完成留学生公寓大修工程，确保留学生的正常住宿和

生活秩序。

６．物流接待服务

配合基建处做好松园松招改造方案工作；圆满完成学校２０１３年招生工作的后勤保障工

作。全年安全运行１５万余公里，完成 Ａ、Ｂ、Ｃ校区交通车，幼儿园交通车的保障服务，完成

学校及部分学院、机关部处的公务交通服务。完成邮件、信件、特快专递、各类报纸杂志的分

拣递送近２６０万份。

７．教育中心

附中积极与全国一流民办学校———山东昌乐二中合作，在初、高中起始年级全面推进并

实施素质教育，努力探索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有机衔接的新途径，进而打造一所与

重庆大学相匹配的全新的普通高中。附小稳步推进素质教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被评为沙区优秀少先队大队。参加全国、市、区作文大赛获全国特等奖１名，市、区一、二、三

等奖数十名。美术作品获全国大赛一、二、三等奖，科技模型大赛获市一、二等奖和区一等

奖。教学质量稳中有升，今年小学毕业考试成绩比去年有一定的提高。

幼儿园荣获“沙区巾帼文明先进单位”、“沙区儿童卫生保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参加

沙区活动区角比赛荣获特等奖。圆满完成市级课题《幼儿科学学具的运用与开发》研究课题

的结题工作和《指南》课题的开题工作。启动Ｂ区幼儿园整体装修改造工程，进一步完善基

础设施，改善办园条件，缓解入园难的矛盾。

（甘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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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心

【综述】

２０１３年，会议中心紧密围绕学校发展战略，以会场服务为主线，以规范管理为抓手，通过
拓展会议一站式服务，在树立专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参与新建项目的筹建工作，推动会议

服务资源的整合，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

【注重队伍建设，提高综合素质】

中心领导班子于２０１３年上半年配备到位，严格实行民主决策制度，坚持中心例会制度，
办公会议事规则以及“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实施办法。完成会议中心党支部筹建工作，不断

完善中心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员工的培养培训，建立新入职员工入职强化培训等机制。结

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中心工作作风建设，加强中心内部建设，不断提升中心队伍

综合素质。

【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制度建设】

完善中心制度体系建设，拟定《会议中心章程》，出台《重庆大学会议中心新入职员工管

理办法》，规范会议服务流程、员工操作流程、物品申购流程、财务报账流程等一系列工作和

管理程序，完善员工的岗位职责、薪酬体系、绩效考核等管理办法，逐步完善中心制度体系建

设，进一步规范中心内部管理。

【建立服务体系，服务学校发展】

１．加强会场管理，做好会议服务

加强会议中心所属会场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建立会场设施设备负责人制度，及时对

会场的设施设备进行必要的维护和维修。全年服务会议１０００余场，包括大型庆典类会议近
５０场、学术报告会议７０余场以及就业招聘会议、学生活动比赛、工作研讨、座谈交流、培训讲
座、考评面试、来宾接见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学生活动等会议，保障学校各类重大会议的顺

利召开。

２．提高办会效率，开展一站式服务

中心网站进入测试阶段，实现展示会场服务的功能，预定系统可以减少预定环节的遗漏

和流程，进一步简化预定和会场布置的流程。参与学校“东西高校视频公开课共享大会”、

“２０１３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审计第一协作组工作研讨会”、“首届大学论坛—教育制度改革与
人才培养质量”、“卓越九校联盟校长联席会议”、“全国研究生院院长会议”以及机械学院、

计算机学院承办的学术研讨等大型会议的从接机送站、到食宿会务的全程接待及服务。

３．创新用人机制，搭建育人平台

会议中心本着服务于学校发展大局的理念，围绕学校重点工作，在用人机制上积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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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遵循“年轻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原则，积极探索合理的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会议中心

建立在校学生兼职制度，为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工作平台，缓解部分学生的经济压力并为他

们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

４．拓展校外市场，探索中心发展模式

通过加强校外宣传，建立校外长期合作制度，签订协议单位。会议中心全年承接校外会

议９０余场，有效开拓校外市场资源，在确保和满足学校各种会议需求的同时，争取最佳效

益，积极探索实现学校资产保值增值、稳定回报学校的发展模式。

【其他工作】

积极树立中心窗口单位形象，完成中心 ＶＩ设计；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档案管理、推进语

言文字工作、安全保密工作和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积极开展办公自动化培训和推广工作；

做好仙女山学府酒店培训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积极参与虎溪校区学生活动中心、松林坡专

家楼及主教咖啡吧等在建项目的建设和前期工作。

（崔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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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

【综述】

２０１３年，纪检监察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精神，以领导

班子作风建设为重点，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抓手，以深化廉政文化建设为载体，不

断完善党风廉政责任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全面推进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党风廉政】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传达上级纪检会议精神。制定《重庆大学校领导和校级部

门２０１３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解表》，反腐倡廉建设８６项主要任务分解到校

党政领导班子和相关牵头部门。结合二级单位和中层干部年度考核，对反腐倡廉工作落实

情况进行考核。通过专题培训、廉政谈话等方式对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从政

教育。完成学校领导干部会员卡专项清退工作，全校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向组织提交“个人

会员卡零持有报告”。完成学校处级及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情况摸底排查

工作。二级单位完成对科级领导干部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

在企业兼职（任职）清理工作达４０５人。配合审计处完成１１名处级领导干部离任和任中经

济责任审计相关工作。

【廉政文化】

反腐倡廉教育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廉政风险防控、学术道德建设相结合。组

织干部职工观看《四风之害》、《小金库引发的大案》等专题片，进行廉洁从政、廉洁从业教

育。廉洁教育通过《形势与政策》课进入课堂；召开２０１３届毕业生“青春倡廉”座谈会，举办

“诚信·承传”青年计划比赛，在学生中深入开展廉洁教育。与校团委共同举办首届青春倡

廉文化作品大赛，收到参赛作品２００件，１８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并将优秀作品在学校

展出。组织师生参加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５件作品入围全国决赛，１件作品获全国

三等奖。开展特殊类招生监管、预防职务犯罪、特权思想研究等廉政课题研究。

【监督工作】

印发《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工作实施方案》，

成立５个督导组对校内各二级单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落实中纪委

《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重庆市

纪委《关于开展正风肃纪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对“四风”方面存在问题进行整

治。与审计、财务、国资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联合监督小组，参加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的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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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节，实施过程监督。监察部门全程参加２０１３年本科招生录取工作；配合财务、科研部门

完成科研经费自查自纠工作；配合计财处组成８个检查组，完成对全校２９个学院、２３个部

处、后勤集团及下属中心库存现金和收费票据管理情况专项检查；全程参与专业技术职务分

级设岗、一般行政职务晋升、职称评聘、领导干部的选拔和考核测评、非教师人员招聘、单位

和个人的评先评优以及学生奖惩和推免研究生等工作。监察部门全年参加校内各类招标采

购、商务谈判等活动现场监督２００余次，涉及合同金额２．７亿余元。

【风险防控】

深入经管学院、后勤集团、基建处、财务处等十几个二级单位进行调研、座谈交流，扎实

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各单位按照排查和梳理廉政风险点、制定廉政风险防控措施、填报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信息表步骤规范有序展开工作。各单位梳理职权事项６６２项，查找

岗位廉政风险点４０７１个，单位廉政风险点１９１５个，制定单位廉政风险防控措施１９２５条，岗

位廉政风险防控措施４３００条。学校共制定和修订各类管理制度近６０个，惩治和预防腐败

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办信办案】

全年受理信访件１４件，比２０１２年同期减少８件。对已查办案件，发出行政监察决定书

和诫勉谈话等方式督促各单位对照检查、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办案的治本功能。

【队伍建设】

加强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配齐配强纪检监察干部，严格纪检监察干部的选拔任用，健

全工作考核、激励奖励、干部选拔任用等机制，激发工作活力；强化学习培训。纪委书记、纪

委副书记等领导先后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学习培训４人次，参加重庆市纪委、重庆市教委组织

的调研学习３人次；先后选派２人参加教育部监察局“教育行政监察干部培训团”和“重庆市

教育系统纪检监察干部清华大学高级研修班”学习；选派３人参加“重庆市教育系统第二届

办信办案培训班”培训。

（杨　许）

组织建设

【综述】

２０１３年，党委组织部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继续以“提升质量、内涵发展”为工作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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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干部考核管理为重点，创新干

部培训模式、推进信息化建设、强化部门作风建设，依托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圆满完

成各项工作。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１．制定活动方案

按照中央的总体安排，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牵头起草《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等６份文件，拟定教育实践活动各阶段的方法步骤和主

要任务，指导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

２．组织协调有关活动

牵头组织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学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等重要会议；组织１２

场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例会；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召开二级党组织书记、学院行政主要

负责人、学术骨干、青年教师和离退休人员５个类别、６场专题调研座谈会，总计２０００余人

次。先后汇集整理校级领导班子、成员“四风”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建议以及对学校各方面工

作的意见建议２３６条。

３．上报相关材料

先后起草向中央活动办报送的正风肃纪制度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中央活动办调研汇报

材料和对教育部、中组部干部三局关于作风建设的意见反馈，起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制度建设计划及教育实践活动工作总结等材料，计５万余字。向教育

实践活动官网“群众路线网”报送工作动态２４则均被采用。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先后被人民

日报头版报道提及１次，中央教育实践活动简报中提及３次。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１．完善基层组织设置

为使学校基层组织建设不断适应学校改革发展的需要，２０１３年先后将生命科学学院、出

版社有限公司、校医院、建筑设计研究院由直属党支部改建为党总支，增设博雅学院党总支、

创新药物中心党支部。

２．丰富党建工作手段

首次组织开展全校党支部活动创新案例征集评选活动，评选出３０篇创新案例编入《重

庆大学党支部活动创新案例集》，遴选出机关党委学工部党支部、光电学院党委虎溪本科生

党支部两个创新案例报送教育部思政司。

３．重视党建理论研究

完成学校２０１３年党建研究项目申报和评审工作，确定１２项予以立项资助；完成对２０１２

年党建研究项目的中期检查以及２０１１年党建研究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组织申报重庆市

教委２０１３年社科课题１项并获得立项；组织申报并结题重庆大学“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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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课题１项。

４．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遵循“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指导方针，在充分调研二级党组织党

员发展工作的情况下，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规范党员发展工作，全年共发展党员２８７０人。认真抓好毕业生党员教育工作，

转出转进党员组织关系６７００余人次。编写组织生活学习资料，印发６５０本下发各党支部学

习。

【干部队伍建设】

１．严格选拔程序，优化干部队伍结构

按照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对部分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选拔

调整，选拔正处级６人、副处级１７人；调整正处级１３人、副处级８人。根据二级单位工作需

要，按程序选拔、调整科级干部５７人。

２．畅通晋升渠道，激发干部队伍活力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拟定并下发《重庆大学三级、四级职员岗位聘

任暂行办法》，组织开展三、四级职员岗位聘任工作，７名同志获得教育部同意聘任为四级职

员，调动了学校管理干部的积极性。

３．拓宽交流途径，提升干部综合能力

修订完善《关于干部校内挂职工作的实施意见》，选拔３名青年骨干教师到机关挂职锻

炼。协助教育部完成直属高校总会计师人选的考察工作、驻外后备干部人选的推荐考察工

作、地方领导挂职人选的推荐及材料报送以及重庆市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挂职人选的推荐工

作。审核通过江苏镇长团成员２名，赴滇西边境山区挂职干部２名。

【干部监督管理】

１．参与研究制定部处考评体系

围绕学校发展需要，参与研究制定机关部处及直属单位的考核评价体系。认真配合专

家组的工作，积极开展调研，及时向学校领导、专家组反馈被考核单位和考评单位的建议和

诉求，做好沟通工作。组织３次不同范围征求意见会，参加各二级单位内部征求意见会２０

余个，征集各类意见１２０余条，结合意见对考评体系进行修改完善。

２．改进干部考核办法

认真研究学校干部考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充分调研 １２所干部考核工作有特色做法的

部属高校，制定２０１３年干部考核方案，并在全校范围启动中层干部考核工作。协助教育部

积极做好２０１２年度校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及“一报告两评议”相关工作。组织完

成对中层干部２０１２年度的述职述廉和民主测评工作，拟定２０１２年考核评优方案和奖励方

案，加强考核结果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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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建设干部网上考评系统

组织开发重庆大学干部网上考评系统。系统已上线运行，在年底干部考评中试点测试。

考评系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采用匿名方式评分，扩大对干部考评工作的参与面，提升

考评数据的客观公正，考评结果更加科学和真实地反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工作状态。

４．做好干部日常监督管理

结合学校实际和调研情况，草拟重庆大学中层干部管理条例，加强干部管理。落实干部

谈心谈话制度，校领导与调整或提拔的４０余名中层干部进行谈话，关心鼓励他们，帮助解决

困难。协助中组部、教育部组织校级党政领导班子进行２０１２年度个人事项报告工作，组织

中层干部完成个人有关事项申报，补充完善各类干部任免审批、考察考核等材料５４０余份，

协助做好交流和离任中层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１．创新培训模式，完成中层干部培训

中层干部培训立足学校实际和管理队伍现状，创新中层干部自主培训模式，与井冈山培

干部教育学院联合举办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采用分段式教学；校内培训、课堂学习研讨、考

察地方发展多形式结合；校领导担任授课教师，与学员探讨学校发展战略和实际工作中的问

题；到井冈山通过理论学习和现场体验锻炼学员党性、加强廉政教育。共培训中层干部３６

人。

２．分类实施党员教育培训

继续推广自主研发的党校网上学习平台，应用于各类干部、党员培训。结合每期党课培

训内容的不同，及时更新课件和课程设置，对在线学员进行管理。该平台入选为教育部评选

的全国１００个干部人事人才工作创新案例；组织２期党课培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５０００余

人。

【部门工作作风建设】

认真制定部门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工作方案，改进工作流程，规范

工作用语，公布办事指南，优化中层干部出国审批流程和学生选调生政审程序。减少党刊发

行和党费收缴中间环节。为往届党课学员提供成绩查询和结业合格证明服务，计３００余人

次。面向全校师生征集对组织部工作作风意见的问卷调查时，９５％以上的受访者给予好评。

（何　栎　张海鸥）

·９３２·

党建与思政工作




宣传文化

【综述】

２０１３年，学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

和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精神，高举旗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改革创新，以全方位育人和促

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己任，为推动全校各项事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文化

氛围。

【思想理论工作】

广泛开展理论宣传和教育，巩固思想理论基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学习组织，发放９６０多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论群众路线———

重要论述摘编》、《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理论学习资料；组织校级党委中

心组观看党内教育专题片《苏联亡党亡国２０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等学习（扩大）会。

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组织工作，编辑专题“中国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理论等学习资料，组织校级党委

中心学习组专题理论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顺利结题。

【对内对外宣传工作】

加强学校重点工作、亮点工作的宣传，全年主动策划２０余次，《光明日报》、《中国教育

报》、中新社、《中国科学报》、人民网微访谈等中央主流媒体多次多篇幅对学校的办学成绩

进行深度报道；《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Ｔｉｍｅｓ》（《洛杉矶时报》）、《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中国日报》）、《香港

文汇报》对学校的办学特色、国际化进程、综合改革进程等内容共进行了７个整版的报道，打

开学校国际传播的局面；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重

庆日报》、重庆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对学校的中心工作和亮点业绩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３年全年主流媒体（含网络）共报道、转载与学校直接相关的新闻１７００余

次。

通力统筹和融合学校自管网络、电视、校报等媒体，切实落实“走、转、改”活动的要求，主

动策划、深入采访，对学校重大活动和工作进行全方位的挖掘和宣传。学校在中央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工作网单篇报道数位居中管高校前列；２０１３年１月创刊《重庆大学手机报》，

每周一期；全年校报共出版１８期，校内有线电视录制新闻３４９条、现场直录４６场次、制作各

类电视专题片９部、录制国家级资源共享课程３６节。

充分发挥全媒体的平台学习宣传中国梦。开展“我的中国梦·青春映象”微电影大赛，

参赛作品通过优酷网“重庆大学微电影”网络空间进行展播，组织“我的中国梦”主题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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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征文、微博、主题动漫、网上接力传递梦想活动。结合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和学校办学历

程和育人效果，组织力量拍摄反映青春梦想的教育宣传片，在新生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通

过大屏幕播放，组织在毕业季进行《中国教育报》整版、开学季《重庆日报》整版的宣传，使万

名学生广受教育。通过 ＬＥＤ电子显示屏、宣传栏、报纸、电视、网络等形式，播放标语、公益

短片等宣传品，形成浓厚的宣传氛围。

【文化工作】

深化校园文化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 “学生的成才梦、教师

的育才梦、我们的重大梦”主题教育活动，筑牢文化育人基础。成功组织万名师生参与的重

庆大学第六届合唱节，开展向全国道德模范学习活动，开展党的十八大专项文化调研活动，

承办“中国梦·我的梦”演讲大赛等全重庆市级层面的主题赛事。

以大学精神和学校传统为主线，丰富文化育人内涵。组织重庆大学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开学

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青春留声机———重庆大学民主湖论坛２０１３不见不散毕业歌会、重庆

大学第七届研究生歌手大赛等活动，在师生中培育重庆大学特有的精神文化。组织舞蹈专

业师生立足本科教学，积极开展艺术创作实践，在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过程

中获“组委会特别奖”及“表演银奖”等多个奖项。扎实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组织

“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重庆”活动，开展“舞动菲律宾”中菲文化交流活动走进重庆大学

等文化交流活动。

【校史工作】

积极开展校史研究，组织编写完成“基建工程兵第一技术学校校史”；整理编辑完成《重

庆大学记忆》（第四辑）。做好校史整理工作，指导编写２０１２年重庆大学大事记，完成《中国

教育年鉴》（２０１２）重庆大学部分、《重庆教育年鉴》（２０１２）重庆大学部分的编纂；更换了校史

馆部分图片内容，整理新增院士展厅相关资料。组织开展１１级本科生和１３级研究生的“知

校·爱校”参观校史馆活动；全年接待校内外校史馆参观８０多批次，共５０００余人次。

【舆情工作】

通过创新和完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网络舆情研判、舆论引导和舆情信息服务各级领导

部门的能力和水平，获中宣部表彰。全年共上报教育部单条 ３５２篇，采用１２篇，上报综合分

析 ３４篇，采用１４篇；上报中宣部６０４篇，综采４３篇，单采１篇；上报市委１１５３篇，采用２４８

篇，其中专采５篇。自２０１３年９月起，负责向学校党政班子上报校内外舆情监控的《重庆大

学舆情信息周报》，疏通疏导不良反映，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网络问题２０余起。完成中宣

部、教育部和重庆市委宣传部专项调研３０余次。

【网络文化建设】

发挥新媒体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全年新闻网共发布新闻稿件７８４７篇，制作

中国梦、毕业季、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春季运动会、军训等重大活动的专题２２个；利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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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展示学校师生风采、传递校园正能量、提供校园实时资讯以及大型活动图文直播，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学校新浪校方微博共发布３４００余条微博、粉丝近１９万人，腾讯校方微博，粉丝

４１万余人，微博影响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列，荣获腾讯２０１３年度高校新媒体综合影响力十强

大奖；学校官方微信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开始正式运营，截止年底，学校官方微信粉丝近万名。

加强对二级网站的日常督促检查，推动二级部门的网络文化建设。通过打造专、兼职队

伍，发挥团队作战的优势，提升网络文化的整体水平。大力加强民主湖论坛建设，有效地把

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并着手研究新形势下论坛的发展改革等。

（徐方正）

统战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统战工作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年度工作重点，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出

色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实现学校统一战线“五大关系”和谐。学校统战工作在全国高校统战

部长培训研讨班上作典型经验交流１次，在全市高校统战工作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交流１次，

获得 “重庆市统战工作先进单位”、“重庆市侨联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民主党派工作】

开展全校统一战线 “创先争优”评比活动，表彰奖励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先进集体”４

个、“先进个人”４３名、“建言献策与社会服务优秀成果”１０项。制定重庆大学统一战线信息

工作奖励办法。协助市委统战部在我校召开全市高校统战部长会议１次，积极协助校党委

组织召开统一战线双月座谈会３次、民主党派负责人联会３次，召开专题协商会２次，就《重

庆大学章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方案》等重大问题、重要决策征集各民主党派意

见建议。接待民盟中央组织部、民革重庆市委、民建重庆市委、台盟重庆市委等党派领导来

校调研；接待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成都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统一战线成员来校访问。协

助民革沙坪坝区委、九三学社沙坪坝区委领导班子届中调整，协助民进重大支部升格为总支

委员会，协助民盟重大委员会与云阳县人民政府开展盟地合作，为三峡库区建设提供智力支

持，促进学校党际关系和谐。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

认真贯彻中央４号和市委２４号文件精神，承办重庆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调研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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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会，落实了党员校领导联系党外代表人士交友制度。学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舒立春在重庆

高校统战工作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扎实做好党外代表人士的选

拔任用工作》的大会交流发言，受到与领导和会议代表好评；以《“四抓四强”出实招，稳步推

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题，向市委统战部申报２０１３年全市统战工作“双十佳”创新成

果，并向中央统战部、教育部报送此项成果，现已入选全国高校统战工作案例集。在新一届

市政府参事遴选中，新一届市政府参事５０名中，我校入选４名，比上届增加１名。

【民族宗教工作】

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积极配合后勤集团建设好民族食堂和食

堂“清真”专用窗口。密切协调配合相关部门，切实把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落实到各单

位。邀请市民宗委民族宗教处负责人来校为辅导员作了“如何做好维族学生教育管理”的专

题辅导报告，学习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

【港澳台侨工作】

协助学校完成接待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先生一行来校参访的任务。推荐１人（城

环学院李百战教授）当选为中国侨联第九届委员。推荐１人（城环学院李百战教授）获２０１３

年全国侨界杰出人物提名奖（全国共２０名）。开展全校“三胞”亲属中秋、国庆慰问活动，向

全校５００多名“三胞”亲属发送慰问品，上门看望行动不便的“三胞亲属”。

【信息工作】

开发新网站和网上学习系统，方便党外人士信息交流、在线学习、内部资料下载等，向重

庆市委统战部及市侨联投报信息稿件１００余篇，被采用４０余篇。获得２０１３年全市统战信

息工作先进个人、侨联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各１人次。

【统战文化建设】

充分挖掘学校办学历史，抗战文化、统战文化积淀丰厚的优势，精心打造一条自“Ａ区大

校门—寅初亭—民主湖—七七抗战礼堂—周恩来塑像—团结广场—二教学楼大轰炸遗址—

文字斋‘天下为公’纪念碑—一教学楼国民参政会旧址”的统战文化走廊，并把其中“团结广

场”、“民主湖”两景点与统一战线“团结、民主”两面旗帜相对应，使其内涵与内容相结合，为

统战文化走廊“锦上添花”。自统战文化走廊开通以来，先后接待了国民党现任副主席蒋孝

严先生、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工委、沙区政协、沙区统战部、云阳县委统战等部门

有关领导，以及成都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统一战线访问团观览。

（陈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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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委工作

【综述】

机关党委现有３３个党支部，５６５名党员，３５个工会小组，在职职工７６８人，离退休职工

５５４人。２０１３年，机关党委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以“服务基层、服务师生、服务发展”为宗旨，扎实做好机关党建和机关工会工作，不断强

化校部机关服务职能，为学校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思想政治与组织建设】

机关高度关注社会重点、热点问题，有计划地组织培训和政治理论学习，先后组织机关

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两会精神、十八大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

相关文件，开展多形式交流学习，及时督促检查，随时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组织建设，成立学部联合支部、会议中心

党支部；完成５个支部支委员会的改选与调整；发展新党员４名，预备党员转正４名，培养积

极分子２名；转接党员组织关系１２１人；完成５９名党员出国出境审查；推荐的学工部党支部

“‘双服务’主题教育活动贴近师生受好评”被选送教育部思政司，并被编入《重庆大学党支

部活动创新案例集》。

【作风与廉政建设】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各支部完成工作流程优化，工作指南上网上墙；适时开展推优评优

工作，以发挥典型引领作用，促进机关工作争先创优，提高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先后组织评

选出学校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文明家庭”１６户，学校２０１３年教师节表彰先进集体１０个及先进

个人１５名，校部机关１２名机关党委基层支部好书记、“文明家庭”７户；积极与西南大学、西

北农林大学等高校机关党委就机关作风建设进行交流探讨。结合中央八项规定及四风建

设，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层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分工责任制，推进“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的落实。在党费的管理使用、大宗慰问物品的采购等环节，严格执行学校财经制度。协同

纪委对财务、基建、资产、设备、教务、人事等重点单位进行重点督察。督促各支部建立健全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协助科级以上干部和退职未退休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工作的清理。

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四风之害等反腐视频，增强廉洁从政的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党建研究与党务管理】

在研党建课题１项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公开发表党建论文３篇。全年收缴党费１６．１２

余万元，按照校党委要求全部上缴上级党组织。对机关党员和教职工按照学历、职称１０余

项等进行党内统计和教职工统计，获“优秀报表单位”。发放党内资料２２０００余册。对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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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网站改版升级，加强党员信息动态管理以及１２３７１党建信息平台的技术指导与服务。

关心帮助困难党员，看望慰问生病住院党员多名。上传支部组织生活动态８０余篇。

【特色工作与重要活动】

成立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宣传、督导工作小组，设立实践活动日常办公室。各支部

多形式开展教育实践活动，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了解职工诉求，帮助职工解决问题与困难；

设置由机关党委委员定期轮流值班接待群众来访的“群众接待室”；举办不同主题的党建沙

龙活动；实施委员对口联系工作制度，深入指导基层组织建设。积极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群团性健康文体活动。先后组织１２０多人的大型合唱，机关全体职工“１１·２７”登山缅

怀先烈等大型活动，获学校“三八节”女教职工健身比赛一等奖，“放歌十八大，聚焦中国梦”

师生合唱展演一等奖，“中国梦·重大梦”主题演讲比赛一等奖，２０１３年春季运动会获围棋

第一名和团体第三名，篮球比赛男、女组分别获第二名、第三名。

【教代会与工会工作】

强化群众观点，关注教职工诉求，充分发挥民主管理与监督的作用，多渠道、多途径了解

群众需求及合理化建议，切实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以提案的方式参与学校的建设和管理，

机关《关于建设教职工就餐中心的建议》提案得到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并得以落实；推出优秀

的虎溪花园业主代表；完成《虎溪花园幼儿园建设的问卷调查》；召开工会、教代会机关代表

团预备会；为征求《重庆大学章程》（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多次组织集中交流探讨，并提出多

条合理意见。

【职工福利与女工工作】

全年共发放节日慰问（费）品达２５万余元，其中包括春节期间慰问特殊人群１３９人；三

八妇女节慰问女教职工３３８人；慰问重病、家庭困难职工、教职工逝世家属１５人；重阳节集

中慰问机关离退休人员５５４人。做好困难教职工的建档工作及“重大疾病帮困金”的宣传和

收缴工作，共收大病基金６０５４５元；协助校工会组织好机关教职工的健康体检和女教职工妇

科检查等，加大对重病住院职工、家庭困难职工和去世职工家属的慰问力度。通过座谈等形

式了解青年职工，关心青年教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积极呼吁解决青年教职工职业规划发

展。

（唐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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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校区党工委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虎溪校区党工委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在提高校区服务质量，推进校区学生舍区教育，丰富校园文化内涵，保证校区和谐稳

定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通过开设专栏，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为职工购置学习书籍等方式，帮助广大党员干部

领会活动精神并在工作中予以贯彻落实。班子和班子成员通过撰写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对照检查材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整改。

校区党政领导深入到驻校区学院及创新药物中心进行调研，与来自２６个学院的４８名

同学面对面交流；开展《当代大学生课外教育需求调查》和《重庆大学２０１３级本科新生基本

情况调查》调查研究工作，充分了解师生需求。

积极保障由教师代表组成的“虎溪校区服务质量监督教师组”和学代会学生代表组成的

“虎溪校区服务质量监督学生组”参与校区服务质量综合检查，探索师生参与校区民主管理

的有效途径。

【党建及思想政治工作】

一年来共发展学生预备党员１８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７名，其中教工２名、学生５名。

组织４０００余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学校第二十六、二十七期党课学习。对管委会第三党支部

班子进行调整。

在全体教工党员、辅导员和学生党员中开展《理性看、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一书

的读书活动，征集心得体会及读后感７０余篇，并召开读书交流会。

【宣传及校园文化活动】

全年撰写并在学校新闻网和校区主页发布新闻１００余篇，向学校报送信息１０余篇，编

印《虎溪校区信息采集》３６期。继续打造虎溪校区中英文主页，发布６４幅特色图片。“重庆

大学虎溪校区”微博和“重庆大学虎溪学办”官方微博成为校区与学生沟通交流的一个有力

渠道，并以学生为主成立“缙云湖畔”团队博客。

开展院长讲座、星期日讲座及其他学术讲座共８场次，参与学生近３０００人；组织虎溪校

区学生秋季趣味运动会、环校园自行车比赛、拔河比赛及元旦游园庆祝活动；开展第七届“优

秀学生之家”创建活动；积极支持团委、各学院开展活动，支持开展“２０１３年中秋音乐会”、

“２０１４年新年音乐会”、“外语文化节”、“‘魅力物理’科技文化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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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

继续探索舍区教育。加强舍区指导老师队伍建设，引导舍区老师开展舍区教育，推行外

教进舍区、学业辅导进舍区、人文素养提升等教育活动项目５００多项。

加强学生日常管理。修改、完善辅导员考核制度，强化辅导员值班制度。召开全体辅导

员会议１８次，召开工作站站长会议１２次。

积极拓展勤工助学渠道。建立起２２个学生勤工助学组织，设立勤工助学岗位５６０个，

发放勤工助学金４７．９２万元。建立和完善４２００名家庭贫困学生电子档案，为贫困学生发放

冬季棉被８６６床，发放学生大病住院和意外事故补助金４．３万元。举行“忆勤工学子成长

路、惜虎溪新校区温暖情”和“勤美兼并 俭帅共存”为主题的勤工助学组织交流舞会和座谈

会。

完成２０１１级５８５０名本科学生从虎溪校区搬迁至沙坪坝校区的搬迁策划、组织工作，

２０１３级７０００名新生本科生迎新的策划、组织工作。

【安全工作】

完善制度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建立突发事件预案，及时、妥善处理各

类安全事件。实行学生晚间归寝申报制度。组织第八届“关注生命 珍爱生命”系列教育活

动—２０１３安全教育月，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依托学生舍区组织开展“法制教育座谈

会”、“安全无小事”安全教育专题讲座、“法律与道德讲堂”、“新生安全专题讲座”等活动。

严格执行大型活动报批程序，落实安全措施。对５００人以上的大型群体活动进行策划

并事前报批，严格落实安全措施，确保大型活动的安全开展。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及时收集处置网络舆情，全年网络运

行平稳，没有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廉政建设】

党工委把党风廉政作为主要工作来抓，切实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及招投标制度。认真

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建设，对管委会每个岗位进行风险点查找，并根据查找出的风险点制订了

相应的防控措施。

（冯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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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工会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按照上级工会的要求，围绕学校中心工

作，以构建和谐校园为主线，积极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为广大

教职工办好事、做实事，在学校民主政治建设、教工之家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

等方面都取得较大成绩。

【认真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促进学校科学发展】

１．坚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会、教代会工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工会发展道路。二级工会、教代会积极配合，不断提振士气、内涵发展，充分发挥工会桥

梁、纽带和服务教职工的作用。深刻领会教育部颁布的《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精神内

涵，全面做好《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的贯彻落实工作。

工会、教代会积极从源头参与，畅通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反映诉求、宣传学校方针政策

和改革举措等功能为一体的沟通渠道，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建言献

策。召开校工会、教代会第十八次全委会，布置在学校教代会代表和全校教职工中征求学校

章程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工作。

２．召开第十三届工会会员代表暨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学校章程草

案的制定和修订情况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３．召开学校教代会财经监督委员会工作会议。会议通报２０１２年学校财务收支决算和

２０１３年学校综合财务预算（草案）。各委员对学校财务预算编制前期准备、编制原则、学校

财务收支执行情况和财务收支预算草案有了较为详细和全面的了解，各委员结合校外调研

和学校实际情况，进行充分有效的讨论，并对２０１３年预算原则、提高预算执行体系评价和分

析、加强学院经费管理、规范科研经费、学生实习实践经费管理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４．召开校工会、教代会第十六次全委会，会议讨论通过《重庆大学工会、教代会２０１３年

工作要点》，审议《重庆大学在职教职工大病资助基金管理办法》，通报对《重庆大学社会捐

款项目冠名办法（讨论稿）》征求教职工意见的情况，通报《重庆市住房公积金办理住房公积

金、联卡的通知》以及开展２０１３年教职工体检和春运会相关事项等教职工关心的问题。

５．召开校工会、教代会第十七次全委会暨分工会主席会议。会议通报校工会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征求委员对校工会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的意见，到会委员对工

会、教代会工作，工会班子和班子成员存在的“四风”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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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食堂的改造意见。

６．第八届教代会第三次会议共收到提案５０件。经提案工作委员会讨论研究，确定２１

件立案（其中３件并案），２９件不予立案。立案的提案经分管领导签阅，有关职能部门已全

部办理。未立案的提案均对提案代表和单位进行说明，通过意见和建议的方式反映到相关

部门进行处理。

【以人为本，着力为教职工办好事、做实事，促进学校和谐发展】

进一步“坚持以人为本，以服务教职工为神圣职责，增强服务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工作作

风建设。工会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开展的“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

活动的精神和部署，切实为教职工办实事、解难事。２０１３年４月对《重庆大学在职职工大病

帮困资助基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１．２０１３年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为全校教职工送去节日慰问品共计８５００余份，慰问知

名专家、劳模、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困难职工、困难党员等各类人员９２０余人，慰问金额３９万

余元。五一节为教职工送去价值６９万余元的慰问品。

２．继续实施教职工每年健康体检计划，资助患重大疾病教职工。教职工健康检查和女

教职工妇科体检经费达２６０余万元。资助患重大疾病的在职教职工２３人次，金额２９万余

元。

３．资助金额２．８万元帮助６名教职工解决临时困难。帮助３位青年教职工子女就读虎

溪富力南开小学。

４．与商社汽贸联合，搭建优惠购车平台；与新欧鹏集团联合，搭建优惠购买“欧鹏·泊雅

湾”住宅的平台。

【开展教职工教育和文体活动，丰富校园精神文化】

创新教职工教育和文体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依托二级分工会和文体协会举办多层次、多

形式、有特色、贴近教职工生活的教育和文体活动，丰富校园精神文化生活。

１．抓好青年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工作中不断思考、改进，从培训内容和形式上

创新。欧可平书记为青年教职工作《为重大梦 勇于担当》报告，使青年教职工进一步了解学

校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认清使命，勇于担当；请专家学者为青年教职工讲党史知识，帮助青

年坚定理想信念、培养良好职业道德、树立崇高职业梦想；组织青年教职工赴西柏坡学习考

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２．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全年举办庆祝“三八”妇女节教职工健身操比赛，春季田

径运动会及教职工棋牌赛，“中国梦、重大梦”教职工普通话演讲比赛，教职工篮球比赛；与宣

传部共同举办“放歌十八大、聚焦中国梦”重庆大学第六届合唱节展演活动，以及中央芭蕾舞

团走进重庆大学等四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在全校举办摄影、太极拳等讲座，举办新年合

唱音乐会。组织参加重庆市高校教职工钓鱼比赛，重庆市“健康校园杯”高校教授、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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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等赛事。

３．加强对教职工文体协会管理和引导。制定《重庆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管理办法》，进

一步规范协会的管理，支持协会开展工作，吸引更多教职工关注和参与协会开展的各项活

动，挖掘和培养了教职工中的文体人才，在倡导、引领健康高雅休闲生活方式上发挥了更加

积极的作用。

４．开展“文明家庭”创建和评选活动。创建活动以来，涌现一批爱岗敬业、文明守法、夫

妻和谐、尊老爱幼、邻里团结、勤俭持家的好家庭，２０１３年受表彰的文明家庭共１４０户。

５．校工会深入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认真贯彻学习中国工会十六大精

神，学习工会工作理论，提高工会干部的理论水平。工会、教代会结合实际工作，开展理论研

究，结合参与学校大学章程的制定，重点就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教代会在学校管理体制体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非事

业编制人员加入工会，教职工健康保障机制建立，贫困教职工帮扶机制建立等问题进行了理

论研究和探索。

６．加强对各二级工会、教代会专兼职干部的培训。召开工会、教代会工作总结及专兼职

干部培训会，学校及各二级工会、教代会专兼职干部２００余人参加培训。开展学校女工委员

培训，邀请专家做女教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咨询辅导，在全校女职工中开展婚姻家庭问

卷调查。

７．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不断提高工会干部工作水平，按照《重庆大学工会工作作风改进

实施方案》，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大局观念和工作能力。

８．２０１３年获得重庆市总工会颁发的“重庆市教科文卫体系统先进工会组织”、“重庆市

教科文卫体系统女职工工作先进集体”，重庆市教科文卫体工会颁发的“重庆市高校工会工

作综合竞赛特等奖”，重庆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颁发的“２０１３年女职工权益保护优秀品牌

奖”等称号。

（马强慧　黄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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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３年度，校团委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紧密围绕学校“育人”中心工作，以加强青年思

想教育为先导，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成才服务和团组织建设为三大抓手，不断创新工

作思路，突出思想引领和成长服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努力开创重庆大学共青团工作新局

面。

【开展“植入式”思想政治教育】

１．积极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组织动员千余名学生奔赴云南绿春、雅安上里、井冈山及重

庆市等地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２．首次开展心理帮扶类思想政治教育。以一对一作文批改结对的形式开展心理帮扶行

动，成功招募２００余名志愿者，帮扶地区涵盖少数民族聚集地云南绿春、重庆彭水等地。

３．继续大力推进学生代表常任制，首次与职能部处合作成立学生参与校园民主管理的

各类委员会。与校医院合作成立健康促进委员会、与虎溪管委会合作成立虎溪校区服务质

量监督小组以及提案工作委员会；首次建立学生代表见习制度，加强学生代表培训，组织学

生代表参观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等机构；强化学生代表提案工作，正式

立案５６件，１６件已得到反馈和解决。

４．继续深入推进大学生骨干培养。共选拔４１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高级班学员，“菁英

团校”培训５００余名学生团员骨干。

５．继续联合党委组织部，实施推优入党团支部无计名投票和全校统一公示制度。本年

度共顺利开展三次推优入党工作，共推荐１１０９名优秀共青团员作为入党发展对象。

６．开展“劳动，创造，奋斗—我的青春故事”、“感恩，奉献，青春，追梦—毕业季”、“拓群

众路，问青年计，共筑中国梦”系列主题团日活动，１０００余个支部２００００余人参与。

【开展青年创新创业成才服务】

１．和大学科技园办公室联合申报的重庆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被教育部科技部联合

认定为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

２．首次同时举办大小挑战杯两项赛事。举办第二届“树声前锋杯”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１１个学生创业团队获得奖金６．５万元，创业基金资助２０万元；举办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大

学“树声前锋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１４个团队获得项目资助１０．８万元、奖金２．２万

元。

３．学生科技创新培育实现实践化与专业化相结合。与百度公司合作举办“百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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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创新创业面对面”２０１３移动应用创新大赛，与网络中心、软件学院合作举办“数字化校

园学生科技创新大赛”。

４．创新学生科技创新培育。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重庆大学

总分列西部第二，９８５高校第一，获得西部唯一的特等奖（全国３４项）；经管学院王瑞同学获

第八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全国１００名）。

５．加强创业扶持力度。２０１３年共培育创业团队２１９支，其中入驻创业基地１６支团队，

已注册公司１３个，盈利总额达千万以上。

６．首次举办公益创新大赛。举办重庆大学首届“树声前锋杯”学生公益创业大赛，有效

整合公益资源、创业资源，实现公益创业的项目化。

７．首次开设创新创业沙龙、讲座系列，实现学生网上报名，共开展创新创业沙龙、讲座３０

余场，３０００余名学生参加。

８．积极争取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基金会支持，设立重庆大学“未来企业家培养青锋计

划”青年创业滚动回捐型项目专项基金１５０万元。

【全面推进互联网团组织建设】

１．首次建立创新创业专题网站。建立工作坊，实现创新创业工作、创新创业资讯、项目

申报等讯息、功能的整合。

２．强化网上平台建设。２０１３年９月建立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艺术团等官方微信平

台，完成网站、微博、微信、人人等互联网团组织宣传阵地的全覆盖。

３．提升共青团工作互联网宣传建设质量。重庆大学青年在线荣获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

线“百佳网站”称号；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官方微博荣获“２０１３中国大学生新媒体十大有

影响力官方微博”称号；微博协会获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绿植领养”环保活动优秀组织奖。

【全力推进枢纽型团组织建设】

１．完成校团委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原有九大部门整合为组织部、宣传部、学生社团中

心、学生会四部门，保留虎溪团工委。

２．首次实现校团委学生活动财务公开。活动申报、经费额度、经费使用明细、报销额度

等实现财务公开，每周定期更新。

３．首次联合教育基金会，申报中央财政购买社会服务项目，获得１００万元支助。

４．首次设立社团自主活动经费制度。变社团活动经费申请制为固定拨款制，鼓励自主

发展，全年共计拨付经费２０余万元。

５．首次设立社团品牌重点活动“社团发展基金”制度。３９个社团的５６项重点活动获立

１０余万元项立项支持。

６．加强社团培育，注册学生社团２６３个，比２０１２年增长了８０．２％，其中一级社团３２个、

校级社团１２８个、院级社团 １０３个，社团总人数 １４０００余人。全年社团活动 ５００余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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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０余人次参加活动。

７．积极拓宽学生活动资金支持渠道。和英特尔、欧莱雅、新东方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

累计获得社会资金支持１５４万元，首次占到校拨经费的４０％以上。

８．积极联系知名企业开展项目合作，云计算协会获２０１３百度云编程马拉松全国总决赛

最佳百度云奖（全国特等奖）、ＩｍａｇｉｎｅＣｕｐ（微软创新杯全球大学生开发大赛）获得中国区

一、三等奖，获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高度评价。爱心社、环保者协会等获

２０１３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银奖、铜奖等。

９．首次荣获重庆市首届行进管乐比赛金奖。

（熊健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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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

【综述】

２０１３年，语言文字工作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提升师生员工的语言文字规范化

法制意识和语文应用能力为重点，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年度工作重点，加强指导、监督

和培训，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落实法律法规】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重庆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和《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年）》。认真组织学习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加快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

展，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的讲话精神，并加以落实。

【扩大推普周影响力】

“普通周”（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是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国家语言文字方

针政策，强化国民语言规范意识的一个重要品牌活动。以第１６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

动为契机，指导二级单位开展宣传、教育、培训等活动。

【提高应用能力】

深化工作内涵，积极开展语言文字类培训，提高师生员工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一年来，

为二级单位、学生社团开展发声技巧、演讲技巧、朗诵技巧、礼仪规范、普通话规范、求职技

巧、国语规范、多音字辨析等方面的讲座与培训２０场次。各单位开展自培训和用语用字答

题测试活动１３６场次。

与校工会联合组织开展“畅谈心中的‘中国梦、重大梦’”主题演讲赛，与校团委、学工部

和研究生工作部联合开展“书写中国梦”规范字书法比赛。

【普通话水平测试】

重庆大学普通话测试站受重庆市语委办委托，面向社会开展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工作。

２０１３年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专题培训２２期８６场次，参加测试考生１０１８６人次，较去年增加

２３９８人次，涨幅２８．２７％，其中参与测试的重庆大学师生人数为２１５８人次，较去年增加７４３

人，增幅５２．５１％。

【师资队伍建设】

完成教职员工普通话水平摸底统计工作，并掌握上课教师普通话达标情况。对普通话

水平二甲以上的老师进行专题提高培训，选拔出一支具有语言类专业背景的语言类兼职教

师队伍，推荐１人参加重庆市语委举办的普通话测试员培训班并顺利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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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

建立和完善检查通报制度。定期组织二级单位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用语和规范字检查工

作；不定期组织部分语委成员到各二级单位查看该工作开展情况；定期查阅各单位的宣传网

站，对语言文字宣传情况进行查看和统计；定期统计各单位宣传信息情况；定期将检查情况

和工作开展等情况进行通报，以促进各单位的语言文字工作顺利开展。建立和完善普通话

水平测试工作中的报名信息管理、财务管理、考试管理、成绩评定、成绩查询等制度和规范。

【信息宣传工作】

不断改版学校语言文字网，研发“普通话成绩查询”系统，扩大宣传版块，增强图片宣传

功能，添加查询和搜索功能，增设置顶功能。及时更新规章制度、文件、新闻等信息４００多

条，进一步丰富网站内容，其中“普通话考试报名进度”每半天更新一次，方便考生及时掌握

报名信息。督促各二级单位建立语言文字宣传网站，扩大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渠道。

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开展宣传工作，加强宣传力度，如报纸、宣传栏、宣传展板、电

视、ＱＱ、微博、微信、手机报等。

（韦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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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部

【综述】

２０１３年，工程学部在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在各部门、各学院的支持配合下，按照学校

对学部的定位和职责要求，在完善学术评价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师资队伍水平、促

进学科交叉融合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学术分类管理】

工程学部在评价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实施系列改革，对强化学术

分类管理积极进行探索。

１．逐步完善学术评价体系

修订《工程学部高级职称评审要求和实施细则》，以定性考察为主、内涵评价为导向，强

化述职、评分环节，加大校外评审力度。

制订《工程学部教师招收博士生审核办法》，明确“准出”条件，对导师提出更高要求。

制订《工程学部新增博士生导师资格审核办法》，弱化“博导”荣誉光环，强化对博士生培养

质量的要求。

完善各类人才计划及奖励项目评审机制，完成“百千万人才”、“唐立新奖教金”、“宝钢

奖教金”等评审推荐工作。

２．有序推进工科师资队伍建设

有序推进青年教师工程素养培训计划，采取多项激励政策引导青年教师参与培训。

２０１３年学部共派出８名教师到企业培训，完成２０１２年派出教师的考核工作。

统筹制订工科人才引进计划、招聘条件及待遇标准，并在科学网、中国研究生招聘网等

校内外网站上开展招聘宣传。２０１３年，学部共引进加拿大院士１人、“千人计划”３人、高层

次专家５人、“百人计划”１３人、专任教师２３人，超额完成学校下达的人才引进任务。

３．有力保障工科人才培养质量

制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标准与课程规范制定要求》，推动学部所辖各学院将“学生知

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细化，落实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规范中，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召开工程学部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及规格研讨会，从各方面、多层次、系统地对专业培养

目标和规格进行梳理和调整。

制订关于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全盲评工作的文件，对提升工科博士培养质量提出更严

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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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融合】

１．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推进“重庆汽车协同创新中心”的各项建设和国家级中心的申报筹备工作，汇集创新资

源，改革科研合作模式，为新一轮申报做出积极准备。全年共调研走访相关企业２０余次，组

织企业到校发布科研需求２次，与长安、超力对接成功近３０个项目。组织召开第二届理事

会，不断凝炼建设目标和任务、创新机制体制。积极筹建ＣＱＵ－ＵＣ联合学院，探索与海外知

名高校联合开展“协同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新模式。积极推进现代力学中心筹建工作，加

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相关学科发展。

２．推进汽车领域“３＋１＋２”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改革试点工作

不断优化培养方案，强化学生综合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培养。选拔校内外导师近１４０名，

其中，从机械等７个专业选拔第二届汽车班学生近６０名，从海外引进专业课１门、专题讲座

课５门。中心还多次深入企业研讨人才培养合作机制，与长安合作支持学生参加工业设计

创新实践活动。该培养模式被中国教育报、教育部简报等宣传报道，并在第七届全国工科研

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上被学校作为案例进行汇报。

３．统筹规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开展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面上项目清理工作，完成２０１１年项目结

题工作，立项支持２０１３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面上项目５３项。新设力学种子基金３

项、汽车专项项目１４项、汽车种子基金２１项，滚动支持跨学科重大项目１项、力学种子基金

１４项、面上项目５项。

４．打造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

围绕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先后邀请包括美国工程院 ＰｒｉｙａＰｒａｓａｄ院士、中国科学

院过增元院士、福特汽车公司ＣＴＯＰａｕｌＭａｓｃａｒｅｎａｓ等国际一流专家学者来校，举办工程科学

前沿讲坛３６场，内容涉及汽车、新能源材料、力学等工程科学领域和跨学科领域，已形成品

牌效应。

【协调发展】

１．实行民主管理

进一步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和院长联席会制度，并完善学部学术委员会章程和院长联

席会议事规则。２０１３年召开学术委员会３次、院长联席会９次，为学院提供交流管理经验、

解决发展共性问题、共同提升管理水平的平台。

２．探索以行业为背景建设办学实体

学部配合学校相关部门，积极探索以行业为背景建设办学实体的经验，推进重庆大学第

一个行业型学院的筹建工作。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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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开展协调合作

整合学院发展需求和建议，与机关部处协调互补，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共同促进学校

发展。承办２０１３年西门子活动日，促成“重庆大学—西门子合作框架协议”及“西门子资助

奖学金协议”签订，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国际著名企业的合作。承办２０１３福特 ＵＲＰ项目汇报

会，来自澳大利亚ＤｅａｋｉｎＵｎｖｅｒｓｉｔｙ等８所高校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陈　青）

机械工程学院

【综述】

机械工程学院设有机械设计制造系、车辆工程系、机械电子工程系、工业工程系、机械基

础系及制造工程研究所。学院以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科机械基础教学基地为

依托，拥有国家一级重点学科１个（机械工程）、博士后流动站１个（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

士点２个（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９个，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０个，是学

校“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和“９８５工程”创新平台重点建设的研究基地。

【队伍建设】

将引进高层次人才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本年度从美国密西根大学引进詹振飞

博士作为 “百人计划”教师，引进清华大学周佳、西北工业大学柏龙２名博士作教师。

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本年度选送６名教师出国学习研修，组织青年教师岗前培训４

人、外语培训７人、工程素养培训３人。新增“新世纪人才”２名、教授２名、副教授４名。

制定“第五轮岗位设置方案”、“第五轮岗位聘用考核办法”、“教学科研业绩量化计算办

法”等文件，出台《机械工程学院科研成果及项目奖励办法》，充分调动教师科技创新的积极

性，推动机械学科建设与发展。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有党员１６８５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１７６名，研究生党员９６９名（含博

士生、博士后党员）、本科生党员５４０名。党支部４２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１０个、学生党支

部３２个。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党员３２２人，转正３９９人，确定发展对象３８０人，培养入党积极分

子６８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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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认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努力转变工作作风。在教育学习阶段，组织全院党员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以及学校下发的学习材料，开展“赴井冈

山群众路线专题实践活动”。在调查研究阶段，组织开展各层次师生座谈会等，实现教育活

动全覆盖。设置专用意见箱、公布学院教育活动办公室邮箱，充分征求师生对学院领导班子

及个人的意见并认真召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在整改阶段，从工作作风、学科规划、传动

实验室运行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落实学院公房管理办法、优化设岗聘任和考核机制、理

顺专业实验室和基础实验室的管理体制等七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坚持两周一次

政治学习，组织安排领导干部参加干部培训，组织走访困难党员，召开“七一”创先争优表彰

大会。

２．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立足“关爱学生，服务学生，成就学生”方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与制度

建设、素质拓展教育、学业规划与学风建设等各项工作，学生学习生活稳定有序，各种比赛名

列前茅。２０１３届统分研究生就业率达９９．７％，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９９％，连续５年被评为

学校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１）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２项。

（２）获市级教改项目２项，校级教改项目３项。

（３）本科实验教学中心修购计划获教育部批准立项１０００万元。“工程制图 ＩＩ”、“机械

原理”、“机械基础实验”获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

（４）出版教材２本和习题集１本，发表教改论文１５篇。两本教材进入重庆市“十二五”

第一批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名单。

（５）撰写《机械工程学院专业实验室建设方案》，成功申报建设《机器人实验室》、《机电

一体化与控制技术实验室》、《数控实验室》３个实验室，学校共拨款３６０万元。

（６）完成第三届ＳＲＴＰ项目结题验收６１项，其中学校优秀项目二等奖２项。

（７）参加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获得“成本与制造分析第二名”的成绩。

２．研究生教学

招收研究生的质量稳步提升，去年接收校外９８５学校的推免研究生年增长２０％。２０１３

年录取工程硕士生数量年增长４０％，连续３年名列全校第一。

【科研工作】

本年度学院实到科研经费３８９６万元，年增长１０％，其中纵向经费２３７４万元，年增长

１３％，占科研总经费的６１％。获省部级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获权国家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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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４９项。发表科研论文１５０篇，其中ＳＣＩ收录期刊论文３４篇、ＥＩ核心期刊论文５９篇。

【学科与平台建设】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通过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并列第八，全校唯一进入全国前１０％的

学科。

以王茜教授为首组建“传动副接触界面力学”交叉学科团队，以张正文教授为首组建

“先进制造跨学科创新平台”。申报的国家“８６３”计划“高效高精度大型选择性激光熔化成

形装备研制及其在航天中的应用”３Ｄ打印项目，以小组第一名被选入库。

【对外交流与合作】

继续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开展合作交流、学术讲座、科研

合作等。全年教师出国交流３５人次。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共计１９人。接收３

位留学生来学院攻读硕士、学士学位，６名法国交换生来学院学习一学期。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正式启动，第一届学生６８人进入该学院学习。与比

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物流学院合作计划成立联合学院。

（冯文军）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综述】

２０１３年，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实验室条件建

设及日常运行管理等方面按计划完成相关工作，并完成国家重点实验室５年一次的评估工

作。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实验室在编教职员工有４１人，其中管理、实验岗位７人、教学科研岗位３４人。

实验室“千人计划”２人，机械学院进入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１５人，其他固定研究人员２人。

其中新引进重庆大学“百人计划”１人，专任教师１人。

【科研与学科建设】

２０１３年实验室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项，“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５项，实

到科研经费３１６７万元（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业务费４００万元、开放运行费３８０万元）。

本年度发表署名实验室的论文４６０余篇，其中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９１篇，ＳＣＩ收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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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篇，ＥＩ收录论文１２３篇，国内重要刊物发表论文１１６篇，国际会议论文２９篇。获权发明专

利３８项。

２０１３年实验室获省部级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５项、三等奖１项。

【日常运行与管理】

完成实验室新综合实验楼、机械传动系统性能测试实验基地等的维修改造，所有购置设

备安装到位。加强对实验室各类纵向课题的财务监督和管理。对自主研究课题进行中期检

查和结题验收。完成实验室评估工作，实验室全年教学科研秩序井然，安全运行无事故。

【对外交流与合作】

实验室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全年１３人次外籍专家来实验室学术交流或洽谈合

作，４人次老师出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４人出国访问研究和合作。接待国内专家学者来室

参观访问２２００余人次。

（余红华）

电气工程学院

【综述】

电气工程学院下设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电机与电器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系、高电

压与绝缘技术系、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系、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系等６个系。学院现有１个国

家重点一级学科、１个博士后流动站、１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１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１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１个国家工科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基地、１个国家电

工电子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１１１”创新引智基地、１个国家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培养

点、１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在全国同类学科排名第５。

【队伍建设】

加拿大工程院、工程研究院两院院士李文沅教授全职到岗。引进杨桦、熊青、高锋、陈强

４名重庆大学百人计划和３名专任教师；廖瑞金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陈伟根教授

获批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蒋兴良教授获批重庆市百名学术学科领军人才，李剑

教授获批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杜雄教授荣获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新增博士生导师

１０人、硕士生导师３人，３６名博士生导师通过２０１４年招生资格审查。新增教授２人、副教

授３人、高级实验师１人。１名在职教师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８名中青年教师出国培训

进修，５名教师从国外学成回校工作，具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专任教师达６０人，占专任教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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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５２％。通过人才派遣方式招聘专职辅导员２名，通过院劳务派遣方式招聘管理人员３

名，５名教职工退休。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学院有党员９２７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１０５名、研究生党员５５５名、本科生

党员２６７名。党支部２８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７个、学生党支部２１个。新发展党员１５７名，

其中研究生党员２８名、本科生党员１２８名。教职工党员比例６５．２％，研究生党员比例６７％，

本科生党员比例１６．６％。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征求意见箱、邮箱，领导分别到各系以及召

开青年教师、离退休老师、一线教师、实验室教师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调研和征求意

见工作。出台《电气工程学院关于推荐院、系级后备干部的通知》（电院委［２０１３］２号）文

件，确定院级后备干部人选１１人，系级后备干部人选１６人，选拔挂职院长助理２人参与到

学院的管理工作中。开展“电气先锋工程”，表彰１个“先进党支部”、５名“优秀共产党员”、

１名“优秀党务工作者”、３名“师德师风先进个人”。组织领导班子填写《重庆大学岗位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信息表》，并对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等职权事项，严

格梳理工作流程，从过程管理上实现廉政风险防控。成功举办“电气之家”活动、“三八节”

和“重阳节”参观游览活动以及组织教职工体检。举行“电气之运”活动，组建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三个教工俱乐部。荣获校“三八妇女节”教职工健身操比赛二等奖、春运会教职工团

体第六名、教职工篮球赛男子第四名女子第六名、第六届合唱节“放歌十八大、聚焦中国梦”

合唱展演二等奖等。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完成１２８名学生党员入党材料预审、审批工作和１０６名党员转正的审批工作。在２０１３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中，本科生就业率为９８．８８％，荣获学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与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云南怡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新签订奖学金协议，并给优秀学生颁发奖学

金。

新设立学生能力创新发展基金项目（ＣＩＤＰ），共资助１５项学生资助项目；荣获“重庆市

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称号；创办《电气播

报》宣传新平台；２０１０级５班在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先进暨“百佳”大学生评选中获得市级

先进班集体称号，７舍１０７室获得市级文明寝室称号，２０１０级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郑凯的优秀

事迹作为重庆大学唯一一位学生被推荐到教育部。本科生有１４人次获得国家级奖励、１１１

人次获得市级奖励，２位同学进入学校十大歌手比赛十强，并获２个最佳人气奖。在学校学

生工作特色奖评选中名列第一，综合考评中继续保持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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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完成２８名学生党员入党材料预审、审批工作和１０名党员转正的审批工作。开展学习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系列活动，在“七一”表彰中１个党支部、４名党员获得学院党委表彰。

２８人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１人获重庆市三好学生，３人获重庆市优秀毕业研究生，１人

获重庆市优秀学生干部，１人获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自立自强先进个人。

举办第一届学生学术年会、第三届“电气之光”学术夏令营活动；与东银壳牌石化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研究生迎新晚会；开展“博硕论坛”、“名师铸英才”系列主题报告、摄影与新闻培

训系列讲座及“知校”、“爱校”校史馆参观活动；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岩精神”的党支

部活动和“学雷锋，光盘行动”活动。

研究生就业率１００％，被评为校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研究生分团委、学生分会获得

优秀研究生分团委、优秀研究生分会的荣誉；研究生足球联赛第九次蝉联全校冠军。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成立本科教学专家组，完成本科生人才培养目标的修订；选聘４０位老师担任本科２０１３

级新生学业导师；出台《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高年级本科生学术导师实施计划》（电院

〔２０１３〕１０号）文件，加强高年级（大三、大四）本科生与教师的课外交流与互动。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获准重庆市特色专业；与长江电力续签“订单 ＋联合”的产学研

人才培养协议，组建２０１１级“三峡班”；新招生３６２人，推免研究生９１人，其中１５人获重庆

大学直推资格。受学校委托，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合作，正式启动 ＣＱＵ－ＵＣ项目，在２０１３

级新生中招收４９人，组建“ＣＱＵ－ＵＣ电气班”，实施全英文授课方式和４＋１培养模式；５名

本科生获准参加ＣＱＵ－ＵＷＭ本科生交流项目，多名本科生到国外参加实习项目或交流学

习。

申报市级教改项目６项，其中余传祥副教授主持的《基于４Ｄ教学模式创新实践平台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获批重庆市重点教改项目，侯世英教授主持的《自然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

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获批重庆市一般教改项目，付志红教授主持的《电工电子开放实验室运

行机制的研究》获批重庆大学重点教改项目，新立项院级教改项目４项。全年发表教学研究

论文２０余篇。

获准市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学校集体记功１次；新建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中国

长江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西电集团

公司、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狮子滩电厂、扬州鑫源电气有限公司等８个校外

实习基地。

获得２０１３年全校优秀招生宣传组（第一名）、生源质量稳步增长奖（第一名）；荣获重庆

大学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廖瑞金教授当选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电气类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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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娟获得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大学十佳优秀青年教师称号；张立群荣获

重庆大学实验室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胡建林荣获重庆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吕彩霞荣获重庆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２．研究生教学

在校全日制研究生８２８名，其中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４４１名、专业学位硕士生１９３名，

全日制博士生１８８名、工程博士生１名，留学生５名。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生１１００余名。２０１３

年新招研究生６９５人，其中全日制学术硕士生１２８人、专业学位硕士生９５人，非全日制工程

硕士生４１０人，博士生６２人。成功举办第三届“电气之光”学术夏令营，来自同济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等８所９８５高校１２名同学、中国矿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１７所２１１高校２７名

同学共计３９名学生参加，其中有８名夏令营学员推免至我院。

授位人数共计３４３人，其中全日制学术型硕士１６０人、专业硕士２１人，工程硕士１２６人，

博士３２人，高校教师４人。获得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篇、硕士学位论文２篇；评出院级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６篇、硕士学位论文１８篇。３人获得硕士研究生新生国家奖学金、７人获

得硕士研究生优秀推免生新生奖学金一等奖、１８人获得硕士研究生优秀推免生新生奖学金

二等奖。

与四川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云南电网公司、重庆市电力公司、浙江

清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合作协议，２８名研究生前往合作实践基地

参加专业实践。

获批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个人项目共４５项，获得科研经费共计１９．６万元。发表 ＳＣＩ

论文６篇、ＥＩ核心期刊论文３０篇、ＣＳＣＤ论文８篇、重要国际会议论文３篇。获得专利４项，

设计基于自发脑电信号的ＢＣＩ系统一套，光伏电池充电装置实验样机１台。

【科研工作】

新签订科研合同１０５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５项（面上项目１１项、青年基金４

项）、国际合作项目１项、其它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１２项。除重点实验室经费外，实到科研

经费４１９１．３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１６９０万元、省部级项目经费２１３．５万元。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２

项。发表学术论文３４９篇，质量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ＳＣＩ检索期刊论文６２篇、ＥＩ检索期刊

论文１４８篇。申请专利５８项，其中发明专利５２项；获权专利５９项，其中发明专利４２项。

承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３年学术年会”、“短路电

流受限的电网继电保护学术研讨会”。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电工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电工理论与新技

术、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机与电器、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５个二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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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机与电

器、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６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电气工程１

个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点。

完成重庆市高等学校“十二五”重点学科中期检查工作，完成新一轮“９８５工程”（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阶段建设检查和大型仪器设备建设工作。

２０１３年３月，以“良好”的成绩顺利通过科技部对“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根据科技部评估意见，成立调整委员会对实验室名称、研究方

向及固定人员进行调整。１２月，召开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３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审议实验室名

称及研究方向调整方案等事项，并对实验室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

【对外交流与合作】

组织４名教师赴美国加州大学萨克门托分校访问考察，组织１８名骨干教师对美国、英

国５所高校进行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考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师生超过３０人次，其

中３位教师在国际学术大会作特邀报告。新增４名教师在国内外学术机构任职，新增３名

教师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任职。

聘请加拿大 Ｓａｓｋａｔｃｈｅｗａｎ大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拿大

工程研究院院士ＲｏｙＢｉｌｌｉｎｔｏｎ和美国 ＰＪＭ高级顾问、美国工程院院士 ＭｕｒｔｙＢｈａｖａｒａｊｕ为名

誉教授并担任可靠性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聘请英国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大学教授ＲｏｎＡｌｌａｎ、巴西Ｆｅｄ

ｅ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ｔａｊｕｂá大学教授ＡｒｍａｎｄｏＭａｒｔｉｎｓＬｅｉｔｅｄａＳｉｌｖａ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ＬａｌｉｔＧｏｅｌ为顾问教授并担任可靠性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聘请英国利兹大学张莉教授为学院

长期兼职教授。

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杜伦大学、华威大学，美国 ＭＩＴ、威斯康辛大学、密西西比州立大

学建立的“输配电装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风电系统的可靠性研究”、“新能源电力技

术”以及“高电压技术”等合作研究平台基础上，完成科技部的国际合作项目“可再生能源系

统可靠性研究”，发表合作研究论文２０余篇。

共派出６名访问学者赴美国、英国、丹麦、加拿大等国家的高校进修学习与合作研究。

与加州大学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分校建立学术、科研、工程实践一体化的“１＋１．５”硕士双学位联合培

养项目，第一批４名联合培养学生按计划出国。６名本科生、８名硕士生、３名博士生赴国外

高校学习交流或攻读学位。

新增留学生３人，其中博士生１人、硕士生２人。截止目前，共接收海外留学生１９人，

其中１４名留学生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制定留学生招生、培养和管理方案，以及全英文

授课教师的培训及相应的激励机制等。邀请５位电气工程领域的著名外籍专家来校开设短

期专题课程。

（孟繁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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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学院

【综述】

学院下设动力机械系、热能工程系、热物理系、核能工程系、新能源系、制冷及低温工程

系、中心实验室及学院办公室。拥有工程热物理国家重点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核

科学与技术两个重庆市重点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含工程

热物理、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制冷及低温工程、流体机械及工程、化工过程机械等６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核科学与技术一级硕士授权点，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先进能源动力技术及系统”国家“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学科，设

有“低品位能源利用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热工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热能

与动力工程专业”本科、“动力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获批进入“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重庆

大学动力工程学院—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队伍建设】

学院现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获得或入选者、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以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现任教育部

能源动力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人，核工程与核技术教指委委员１人。２０１３年，

教师博士学位比率为９４％。新进青年教师２人，新增国家杰青１人、教授２人、副教授４人，

具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教师已达７０％。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党员４６４人，党支部１５个。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党员１０８名，其中转

正教工党员１名。教职工党员比例７６．９２％，研究生党员比例６６．３１％（２５０／３７７）、本科生党

员比例１３．５２％（１５４／１１３９）。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召开“能源与动力工程”学术研讨会，发挥学院

教授委员会、教职工大会在学院工作中的关键作用，鼓励教职工结合岗位，研究学习，提高综

合素质。坚持“灵魂工程师系列教育”，探索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学院综合

治理工作获学校先进集体。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圆满完成学校、学院下达的各项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和目标责任内容，没有发生学生

安全事故，促进学院的稳定。打造学生辅导员团队，提升队伍战斗力和执行力，拟定队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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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计划，坚持学生工作集体会商例会制和月报交流制，增强辅导员在新时期下学生思政

工作水平。面对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和核专业政策性遇冷的不利情况，实现学生充分就业，

本科生就业率为９９．５％。成立学院学生科技竞赛中心，与校团委、教务处一起成立重庆大学

学生节能减排协会（一级社团），勇夺全国节能减排大赛１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开展“勤

学业 弘精进 壮动力”系列主题教育，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尤其是与沙坪坝区街道共建市民学

校，重庆日报１１月２７日第二版图文报导。成功举办“动力无限给力青春”２０１４元旦晚会。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着力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学院涌现出以季炫宇博士为代表的一批救人事迹，也呈现出

“三月学雷锋，动力看季博”的良好氛围，季炫宇博士事迹被《重庆日报》、华龙网、重庆电视

台以及搜狐、新浪等十多家主流媒体采访报道或转载报道。季炫宇博士先后获得社会良好

赞誉，被评为沙坪坝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重庆市优秀毕业研究生、重庆大学栋才奖学金

“十佳学生”等荣誉。积极参加研团委承办的“高校正能量，大家谈”为主题的本硕博论坛以

及校园生活成长经验交流会。研究生就业率为１００％。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下设核工程与核技术、能源动力类两个本科大类专业，其中能源动力类包括能源与

动力工程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两全伟业。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１６７名。截至年底，学院有市

级精品课程１门、校级精品课程６门，市级精品教材２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３部，国家

“十二五”规划教材４部，廖强教授被评为重庆大学教学工作优秀教师，郑朝蕾副教授被评为

重庆大学十佳优秀青年教师。

２０１３年，学院承担的重庆市重大教改项目“优化理论课程、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与素质”进展顺利，阶段性成果突出。承担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面向新工业革

命的工程教育体系研究”第七子课题“面向新工业革命的新能源领域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能源动力与电气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能源与动力工程

专业成功获准成为重庆市“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本年度共有３个项目获得重庆大学优

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２．研究生教学

学院硕士招生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接收“９８５”和“２１１”高校生源共计５４人，占总招生

人数的４９．５％。招收博士生中，全脱产博士生占９１％。在本年度接收校外推免研究生工作

中，生源质量明显提高，引进９８５高校学术型硕士６人。在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中，根

据学校布置，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业务考核分流制度，依据考核结果，实行优胜劣汰。

本年度学院学术学位研究生共发表论文１４９篇，其中 ＳＣＩ论文１８篇、ＥＩ论文５４篇，高

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论文１２篇。博士生中 ＳＣＩ／ＥＩ／ＣＳＣＤ的人均产出和人均科研经费排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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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前列，４人次获得优秀学位论文和学术奖。１０名学生申请２０１３年国家高水平大学联合培

养项目，６名学生获得批准，并接收留学生１名。

在实践基地建设方面，学院分别与国电南贵发电公司、贵州盘南发电公司、四川白马发

电公司和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等四家企业签订校外实践基地合作协议，使学院拥有

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达到８个。

【科研工作】

学院科研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青年教师参与的科研项目“燃料电池中多相能质传递

与电化学反应的相互作用机理”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三）。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５６

项，合同金额２２８９万元，实到经费共９６４万元。其中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９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１项、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及科技计划１６项。２０１３年到校

经费１５７８万元，软件经费１２７４万元。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及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１１９篇，其中ＳＣＩ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４７篇（１区论文１０篇、２区１３篇），ＥＩ核心收录期刊

上发表５２篇。获授权发明专利１５项，申请公开发明专利１８项，获权实用新型专利５项，申

请公开３项。获国家能源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重庆市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

【学科与平台建设】

成立重点实验室室务委员会，完成“低品位能源利用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

长期建设规划，召开２０１３年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成功举办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传热年会和燃烧年会以及热学新理论青年讲习班。获重庆市创新团队１个。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参加国内学术会议４２人次，出席国际会议、访问交流、合作研究等３８人次。接

待美国、加拿大、英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来院学术交流和访问专家８人。成功与美国

能源基金会续签署合作项目，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工程学院新签国际合作协

议“Ｏｎｅ－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ｓｔｕｄ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Ｄｕ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出国４名联合培养博士，回国

３名。１名巴基斯坦学生来校攻读博士学位，１名美国校际交流生。高访美国１人、普访４

人。

（刘泽筠　周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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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综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下设冶金工程系、材料科学系、材料加工工程系、材料成型与控制

工程系、建筑材料与工程系、装饰材料与工程系、中心实验室。２０１３年在册教职工２０４人，其

中正高级职称５０人，副高级职称５１人。在编教师系列人员１３４人，具有博士学历的９１人，

占６８％。博导５３人，国家“千人计划”Ａ类２人，“外专千人”１人，“国家青年千人计划”１

人，以及重庆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２人、“百人计划”４人。教师中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２

人，国务院学科评审组成员１人，长江学者２人，杰青２人，国家级杰出专业技术人才１人，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３名，重庆市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１人，重庆市突出贡献专家１

人，重庆市百名杰出科技领导人才培养计划１人，重庆市学科带头人１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人

才３人。本年度１人获校优秀教师，１人获十佳优秀青年教师，５人获学校先进工作者，２个

集体记特等功，３个集体记大功以及７个集体记功。

【队伍建设】

新增教师１２人，包括外专千人１人，重庆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１人和百人计划３人，一

般专任教师７人；通过人才派遣及劳务派遣方式补充教辅人员４人。冶金与材料两个博士

后流动站新入站７人，现有博士后２９人（其中冶金１０人，材料１９人）。

新晋升正高职４人、副高职６人。聘请兼职教授４人（罗超、刘珂钊、张鹏程、赖新春），

名誉教授２人（ＤｏｒｔｅＪｕｕｌＪｅｎｓｅｎ、ＮｉｅｌｓＨａｎｓｅｎ），客座教授１人（ＳｒｅｎＳｃｈｍｉｄｔ）。出国进修

人员５人，按期回国３人。新增硕士生导师１２名、博士生导师５名。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

划”１人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１人。获重庆大学“唐立新奖教金”优秀科研奖、教学教

师奖各１人。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现有２２个党支部，７１６名党员，其中教工支部７个，党员１２０名。２０１３年发展党员

１３８名，完成１３２名预备党员的转正工作，取消预备党员资格１名，延期转正１名，保证发展

质量。培养２名教工入党积极分子，组织 １２４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两期党校培训，完善

１２３７１党建信息平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紧紧围绕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任务，把握学院发展宏观大局，有针对性地对

教职工进行爱岗敬业、爱校兴院教育。组织广大教职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先后

组织民主党派统战对象座谈会、教授及青年教师代表座谈会、青年实验人员座谈会、教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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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记和学生支部书记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在重大政治事件中，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稳

定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２．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对本科生以“学业导师”为主体、辅导员为骨干，全员参与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开展理

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责任·感恩·诚信”、“家书寄温情”、“市民学校志愿服务”、井

冈山社会实践等主题活动。研究生支部开展“参观红岩博物馆”、素质拓展训练、诚信教育等

活动。学院拨专款８万余元订购《读者》和其他励志书籍，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心理素质，

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职业规划和自我管理能力。本年度获重庆大学五四红旗团委、重庆大

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等表彰。暑期“三下乡”志愿者团队获重庆市“三下

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春泥之家”社会实践活动获远洋地产“探海者”第四届大学生社会

实践项目校级优秀奖，学生篮球赛获校第三名、２０１０级学生９舍３１０寝室获得“重庆大学文

明寝室标兵称号”等。

【教学工作】

１．本科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各专业招生总人数为５０６人，在校本科学生共１９１３人。另有降级试读学生１６

人，占０．８４％；休学学生２人，占 ０．１０％。本科生就业率为９８．７％。

冶金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冶金工程”获

得重庆市特色专业建设；“土木工程材料”获得重庆市级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获重

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２项；获得重庆市重点教改项目１项、一般项目１项，重庆大学教改项

目２项，发表教改论文６篇。本年度学院开出专业基础课、专业课１６７门次，课程设计１５门

次，专题实验和课夹实验 ８１门次，实践环节３３门次。

国家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结题１４项；本科生发表ＣＳＣＤ以上研究论文３１篇，其中ＳＣＩ、

ＥＩ论文 １１篇 、申请发明专利１３项。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１项，全国大学生混

凝土大赛团体特等奖、个人特等奖、三等奖各１项，全国第二届金相大赛个人二等奖１项、优

胜奖２项，第四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团体二等奖２项。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录取博士研究生４７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２３１人、工程硕士５４人，现有硕士

１０４４人，博士２２９人。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联合培养研究生１３人。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９９．５％。

新增重庆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与实践基地５个，重庆大学研究生重点课程１

项。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超过１６０篇，获得重庆大学高水平论文奖励１５１篇。获重庆大

学优秀博士论文２篇、优秀硕士论文３篇。授予博士学位４３人，还有１６４名学术硕士、１７名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９名工程硕士和１名高校教师毕业并授予相应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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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

新增科技项目１９４项，新增国拨合同经费５６４１万元，实到科研经费４９７７．５万元。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４项，经费１３３０．５万元，其中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１项。发

表科技论文２２６篇，其中ＳＣＩ／ＥＩ论文１６７篇，在Ａｃ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等高水平期刊上取得重要突

破。申请发明专利３５件，获权发明专利４４件，实用新型专利１件。获得２０１２年度省部级及

以上科学技术奖励７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

【学科与平台建设】

完成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学科评估总结，进行重庆市重点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冶金工程）中期建设总结。“９８５”三期总拨款７１３２万元，已使用７０３４万元，其中用于平台建

设经费为５６１１万元，占７８．６７％，队伍建设经费１６２７万元，占２２．８１％。以学院为主的重庆

大学材料学科进入ＥＳＩ全球前０．４３％。具有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的电子显微镜中心已

在虎溪校区施工建设。

【对外交流与合作】

承办 “第一届东亚地区电子显微学会议”、“第八届先进陶瓷国际研讨会”、“第五届国

际镁合金会议”、“薄膜材料国际研讨会”预备会议，ＮＳＦＣ－ＪＳＰＳ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新签国际合作协议２项、国际教育合作３项。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挪威科技大学、丹麦技术大学分别签订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合作协议。聘请 ＤａｖｉｄＲｏ

ｂｅｒｔ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ａｎｄｅｒｓ、万唯实等各类外籍专家２８人。接收３名巴基斯坦博士生，１４名博士

参加公派留学研究生项目。全年３０人次教师因公出访，７名博士参加国际会议，１名硕士参

与短期游学交流。

在校友的支持下，２０１３年新增设奖助学金项目２项，全年发放各类奖助学金近１００万

元。

（马　岚）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综述】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下设采矿工程系、工程力学系、基础力学系、环境科学系和安全工

程系。学院还有矿山工程物理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环境工程研究所、资源综合利用工

程研究中心等４个研究所和中心。学院拥有“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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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煤气层瓦斯抽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学院拥有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和

国家“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创新平台。

２０１３年，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１项。学院科研经费实际到帐３１４６万元，其中软件

费到达１３４３万元，占科研经费的４２％。２０１３年，“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顺利通过科技部的验收和评估，采矿工程国际化培养特色实验班成功获学校批准。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２６日，学校依托学院力学系成立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１０２人，其中教师７６人、退休２人。教师队伍中，中国工程

院院士２人、长江学者２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１个，新增教育部创新研究

群体１个，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３人（卢义玉教授为新增人员）、“青年千人计划”入

选者１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２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１人、“巴渝学者”

岗位２个，新增１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学院引进７名博士人员（包含１名日籍千人

计划、２名海内外教授）；引进４名硕士人员（其中１名辅导员、１名办公室管理人员、２名实

验室工作人员）。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６６人，占教师总数的８７％；具有副高级以上职

称的人员６９人，占教师总数的９１％。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党员人数４５３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８４人、研究生党员２５１人、本科

生党员１１８人。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行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组织开展好“为民务实清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认真贯彻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坚决反对“四风”，抓好理想宗旨教育、党性教

育、廉政教育。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责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充

分发挥群团组织和民主党派的作用。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努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不

断提升管理工作水平。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加强爱国主义、感恩教育，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引导学生文明健康上网。以“盛世中国，追梦青春”主题活动为契机，结合本院特色开展

理想信念教育系列活动。在学生党员开展“树党员形象，做时代先锋”和党的知识竞赛等主

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在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１２名本科生获

市级奖励，１３４名本科生获得校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优秀毕业生等个人奖

项，校先进班集体２个。依托重庆大学绿色青年志愿服务队、重庆大学大学生安全协会等社

团，大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全年学生刑事及安全案件和心理障碍方面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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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对研究生进行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不断改进研究生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软环境”，在校园文化建设上构建以秋季研究生学术节、冬季研

究生体育节和春季研究生艺术节为主干的活动板块，形成研究生活动的系列品牌和特色。

组织观赏辛亥革命记录电影等教育主题组织生活，举办研究生学术科研论文写作经验交流

会、就业经验交流会以及党员交流活动。建立和健全研究生勤工助学服务体系、心理健康体

系和就业服务体系，为研究生设置３位兼职辅导员和１位研究生助管，每３０人设置一位心

理委员，为研究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体制保障，实现零心理事故的目标。进一步规范评优评先

工作，１６０名研究生获得校级优秀研究生、优秀团干、优秀毕业生等个人奖项。

【教学工作】

１．本科生教学

学院有采矿工程、工程力学、安全工程、环境科学四个本科专业，重庆市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重庆市精品课程４门、重庆大学精品课程２门，承担３门全校性技术基础课的教学任务。

采矿工程国际化培养特色实验班成功获学校批准，９月开始第一届招生，本科教学的国际化

办学取得突破。２０１３年５月与蒙古科技大学签署“２＋２”联合培养矿山电气蒙古本科合作

办学协议，同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合作实施“２＋２”联合培养采矿工程专业本科生项目，已经

完成英文版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的学分互认工作。采矿工程专业获２０１３年重庆市本科高

校“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建设项目。２０１３年获批重庆市重点教改项目１项、重庆大学一

般教改项目１项；获得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三等奖１项、校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１项。１人获

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大学最受学生欢迎老师”称号。

２．研究生教学

学院在校研究生５９１名，其中博士研究生１７０名、硕士研究生２３８名，工程硕士１８３名。

２０１３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 １０８名，录取博士研究生 ３９名，硕博连读和直博生比例达到

２６％。新增博士生导师５人、硕士生导师９人。获重庆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４人、重庆市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１人。学院围绕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年度工作重点，制定采矿工

程、安全工程、环境工程专业学位论文标准和形式，修订《学院硕士生奖学金评定办法》，制订

《学院市级优博论文、优硕论文指导教师奖励办法》。为了不断提高生源质量，学院组织各系

系主任和教授到中南大学进行研究生招生宣传。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总科研经费达４０６４．９万元，实际到帐３１４６万元，其中软件费到帐１３４３万

元，占科研经费的４２％。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１项，获授权发明专利２１项、实用新型专

利３项，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其中ＳＣＩ收录６７篇、ＥＩ收录６７篇、ＣＳＣＤ６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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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科研项目及经费表

类 别 项目数（项） 合同经费（万元）

科技部国家基础研究规划项目（９７３计划） ２ ２３０．４

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科研基金 １ ４０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面上项目 １ 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３ ２４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２ ５０

重庆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重点项目 ３ ６０

一般纵向 ５ ５１．５

横向 １９３ ３３８６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矿业工程、力学和环境科学与工程（共建）３个博士后流动站，矿业工程、力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生态学５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采矿工程国家重

点学科，矿业工程、力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和安全科学与工程４个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拥

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１个、教育部创新研究群体１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１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１个。“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科

技部的验收和评估，评估结论为“良好”。教育部学位中心２０１２年全国学科排名于２０１３年１

月２９日公布，矿业工程排名全国第４，安全科学与工程排名全国第１１，力学排名全国第１８。

矿业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和力学三个学科顺利通过重庆市重点学科中期评估。

【对外交流与合作】

承办４场国际会议，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日本等的学者和专家

３９人来院学术交流和访问。新签国际合作协议３项，与蒙古科技大学签订“２＋２”矿电专业

联合培养协议，与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建立实质性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澳大利亚昆斯兰大学

商议联合培养研究生计划。学院现有留学生３人，其中博士２人、硕士１人。

（李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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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综述】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成立并举行学院第一届学生开

学典礼。学院以国家重点学科机械工程和电气工程为试点，引进辛辛那提大学在１９０６年首

创的带薪实习项目，采取“４＋１”模式，实行一学年３学期制，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交替进行。

在５年本科阶段学习中，带薪实习时间总计为１年至１年半。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陈进被任命为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院长；１２月２６日，

张志清被任命为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副院长。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２人（均为教职工党员）。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保中心”的工作思路，院领导班子密切配合，努力

调动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培养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学院的凝聚力。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学生日常教育中，积极吸收先进同学向党组织靠拢。

截止年底，已有３名同学顺利通过党课考试，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教学工作】

学院下设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两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本

科生６６名，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１７人、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４９人。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电气工程与自动化２个本科专业。共开设英语写

作、微积分一、工程制图、大学化学、大学化学实验、体育一、军事理论与训练、以及 Ｃ语言编

程等８门课程。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通过全校性选拔，派出３名年轻老师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进行课程培训，４

次接待辛辛那提大学相关专业教师来院交流讲学。

（李　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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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部

【综述】

２０１３年，建筑学部围绕学校工作目标，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模式，本着“对内增强凝聚力，

明确方向，提高效率；对外扩大影响力，服务行业，强化协作”的工作思路，在人才培养、队伍

建设、科研基地、交流合作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

【人才培养】

深入、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完成首届多专业联合毕业设

计试点，以实际工程为题，共有７个专业、１８名学生、１４名指导教师参与。

与中建总公司合作共建“中建讲坛”，全年举办三次，中建总公司董事长易军担任首讲嘉

宾。

提升学生学术能力，创新活动形式，在本科生中举办“建筑学部第一届建筑方案设计大

赛”，在研究生中创办“建筑学部首届学术交流论坛———醍醐论坛”。

【队伍建设】

全年引进院士１名，外专千人计划１名，百人计划２名，高水平学术人才２名。

完成２０１３年建筑学部职称评审工作。制定《建筑学部教师招收博士生资格评审办法

（试行）》，完成２０１４年博导遴选和２０１３年新增硕导遴选工作。完成各学院八、九、十级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年度考评和推优工作。

推荐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１人，重庆市“两江学者”２人，巴渝学者１人，重庆市第四

届规划委员会委员４人。

【科研基地】

准确定位，多举措推进科研平台建设。加大“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培育力度，全面启动中心工作。在Ｂ区第二综合楼十五、十六楼设立固定办公场所和

研究室，召开理事会。选举周绪红担任理事长，新增西南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招商局重

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核心协同单位，林同蒳国际等参与单位，按照“一套标准体系、三

类集成示范、五项技术突破”的任务导向开展各项工作。

进一步充实钢结构中心，引进高水平人才２名，专任教师２名，与中建钢构签订“中建钢

构—重庆大学钢结构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交流】

举办第五届世界建筑史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预应力技术创新研讨会暨

预应力结构分会理事长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岩石动力学学术会议、第二届“ＨＡＣＨ市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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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学术论坛、第六届建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第三届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

大会、第二届重庆大学可持续城市发展国际会议。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签订本科生交换计划协议，与日本日建设计公司签订实习合作框架

协议，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低碳与绿色建筑领域（尤其是水处

理理论与技术方向）研究生联合培养及科研合作。

与武隆、万州、汉源等地方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贵州建工集

团、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林同蒳国际公司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及设立奖学金等具体执行

协议。

【管理建设】

成立教学委员会，对教学事务进行讨论、管理、监督。完成Ｂ区第二综合楼十五、十六楼

的办公场所装修、入驻等工作。

（陈　娜）

建筑城规学院

【综述】

２０１３年，建筑城规学院各项工作稳步发展、开拓创新，在队伍建设、党建和思想政治建

设、教学、科研、学科与平台、学科建设及研究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工１９２人，其中正高级职称２８人，副高级职称５６人。新增教授２

人、副教授４人，学院教学科研岗位引进人才２名，均具有博士学位，其中１人为国外引进。

１人获重庆市“两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学院已形成学科方向齐全、年龄结构合理、梯队配

置完整的教学研究队伍。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有党员５５８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９５名（含离退休党员１名）、研究

生党员３６３名（含博士生党员６２名）、本科生党员１００名。党支部２７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

７个、本科学生党支部５个、研究生党支部１６个（含博士生党支部１个）。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

党员４４名，其中研究生党员１０名、本科生党员３４名。教职工党员比例４８．２％，研究生党员

比例５３．９％，本科生党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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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学院党员情况统计表

类别 教职工 研究生 本科生 小计

党支部个数 ７ １６ ５ ２８

在册党员人数 ９５ ３６３ １００ ５５８

全年发展党员人数 ０ １０ ３４ ４４

党员比例 ４８．２％ ５３．９％ ８．９％ －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党委围绕中心工作，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的八项规定，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党政领导和党员教职工为主体开展

学习和教育实践活动，分层次、分类别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建议，落实整改责任，建章立制形成

长效机制，促进学院健康科学发展。坚持廉政责任承诺制度和“三重一大”制度，推进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自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本科学生工作以建好学生工作队伍为切入点，以“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人才培养为

宗旨，以学生第二课堂活动与实践为载体，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为目标，努力做好学生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学院特别重视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

的学生教育管理的理念、方法、措施，努力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建立和完善以德才兼备

为导向的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制度办法，包括学生评奖、评优、保送研究生遴选等。加强学

生党支部建设，拓展组织生活形式，把支部活动与理想信念、认知社会等相结合，开展主题特

色活动。组织开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系列培训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和社会

实践能力。积极引导学生广泛开展具有专业特色的学习竞赛和学术、科技、文化、艺术、体育

活动。做好２０１３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指导、咨询、服务工作，本届毕业生共２１５名，就业率达

９９．５３％，其中深造率为３３．５％（含出国深造３２人、保送研究生４０人）。

２人获全国大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三等奖，６人获全国大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优秀

奖，１个班被评为重庆市优秀班集体，１人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学生，１人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学

生干部，２人被评为重庆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１人被评为重庆市青年志愿者先进个人，１人

被评为重庆市自强自立先进个人，１个寝室被评为重庆市文明寝室，１人被评为重庆市优秀

毕业生，１人被评为重庆市优秀毕业生干部，１人获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重庆赛区特等奖。学院学生工作获学校年终考评Ａ等。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５６０名，博士研究生１１４名。学院以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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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人才为目标，结合本院研究生的特点，努力探索研究生培养教育管理的新思路，完善研

究生教育管理制度，广泛开展研究生学术活动，注重研究生干部队伍的培养，加强研究生党

支部建设，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文体活动。

学院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倡导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学院研究生团委、研究生会

依托学院青年学术委员会，积极协办开展《歌乐山下·嘉陵江畔》、《建言》学术论坛，举办高

水平“硕博论坛”，在学院营造浓厚的学术和文化氛围。学院组织开展重庆大学建筑科普教

育基地系列宣传活动、重庆市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雏鹰计划”、组织并参与为贫困地区建桥

的“无止桥”等品牌活动，主办校级活动“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首届‘画说重大’手绘校园作品大

赛”等一系列活动，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能力。学院重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和经济困难研究

生的帮扶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有１５８人次获得研究生个人奖项，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１００％。学

院荣获２０１３年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教学工作】

１．本科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５月，建筑学专业以全票优秀（七年）通过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

名列本年度１２所国内参评院校第一。《建筑物理》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

筑构造》、《房屋建筑学》、《３ＤＳＭＡＸ建筑表现教程》入选“十二五”规划教材。风景园林专业

入选重庆市“三特”建设项目。本年度申报重庆市教学改革项目一般项目５项，获２０１３年度

重庆市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１项，重庆大学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３项。重庆大

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建筑学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与教学改革》继续推进，已完成

预期年度目标。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筑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完成中期检查。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重庆大学─重庆市设计院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完成中期报

告。

全国大学生设计作业评优中，建筑学专业入选优秀教案２份、优秀作业６份；城乡规划

专业获一等奖２名、三等奖１名、佳作奖３名；“霍普杯”２０１３国际竞赛获二等奖、三等奖、优

秀奖、入围奖各２名；“蓝星杯”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获１０个优秀奖，“西部之光”

大学生规划设计竞赛获一等奖、三等奖、专项奖各１名，４份毕业设计入选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届

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３０余名教师参加全国性的专业教育会议，发表教学论文１０余篇。

２０１３年３—６月，圆满完成建筑学专业八校联合毕业设计、城乡规划六校联合毕业设计、

风景园林两校联合毕业设计以及重大、西建大、哈工大三专业联合毕业设计。２０１４年相关联

合教学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以陆续开展。２０１３年１—６月，参与并完成建筑学部大土木联合

毕业设计。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建筑学本科四年级《高层建筑设计》课程与香港大学联合教学。

学院与台北科技大学初步签订建筑学专业的学生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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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申请立项全国大学生创新实践基金项目４项，结题验收１１项。申请立项重庆大

学校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１６项，结题验收１４项。完成６００套课桌椅和图书馆家具的更

换与补充，增设图书馆教师休息室。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招收研究生４００名，其中全日制学历博士生２５名，学历硕士９２名，全日

制专业学位１０７名，进修留学生１名。工程博士１名，访问学者３名，非全日制工程硕士７１

名，风景园林硕士５９名，提前跟读生４４人。来自“９８５”、“２１１”院校和优质生源学校的优质

生源比例为５８．６％。新增博士生导师５人，硕士生导师３人。２０１３年完成授位１９９人，获得

重庆市优秀博士论文２篇、优秀硕士论文１篇，获重庆大学优秀博士论文１篇。

学院全票优秀通过全国高等院校建筑学硕士学位专业教育评估，国家教改项目“建筑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通过国家学位办验收，获得２项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立项。继续推进一系列关于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改革的措施，建立校内外实践基地，完成校外导师的聘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计招收留学生１５人，同时完成留学生授位６人。专门配备具有出国留

学、培训经验的老师，全程使用英文授课，留学生每年完成７门专业设计课及理论课的学习，

教学效果、秩序良好。分别与香港中文大学、德国杜塞尔多夫应用科技大学等开展研究生联

合教学４次，参与学生人数４５人。２０１３年学院１６名研究生出国学习和访问，本年度２名硕

士研究生获境外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创新基金访学项目资助。

【科研工作】

新增纵向科研项目２４项，合同经费３０６４．２万，实到经费９５５．９万；新增横向项目１６３

项，合同经费９１２２．８１万，实到经费４２４１．３６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项，合同经费２６９

万，已到经费１３７．３万；科技部国家重大专项１项，合同经费８０万；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５项，合同经费２０６９万元；国家发改委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１项，合同经费１５０万；博士

点基金（博导类）１项，合同经费１２万；重庆市科委科技计划攻关重点项目１项，合同经费

４００万元；重庆市科委科技计划重大项目１项，合同经费１００万元；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

科研专项项目面上项目８项，总经费８０万元；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１项，合同经费

３万；区科委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２个，合同经费１．２万。公开发表论文１５４篇，ＣＳＣＤ期刊

源论文８篇，ＣＳＳＣＩ期刊源论文５篇，ＳＣＩ－Ｅ期刊源论文５篇，高水平期刊２５篇，外文２３

篇；ＥＩ核心检索８篇。另外，出版专著６部，发明专利２项，实用新型３项。学院获得教育部

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２０１３年度市级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

奖２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３项。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城市规划与设计国家重点学科，拥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３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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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２个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拥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３个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目前，学院在建筑学、

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３个一级学科平台下，形成包括“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建筑技术”住建部和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中科院住建部“山地城镇与区域环境

研究中心”、“山地人居环境工程与综合技术实验室”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建筑学实验教学

中心”重庆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重庆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等７个研究平台。

２０１３年，学院完成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３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参评全国学科

评估排位分析报告，编写“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认定申报书”，并制定“建筑城规学院

发展战略规划”报告。完成“９８５工程”阶段检查总结报告，配合完成重庆市高等学校“十二

五”重点学科中期检查工作，以及教育部“９８５”平台建设经费使用情况总结工作。

【对外交流与合作】

本年度，学院与英国ＵＣＬ、卡迪夫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近２０所高校在联合设计课教

学、互派教师、联合培养博士、科技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建立长期的国际合作关系，开设英文讲

座２０多次、举行国际联合教学３次。

学院参与承办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景观与创新———适应当代变化

的景观教育国际会议”。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２３日主办 “人居环境的适应性国际会议”，参加

会议的国际专家有１２名，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和日本，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成果，也扩大了学

校和学院的国际影响力。１１月２３—２４日，主办第五届世界建筑史国际研讨会，邀请了美国、

意大利的专家参会。１２月１２—１３日，承办第二届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专家论坛。

本年度，学院共接待国外来访的学校和单位三十多个，短期来访教授及专家６５人次，举

办讲座近４０场，涉及美国、英国、法国、丹麦、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专

家、教授和学生。学院全年教师、学生累计出访进修、交流８０余人次，其中５名博士生到国

外大学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出国出境进行短期联合教学及其他短期学习的硕士生３７人、本

科生１７人，优秀本科生出国交换３人。

（陶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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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院

【综述】

土木工程学院设有建筑工程系、岩土工程系、工程建造系、道路桥梁系、测量工程系和基

础教学系等６个系，土木基础教学实验中心和土木工程专业中心实验室等２个实验中心。

学院拥有工程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等

一批高层次人才。土木工程专业多次以优秀成绩通过全国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被教育部遴

选为全国第二批“品牌专业”，被重庆市教委遴选为重庆市“优秀特色专业”。土木工程学院

目前拥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１８７９名，博、硕士研究生１４５０人。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２１２人，其中工程院院士３人（含特聘１人、双聘１人），副高

职称以上７０余人。现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２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２人，“百千万人

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３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６人，重庆市巴渝学者

特聘教授３人，重庆市学术学科带头人１０人，学院教学科研岗位引进百人计划人选４名。

目前学院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总数近 ５０％，副高职称以上的教师已超过教师总数的

５０％，其中４５岁以下青年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已近８０％。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员情况统计表

类 别 教职工 研究生 本科生 小计

党支部个数 ８ １５ ９ ３２

在册党员人数 １３３ ４５９ １１３ ７０５

全年发展党员人数 ０ ４５ ４８ ９３

党员比例 ５９％ ５０％ １０％

１．教职工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建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作为切入点，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学院结合工作实际和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情况，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解

决“四风”方面突出问题，着力强化宗旨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着力提升服务能力。组织

学院党委委员、支部书记等到四川合江进行党的革命历史教育活动并召开了学院党委扩大

·９８２·

学部（学院）




会议，安排布置学院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创新能力、执行能力，着力解决广大师生

员工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密切与师生的关系，为推进学院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２．本科生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本科学生工作把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作为工作重心，加强社团内

部建设，加强制度完善、干部培训、社团文化建设，形成健康向上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以学

生社团为平台，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和专业特色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综合素

质。第二十七届“冬之声”系列活动继续受到广大同学欢迎，第二届“土木嘉年华”、青协组

织的“重庆大学风筝大赛”、建新报组织的“十大写手”、学生会组织的“ＤＶ大赛”、“土木杯篮

球赛”、“土木杯足球赛”等活动开展得生机勃勃。紧紧围绕“提高工程专业综合素养”这个

核心，积极组织和鼓励学生参与专业竞赛和专业实践活动。２０１３年春季开展了第二届“土

木之春”科技月活动，学生参与面广、专业特色突出，也锻炼学生综合能力素质。学生在参加

第六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制图竞赛中获得团体一等奖，成功实现“四连冠”；“第七届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中学院获得二等奖。２０１３年学生共获得科技文化活动类国家级

团体奖４项、国家级个人奖３０余人次；省级团体奖１项、省级个人奖４０余人次。暑期社会

实践团获得全国远洋之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三等奖和重庆大学优秀团队。２０１３年学院学

生工作获得全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校助学工作先进集体。

３．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把党建作为研究生德育的核心，围绕研究生的发展抓党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思想教育

工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组织生活丰富了党员的教育形式。学院研究生党员数

量稳步增长，研究生党员比例达到６０％以上。

加大学风建设和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力度，成效明显。学院、院研究生会、研究生分团

委组办学科前沿讲座、报告和学术交流活动，培养和拓展研究生实践和科技创新能力。

组织研究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社会活动，成绩突出。积极收集需求信息，强化服务

意识，努力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２０１３届学院研究生就业率达１００％，荣获学校“就业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教学工作】

１．本科生教学

学院开设土木工程、测绘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现有在校本科生１８７９

名。土木工程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土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获准国家“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立项建设（其中土木工程专业为２０１３年新增）。学院现拥有２门国家级精品课

程，８门重庆市精品课程，５门校级精品课程，２个重庆市级教学团队，１个校级教学团队，１门

市级精品视频课程选题立项，２门市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立项。学院现有重庆市教学名师１

名。２０１３年出版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１９部，入选“十二五”首批国家级本科规划教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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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现设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重庆市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１个。６月，土木工

程专业以全票、８年最高有效期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的

考核。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学院招收博士研究生２２人、各类硕士研究生４０１人，毕业博士研究生１３人、各

类硕士研究生２４９人。课程“边坡工程学”被评为重庆市优质研究生课程，课程“结构动力

学”获重庆大学研究生重点课程资助。获得２０１３年度学校优秀硕士论文１篇、优秀博士论

文１篇。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新增科研项目１１３项，合同总经费４５４６．４３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１０项，包括

杰青１项，面上项目４项，青年基金项目４项，会议专项１项；省部级项目１６项，包括科技部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１项，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１项，科技部其他科技计划项目

１项，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科研基金２项，国家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访问学者计划１

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２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１项。其他项目８７项，

包括人文社科及软科学项目１项，重庆市建委科技计划项目２项，专利转让５项，横向科研

项目设计、规划及监理类１２项，横向科研项目自然科学类６６项等。获奖５项，其中省部级

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１项，行业学会奖１项。申请专利１２项，其中发明专利８项、实用新型４

项（已获权）。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具有土木工程、力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结构工程、岩土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

护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土木水利施工及工程力学等６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岩土工程为国

家重点学科，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为重庆市重点学科）。设有交通运输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３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结构工程、岩土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地质工程、工程力学、固体力学、土木水利施工、道路与铁道工程及大地测

量学与测绘工程等１０个硕士学位授权点。设有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筑

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点。

学院拥有“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土木工程本科教学国家级实验

中心。“山地土木工程防灾减灾”为“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是

“９８５工程”创新平台。

由重庆大学牵头，联合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水利

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等单位组建“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自２０１２年６月以

来在重大协同创新任务承担、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资金投入等方面都

有较大成效，申报认定工作正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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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与合作】

学院全年承办两次国际会议，派出教师出国学术访问２０人次，邀请国外专家来学校短

期访问３０余次，先后派出６名青年教师出国培训和合作科研，派出７名学生赴欧洲学习。

就钢结构与组合结构桥梁理论发展、结构损伤识别、平稳化有限元法以及微生物技术在土木

工程中的应用等学科前沿问题进行充分交流。

（马卫东）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综述】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现设有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环境工程等３个

系４个本科专业（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生态工程）。

学院有３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环境科学与工程、生态学，另与土木工程学院共建土木工

程一级学科博士点），６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学院现有１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１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实

验示范教学中心），１个国家“９８５”科技创新平台，１个国家“２１１”重点建设学科（城镇人居环

境质量保障体系与工程技术），１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三峡库区环境与生态部重点实验

室），１个教育部和国家外专局联合基地（１１１引智基地），２个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重庆

大学—江苏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学—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１个重庆市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重庆大学—攀枝花水务（集团）有限公你是），３个市重点实验室和４个

市级实验中心及１个网络教育中心。２０１３年，学院新增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２项，新增科研项

目共计１６５项，合同经费０．６２亿元。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工１３２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６人，教学科研岗９９人，实验室教辅人

员１５人，其他工作人员３人。学院现有教授２７名，博士生导师３０名，副教授４６名，硕士生

导师９３名，获得博士学位的老师占专职教师的７３％。２０１３年引进人才１名，新增正教授３

人、副教授３人。新增国家百千万人才１人，外专千人计划人才１人。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８３８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８９名、研究生党员５０７名（含博士生、博

·２９２·

学部（学院）




士后党员）、本科生党员２４２名。党支部２３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４个、学生党支部１９个。

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党员１７０名，其中研究生党员４１名、本科生党员１２９名；教职工党员比例

６８％，研究生党员比例６３％，本科生党员１７％。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根据学校党委的工作计划，结合学院的实际，院党委在年初制定组织生活安排计划，以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为重点，广泛开展党员教育活动。通过组织理论学习、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加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完善学习制度，培养教职工自觉、主动学习的良好风气。

根据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总体要求，以师德师风建设为重点，以牢固树立

“热爱学生，育人为本”的思想为工作的核心。学院党委紧密结合教学、科研、开发、学科建设

各项中心工作，切实开展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把政治理论学习与

理想信念、师德师风建设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广大教职工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学院

党委紧紧围绕学校和学院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监督保证作用，使上

级党组织和学校党委、行政的各项决定在本单位得到全面贯彻执行。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十八大报告和两会精神，在学生中广泛开展生态文明素质养成教育，

确立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切实加强学生党建和团建工作，培训入党积极分子２７４名，发展

学生党员１９６名，转正１４２名。２０１３届本科毕业生党员达到毕业生人数的４２．２％，研究生毕

业生党员达到毕业生人数的８５．２％。

围绕“领袖工程”、“感恩工程”、“科学工程”开展系列活动。１人获得重庆市优秀学生

标兵，１人获得重庆大学标兵（从０９年评选标兵以来全校每年评选２名优秀学生标兵，每年

我院都有一名上榜），０９建环４班评为优秀班集体标兵，Ｂ８２５宿舍评为文明寝室标兵，３９１

人次评为市校先进个人。本科生发表论文１５篇，获授权专利４项。７０人次获得国家创新基

金资助并在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全国大学

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等中获奖。

王颖等同学的作品《新型低水损管道混合器》在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特等奖为西部高校唯一的一项特等奖。

高度重视安全教育与稳定工作，在钓鱼岛事件、雅安地震等问题上教育引导学生与中央

保持一致。一年来学生遵纪守法，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未发生意外安全责任事故。

加强招生工作，招生宣传成效显著，学院招生分数逐年提高，学院分管的招生宣传地区浙

江省分数每年增长明显。加强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规划设计，２０１３年本科和研究生就业率均

为１００％，均被评为学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１人被评为重庆大学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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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重视研究生学风和学术道德的教育。通过召开学生大会、学生座谈会、导师会，开

展学术道德与诚信教育，积极联系导师，切实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在积极开展评选各

类奖学金、参与学校“争先创优”活动以及重庆市各类评优活动中，提高研究生学习积极性。

广泛开展研究生第二课堂活动。通过开展博硕论坛、学术报告、体育比赛、研究生元旦

晚会、英语竞赛等文体活动、社团活动和学术活动，并在活动中倡导研究生说普通话、写规范

字、帮助本科生，热心学院社会工作，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研究生学会做

人、学会做事。

大力实施研究生助学工程，指导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作好研究生助教、助管、助研以及博

士辅导员的申请和管理工作，认真完成贫困补助、寒假留校补助等的发放，资助困难研究生

完成学习和科研任务，做好２０１３年国家奖学金的评选工作。

加强研究生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组织部分学生进行模拟职场面试，及时发布就业信

息，大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采用多种方式与途径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与联系，加强毕业

生质量跟踪调查，２０１３届研究生就业率达到１００％。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构建“通识教育基础”＋“学科大类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程（含专业核心／主

干）”＋“专业拓展与前沿／模块”＋“实践性环节（含综合项目／综合实验）”的课程体系。根

据研究创新型、卓越工程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应用型不同人才类型培养的需要，同时充分

考虑专业学院教师资源、学科专业属性、教学组织以及专业教学特色，构建课程群教学团队

和团队负责人。制定满足不同人才类型培养需要的课程群标准，为课程体系的优化和课程

整合提供系统指导。针对学生的管理知识和能力、交流和写作能力相对不足的情况，在课程

体系中增加相关课程，如环境工程专业新开设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科技论文写作（中英文）、

工程技术交流（中英文）、资源管理等课程。

按照学生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需求，在教学内容设置中引入专业学科前沿和教师

科研成果，将专业基础教学与学科前沿研究结合，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

力。采用工程案例教学和工程实践型教学，增加课堂教学中典型工程案例的引用，鼓励学生

采用自主讨究、集体讨论、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对老师提出的案例、布置的项目开展研究性

学习、创新性开发。

通过强化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加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学院共有签约的实习实践基

地４５个，其中国家工程教育实践基地２个、重庆市工程教育实践基地１个。本年度新增实

习实践签约基地２０个，基本上实现了小团队（８—１０个学生）集中实习的模式。

结合卓越工程师培养和工程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探索学生在企业全过程完成毕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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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运行模式，通过配备双指导老师（企业和学校指导老师）基本实现卓越培养拟定的培养

目标。探索３个专业和建筑学部其他专业融合的联合毕业设计的运行模式和指导方法，在

培养学生自学、跨专业知识融合的能力的同时，也培养了联合毕业设计教师指导队伍。

２０１３年，国家级创新性实验项目立项共计６项，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共计

２１项。结题的创新性实验项目中国家级１４项（其中５个项目被评为 “优秀项目”），重庆大

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２４项（其中２个项目被评为校级“优秀项目一等奖”，１个项目

被评为校级“优秀项目二等奖”）。

２．研究生教学

学院现有在册全日制研究生８３４人，其中学历博士研究生１５３人（国际博士４人），学术

型学历硕士研究生４３５人（国际硕士４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２４６人（留学生２０人）。

导师９３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３０人。２０１３年新增博导４名、硕导５名，具有博士学位导师比

例９５％。高职教师任课比例１００％。

２０１３年招收学历博士生３２名（国际博士２名），学历硕士１３１名，全日制专业学位１０１

名（留学生３名）。毕业学历博士３３名（留学生３名），学历硕士１３２名。

鼓励在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申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

学公派研究生项目”，３名研究生获重庆大学研究生访学交流专项基金项目资助，获准联合

培养博士生５名，１名硕士研究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

１篇博士论文获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奖，１篇硕士论文获学校优秀硕士论文奖，１篇博士论

文获重庆市２０１２年优秀博士论文奖，１篇硕士论文获重庆市２０１２年优秀硕士论文奖。１名

博士获“黄尚廉院士青年创新奖”优秀个人奖，“系列高效水处理剂研发应用团队”获 “黄尚

廉院士青年创新奖”优秀团队奖，１名教师获创新奖教金获奖。

举办主题为“荟集直辖重庆，关注人居环境”２０１３暑期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通过网

上报名、定向邀请，３２名优秀大学本科生参加本次活动。接收２０１４年校外推免生人数１０

人。

举办第二届美国“ＨＡＣＨ市政环境杯”学术论坛，邀请来自后勤工程学院、环卫监测中

心、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市设计院

市政院、重庆工商大学等校外专家１０位，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１２０余人次报名参加，其

中参与演讲的学生人数达５２人。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１６５项，其中纵向５８项、横向１０７项。合同经费６１９８万元，

其中国拨经费４４９２万元。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项。学院承担中美建筑节能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一期已顺利结题。在国家重大水专项方面继续保持较好势头，在十一五顺利结

题的基础上，２０１３年学院继续承担国家重大水专项项目，新启动２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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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及经费表

类 别 项目数（项） 合同经费（万元）

“９７３” １ ５９３

“８６３” １ ５９３

国家支撑计划及子项 ５ １１０８

国家重大专项及子项 １３ １９７３．８５

国家自然基金 １１ ４９１

省部级 １９ ２３４

国际合作 １ １２

横向项目 １０７ １７０５．７５

校基金 ８ ８０

　　２０１３年，新获颁证省部级科技奖励２项，新申请专利 ４８项，其中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３８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１０项。本年度新获授权专利５２项，其中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３５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１７项。发表ＳＣＩ收录论文６０篇，其中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

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ＰＬＯＳＯＮＥ等一二区ＳＣＩ，以及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Ｉ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等

本学科高影响因子国际学术期刊 ＳＣＩ论文１０余篇。本年度发表 ＥＩ收录论文５４篇，发表

ＣＳＣＤ核心及其他学术期刊论文收录近１００篇。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现有２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２个二级学科的博士授权点。有环境科学与工

程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市政工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２１１工程”三期重点建设学科“城镇人居环境科学与工程”。

加强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组织相关学科专业人士讨论，构建生态学一级学科博

士点课程设置。修改完善招生专业方向和考试课程。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的《环境科

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以优秀通过中期检查工作。完成“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评估。

学院现有１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１个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三峡库区环境与生态部重点实验室），１个教育部和国家外专局联合基地

（１１１引智基地），１个国家级实验示范教学中心（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实验示范教学中心）。

新增重庆市山地城市雨洪安全管理与污染控制研究中心及重庆大学—香港理文环境科技研

究院２个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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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一五期间的精心建设，“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与生态环境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通

过验收，各项建设指标均已超额完成。快速稳步推进“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的建设与运行工作，在此科研平台下构建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向、研究平台与研究团

队，建设进度工作成效明显，并积极准备２０１４年迎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评估验收工作。

学院依托国家级国际研究中心、省部级市级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积极推进团队建

设，依据学科特色、方向优势建设多个研究团队。

【对外交流与合作】

“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和“低碳绿色建筑人居环境质量保障学科创新引智

基地”（简称１１１引智基地）举行启动仪式，并于４月和１０月先后两次召开国际合作基地合

作专家联系会议。基地已经与英国剑桥大学、雷丁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建筑研究院（ＢＲＥ）、

美国罗格斯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ＶＴＴ）、新西兰惠林顿维多利亚大

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签订合作协议。

由中组部批准引进外专千人计划学者、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 ＡｎｄｒｅｗＢａｌｄｗｉｎ教授到国

际联合研究中心工作，任职中心副主任，负责研究规划。聘请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英国布

里斯托大学 ＰａｔｒｉｃｋＧｏｄｆｒｅｙ教授，国际热环境标准 ＩＳＯ７７３０主席、英国拉夫堡大学原副校长

ＫｅｎＰａｒｓｏｎｓ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可持续建筑设计大师ＡｌａｎＳｈｏｒｔ教授作为“１１１”计划基地海

外学术大师，同时聘请２０余位境外专家作为基地合作专家。

２０１３年学院先后主办“可持续城市建设与建筑环境”高层专家国际论坛、“第六届建筑

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会”暨“国际绿色校园

联盟”（ＩＧＣＡ）成立大会和“第四届中日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学术交流会等３个国际学术会

议，邀请到包括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主席、世界可再生能源大会主席、

国际著名期刊主编在内的来自美国、英国、爱尔兰、芬兰、瑞典、日本、丹麦、葡萄牙、新西兰、

塞尔维亚、埃及、南非、韩国、以及中国香港等近２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０余位知名专家和代

表，以及国内３０所高校，１０余个研究院专家学者，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省市建设厅领

导，建筑领域知名企业代表等４００余人出席会议。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ｂｕｉｌ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获国家级全英文精品课程，在此基础上启动与英

国雷丁大学、剑桥大学合作开展系列全英文精品课程的体系建设工作。招收２０余名国外留

学生，开设１５门全英文课程。

邀请６０余名境外专家学者到学校讲学和交流，派出４０余人次的教师和学生到境外参

加学校交流合作与国际会议。近３０名中青年教师和近７０名学生加入英国皇家建筑环境注

册工程师协会（ＣＩＢＳＥ）和国际水协会（ＩＷＡ）。

（吴正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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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综述】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下设工程管理系、房地产系、工程造价系、财务管理系，重庆市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经济与管理中心、现代工程管理研究中心、巨项目管理研究

所、可持续建设研究所、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所、可持续建设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建筑经济与

管理研究中心、房地产研究所、项目投资决策与项目管理研究所、建筑信息管理中心实验室、

重庆大学———中海地产集团职业发展研习中心、工程管理及房地产教学实践中心等教学科

研实践基地。学院协助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组织２０１３届工程管理论坛。工程管理专

业本科与研究生课程均获得国际组织ＣＩＯＢ、ＲＩＣＳ的认证。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８９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２人、教学科研岗位７３人，其他工作

人员（人才派遣辅导员）４人，教学科研岗位引进人才１名。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重视党建及思想政治工作，以学生党建工作统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以“稳定

数量、保证质量、加强教育、提高素质、构筑堡垒、发挥作用”的学院党建２４字方针为指导，加

强学院党建工作。学院党委和各支部十分重视学生党员的发展及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培

养。学院每学期通过党校培训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实现本科学生一年级有党员，一、

二年级建立联合党支部，三、四年级按班建立党支部的工作目标，毕业生中党员比例已达到

５０％。

表１　学院党员情况统计表

类 别 教职工 研究生 本科生 小计

党支部个数 ５ ２０ ２３ ４８

在册党员人数 ５５ ３８８ ３４３ ７３１

全年发展党员人数 ０ ３５ １４６ １８１

党员比例 ６２．９２％ ７６．２３％ ２６．８２％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在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和党支部建设中坚持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将党

建工作与教学科研管理实际相结合，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切实发挥党支部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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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积极作用，使党建工作为学院发展保驾护航。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依托“学习型党组织”竞赛活动，积极加强本科生党建工作，引导学生积

极向上，创先争优。全院本科生获得校级以上奖学金３００余人次，学院专项奖学金５０余人

次。在本年度学校“创先争优”活动评选中，学院本科３个年级５０人荣获校“优秀学生”称

号，３８人荣获校“优秀学生干部”称号，６５人被授予校“先进个人”荣誉称号，１个寝室获得重

庆大学“文明寝室标兵”。２人获得全国大学英语竞赛“一等奖”，５人获得全国大学英语竞

赛“二等奖”，分别有２个和３个参赛小组获得全国房地产大赛大赛一等奖和二等奖。本科

生有２０个小组参加第三届ＳＲＴＰ学生科研训练项目，１５个小组顺利通过结题答辩；１６个小

组参加第五届ＳＲＴＰ学生科研训练项目。另外，本科生３个小组参加了第七届国家大学生创

新训练项目。

学院通过多渠道募集资金设立奖学金，２０１３年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共计４００余人次，为

４００多名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奖、助、勤、补”合计１００多万元。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有本科毕业生３３２名，本科生就业率达１００％，荣获学校就业先进集体。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发展研究生党员３５人，党员人数占研究生总人数的７６．２３％。本年度２２人获

得“重庆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称号，２５人获得“重庆大学优秀研究生”称号，１７人获得“重

庆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称号。

学院自２００９年在研究生会设立就业研究部，专门针对研究生就业的各项事宜进行相关

工作的开展，通过构建信息平台，开展实习前、就业前辅导培训，有力推动研究生就业。２０１３

年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１００％。

【教学工作】

１．本科生教学

学院设有工程管理、财务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２０１２年更名为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

程造价４个四年制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２８１名。工程管理专业三次以优异成绩通

过国家“工程管理专业教育评估”，目前该专业综合实力与办学水平在国内高校同类专业中

处于前列。截至年底，学院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２门、市级精品课程１门、校级精品课程２

门，市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１门、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３门。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７部，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土建学科专业“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５部。拥

有１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工程管理专业平台系列课程教学团队”，１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专

业—工程管理专业，２个重庆市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１位重庆市市级教学名

师———任宏教授。

２０１３年，学院工程管理专业获准重庆市２０１３年本科高校“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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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立项，“体系化的工程管理专业平台系列课程及基于 ＢＩＭ的可视化教学系统”获得重

庆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基于卓越计划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多专业联合毕业设计实践教学模

式创新与实践”获准重庆市２０１３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立项。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本科专业教学手段信息化建设与创新、本科课程负责人制度建设、本科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与相关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本科教学总体质量水平和教学管

理工作水平较２０１２年有较大程度提高。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共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１５４人（其中学术型７６人、专业学位７８人），９８５、２１１

学校生源达到６０％以上，生源质量显著提高。２０１３年共招收博士生１４人，非全日制工程硕

士１９６人。

２０１３年新增全职博士生导师４人，全职硕士生导师４人，新聘请校外任课老师８人，师

生比日趋合理。导师和任课教师职称结构和学位结构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聘请校外行业

知名学者作为兼职导师。

及时调整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注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所有专业学位课程均由

两位教师主讲，教学质量和效果显著提升。２０１３年先后派６名研究生到台湾、香港、澳大利

亚等地进行短期交流。

严把论文质量关，硕士学位论文由学院统一送审和查重，每一篇学位论文由校内和校外

各１名专家评阅，２名专家都同意参加答辩的学位论文即被认为通过评阅，通过评阅且查重

合格的学位论文，其研究生方可参加答辩。注重答辩环节的质量把控，没有通过论文答辩的

将推迟半年再参加答辩。２０１３年获得硕士学位的全日制研究生１３８人，其中学历硕士９０

人、专业学位硕士４２人；获得工程硕士的共７８人；授予博士学位６人。

学院以“硕博论坛———房地产论坛”为平台组织由国内及澳大利亚、荷兰、英国、香港、台

湾等境外专家学者所做的一系列的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

【科研工作】

学院全年新增科研项目６９项，合同经费７９９．７万元，实到经费６１３．４万元，其中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２项；发表论文１０４篇，出版专著１部，发表ＳＣＩ检索论文８篇、ＥＩ检索论文

１４篇、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核心检索论文１７篇。获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排

名第三）。

表２　科研项目及经费表

类 别 项目数（项） 合同经费（万元）

国家级项目 ２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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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项目 ３ １１

一般纵向项目 ５９ ５５

横向项目 ７０ ６６７．７

校基金项目 １８ ６８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及管理”、“区域经济学”、“行政管理”、“土地

资源管理”、“土木水利施工”等六个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工程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二个二级学科获博士点；

招收建设行政管理、房地产行政管理专业方向公共管理硕士（ＭＰＡ），招收建设与土木工程领

域、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士。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院分别与香港理工大学、新加坡

国立大学合作培养“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硕士学位研究生。住建部在西部地

区唯一的“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也设在学院。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该校签订合作与学生交流协议，并将从２０１４年度

开始执行。学院与世界多所著名高校与研究机构合作成立可持续建设国际研究联盟，并主

持召开２０１３可持续建设国际研究联盟会议。本年度学院大力加强海峡两岸大学间的合作

与交流，与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华大学实现了院际互访与研究生互派，开展实质性学术与教学

合作。

学院积极与国外有关专业学术团体进行交流合作，与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ＲＩＣＳ）

和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学会（ＣＩＯＢ）进行有关专业人士的培养与学术合作交流。学院设立

的重庆大学—ＣＩＯＢ学生会员中心与重庆大学—ＲＩＣＳ学生会员中心为学生举办学术交流活

动。

学院承办国际学术会议一次，学院教师、学生累计出访进修、交流 ５０余人次，接待国

（境）外参观来访 ６０余人次。

（曹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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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部

【综述】

２０１３年，信息学部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在学科建设、跨学科平台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

养和学术评价等方面，发挥组织、统筹与监督作用，通过部内各单位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推动学部建设与发展。

【学科规划与建设】

组织学院发展规划大讨论，明确发展目标，理清发展思路，研究工作措施，落实工作任

务。

结合“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和“飞行器测控与通信”两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

设验收，促进信息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拓展信息学科新的发展方向与空间。组织论证“信

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实验室建设方案，成立ＣＰＳ实验室运行管理委员会，探索跨学院

平台的学部管理模式，实验室建设验收获教育部验收专家组高度评价。协调相关职能部门

和学院，全力支持“飞行器测控与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顺利通过验收。

组织“智慧系统和新能源技术研究平台”建设方案评审，获学校学科建设资助。通过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资助，引导和鼓励青年教师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信息学科学术评价体系。完善信息学部高级职称评审

条件，圆满完成２０１３年信息学部高级职称评审，新增教授７名、副教授１３名（不包含单独系

列）。制定信息学部教师招收博士生资格审核办法，组织完成信息学部原博导教师招收博士

生资格审核工作和新增博导的遴选工作，审核通过教师招收博士生资格７３名，新增博导１１

名。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引进“百人计划”学者１０人，补充一般青年教师１０人，新增外

聘兼职教授８人。组织部内各单位８、９、１０级岗位教师学年工作总结交流，并对履职情况进

行评价，供各单位对教师考核参考。组织召开聘用制教师工作总结交流会。组织完成各类

学者、人才计划的推荐评审工作。

【教育教学改革】

贯彻落实学校教学工作会议精神，依据信息学部“学科专业相近，技术发展较快，应用领

域广泛，行业实践性强”的专业特点，提出“强化学科基础，拓展专业口径，跟踪技术前沿，突

出实践特色”的教学理念，制定学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规范。积极组织推进各学院对２０１４

级本科人才方案修订工作，组织专家审议各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启动大类平台课程建

设，推进“信息融合、资源共享、激发创新”的人才培养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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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学校组织召开研究生工作会议，依据“信息学科相近、工作环境相通、适宜校内实

践”的特点，提出涵盖信息技术五大技术体系的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方案，启动支持学院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计划，推进分类培养的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其他工作】

配合学校进行信息大楼的规划设计工作，为确保信息大楼规划设计科学合理，信息学部

与基建处一起，对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信息大楼建设进

行实地考察、分析比较，吸取现代信息大楼建设经验，并结合学校实际，反复组织研究讨论，

形成 “信息学部关于虎溪校区信息大楼建设规划的报告”供学校参考。

完善学部的运行机制，规范学部工作流程。处理学部、学院与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往来公

文和各类申报材料、方案意见、规章制度、评价标准、实施细则、工作规范等材料２００余件

（份）。召开包括正、副高级职称评审、导师遴选、各类人才计划和奖励评审、人才引进评审、

学科建设研讨、教学改革研讨、学部规划发展、校外合作座谈等在内的各类会议近３０次。积

极开展学术活动，建立青年教师学术活动中心，为青年教师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组织开展

ＣＰＳ学术之光等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及研讨活动１０余场次。完成学部网站建设，扩大学部

对外宣传。

（郑洪英）

光电工程学院

【综述】

光电工程学院拥有“仪器科学与技术”和“光学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精密仪器及机械”国家级重点学科，“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

术”三个本科专业，其中“测控技术与仪器”是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拥有“微纳系统与新材

料技术国家级国际研发中心”、“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型微纳器件与系

统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重庆市光电技术工程中心”、“重庆市微光机电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国家、省部级研究基地。

【队伍建设】

学院目前拥有教职工１００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２６人，“９７３”首席科学家１人，教育部新

世纪人才４人，在专职教师中８７％以上具有博士学位。２０１３年学院从国外引进百人计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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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国内引进专任教师１人，通过学校评审百人计划４人、专任教师１人（均具有博士学位）。

陈刚老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年底，学院有党员４３７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５６名（在读博士２名、博士后２

名）、研究生党员２９７人（含博士生党员６２人，硕士研究生党员２３５人）、本科生党员８４人。

全年发展党员９２名，其中本科生４０名，研究生５２名（含博士研究生２名）。６７名预备党员

转正，其中本科生２２名，研究生４５名（含博士研究生３名）。获准校级党建研究项目１项

（高校党建带团建工作中新媒体作用研究）。学院上报的党支部活动创新案例“建立公益型

学生党支部运行机制”被学校推荐至教育部思政司。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党政领导积极落实学校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部署，通过

全体教授学术会议、系内学习讨论、退休教师座谈会、班子内部学习会以及民主生活会等形

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和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作风进一步转

变，学校内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教育实践活动基本达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

病”的总要求。确定３名教职工为入党积极分子。王庆贺老师参加教职工演讲比赛获一等

奖。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学生党员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学生支部书记培训，编印支部工

作手册，规范支部工作；就学院发展规划，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征求学生意见；进行毕业生

党员离校前教育；开展参观校史馆、三峡博物馆、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十八大”及“两会”

精神、“畅谈中国梦”主题沙龙、“青春无极限，共圆中国梦”朗诵比赛、“中华魂—中国梦”演

讲征文比赛等主题教育活动。

校级思政项目《学生心理委员队伍建设的研究》顺利结题；指导国家大学生创业创新性

计划项目（ＳＩＥＴＰ）２项（“重大虎溪和大学城地铁站间建立自行车租赁点”、“Ｍ．Ｇ校园咨询

交流平台”）；组织学生申报综合素质能力提升项目（ＳＱＩＰ），获准立项５项（学生组４项、教

师组１项）。春季运动会入场式获得二等奖。２０１０级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本科生查日东获

得仪器仪表奖学金。

组织在校生利用假期访问校友，返校后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交流；在军训期间组织开展以

系为单位的专业教育；专题研究和制定学生综合评价体系改进方案；划拨专门经费３０００元

购置书籍（人文社科为主），在学生宿舍活动室（Ａ区８舍５２０）建立图书室。

安排专项经费，组织专人收集和梳理出１７０９家用人单位对仪器类、光电类、电子类三个

学科专业方向的需求信息，及时向毕业生发布。华聪、王勇、徐大利等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案

例被央视新闻直播间、重庆晚报、大渝网、新华网、凤凰网等媒体报道。采取邀请用人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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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作通讯评委的方式，开展毕业求职简历制作比赛，增强就业指导的实效

性。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有本科毕业生３０４名，本科生就业率为９７％。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以制度化推进党建带团建工作。１１个研究生党支部以党小组为单位，与本科一、二年级

２０个团支部结对共建，开展学习经验交流、读书活动、职业发展规划、公益服务等活动，增进

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的交流，促进本科生成长，强化研究生服务意识与责任感。

研究生会利用光电论坛，围绕班级建设、气质与生活、毕业生经验交流、管理知识、安全

教育、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教育引导活动。通过研究室推荐研究生作为新闻信息员，扩充

学生记者队伍，并对他们进行培训。

２０１１级硕士生李力获得“２０１３年学校五四青年奖章”，２００８级博士生贾平岗获得“２０１３

年王大珩高校学生光学奖”，２００９级博士生居本祥获得“仪器仪表奖学金”。

毕业研究生１３０名，就业率９６％。本科生出国深造比例达到６％。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下设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三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

本科生１１０２名。截至年底，新增重庆市教改项目立项１项（雏鹰计划），学院获评为重庆市

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雏鹰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先进实验基地，市级教改项目结题１项，新

增教材１本。任春华老师获评重庆市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雏鹰计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优秀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３年，学院本科学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获一等奖５人、特等奖提名１人；

共５组学生参加“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获全国二等奖１项、西部赛区一等

奖２项、西部赛区二等奖２项；共１０组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重庆市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１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立项４项、结题５项，其中有２项被评为

优秀项目；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简称ＳＲＴＰ）新立项１９项，结题１４项，其中２

项分别获得优秀一等奖与优秀二等奖。

对２０１３级新生继续推行小班教授学业导师制。加大优异生选拔力度，继续执行“光电

学院优异生培养和管理实施办法”。针对品学兼优的学生量身定做个性化培养方案，２０１３

年６月，庄奥运同学顺利毕业，完成三年毕业计划，并考取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研究生。

本科生年度发表学术论文７篇。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招收博士生９名，硕士生１２９名，其中学术型８６名，全日制专业学位型（应用型）

３５名，工程硕士８名，生源结构性调整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２０１３年硕士生毕业获得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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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人，博士生毕业获得学位２４人。

成功举办微系统与微米纳米前沿测试技术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２０１３年“光电之旅”暑

期学术夏令营活动。

博士韦玮获得市优博，硕士刘思远获得市优硕，博士段德稳、陈蕾获得重庆大学优博和

博士学术奖，硕士吴迪获得硕士学术奖和重庆大学优硕，硕士史磊磊获得重庆大学优硕。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５４项，合同经费８００３万，实到经费２０５９万，科技成果转化产

业口经费５１１万。其中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１项，国拨经费３５５３万；国家９７３计

划课题１项，国拨经费３００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项，国拨经费８０５万；军工重点８６３

项目１项，国拨经费４１０万；军工８６３项目２项，国拨经费３４７万；８６３子课题１项，国拨经费

５０万。２０１３年度学院共发表论文２０５篇，其中 ＳＣＩＥ收录论文８９篇，ＥＩ收录论文６０篇。

２０１３年度学院申请发明专利６９项，获发明专利授权３２项，５项发明专利实现技术转让，转

让金额１０万元。获重庆市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

【学科与平台建设】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成功召开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第五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新型微纳器件与系统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工业 ＣＴ

无损检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通过教育部科技司验收。

２０１３年４月，成功举办“国际微纳技术及应用研讨会”，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尤

政教授和美国Ｎｅｂｒａｓｋａ大学的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Ｌｕ教授担任大会主席。重庆大学新型微纳器件与

系统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主任温志渝教授主持开幕式并做专题报告，国家纳米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刘前、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昕欣等该领域杰出代表出席

开幕式并做专题报告。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到学院访问交流的境外学者１０余人。出国出境交流访问和选派１年以上国外

进修教师３０余人次，引进海外青年学者（已经通过学校、学部考核）４人。继续巩固与德国

弗劳恩霍夫工程研究院、德国开姆尼兹大学、意大利圣安娜大学、美国 ＵＣＳＢ大学在 ＭＥＭＳ

领域稳定的科技项目和人才培养的合作及交流，进一步拓展了与英国帝国理工和韩国全北

大学的研究合作。

（沈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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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学院

【综述】

通信工程学院２０１３年到位科研经费６７２．０２万元，完成“电子科学与技术”和“信息与通

信工程”重庆市一级学科验收工作，全年各类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２１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获卓越工程师计划，项目“基于自主定位、主动学习的电子信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其中通信测控中心独立运行）。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８９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７人、教学科研岗位７２人。学院教学

科研岗位引进人才５名，均具有博士学位，其中２人为百人计划。曾孝平教授被重庆大学授

予唐立新优秀党务和行政工作者。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年底，学院有党员５９９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６５名（在读博士９名）、研究生

党员３１８名（含博士生、博士后党员）、本科生党员２１６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牢固树立“两个务必”思想，改进党员干

部作风。组织学院师生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

设，提高党员发展质量。加强理论研究和信息化建设，党建研究项目结题１项，成功申报１

项，学院新网站建成并顺利运行。加强宣传，振奋精神，营造和谐氛围，获重庆大学第六届合

唱节“放歌十八大 聚焦中国梦”合唱展演二等奖。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全院本科生有３４６人获各项奖学金。２８３名同学获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优

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等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在班级和团支部建设方面，有

２１个班级、团支部和宿舍受到校级及以上表彰。其中，１个班级被评为重庆市先进班集体，１

个宿舍被评为重庆市文明寝室，１个班级被评为校级先进班集体标兵，１个宿舍被评为校级

文明寝室标兵。学院团委荣获“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有本科毕业生３３３名，本科生就业率达９１．８９％。

学院通过多渠道联系资助，２０１３年学院开始设立“聂荣臻奖学金”，继续推广“星网锐

捷”助学金，认真开展“奖、助、勤、补”工作。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先后开展以“学习十八大精神”为主题的系列党组织生活、“新视野，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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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系列讲座等活动。努力做好２０１３年毕业生就业工作，先后开展“毕业研究生素质拓展活

动”、“招聘面试模拟场景”等活动，组织招聘会１１５场，研究生就业率达到１００％。

学院继续加强对心理问题学生、经济困难学生的关心帮助，进一步规范研究生评优评先

工作。本年度发展新党员３５名，１０８名研究生获得校级以上先进个人称号，３８人次荣获省

级以上科技竞赛奖。其中入选“香江学者计划”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张磊被《中国教育报》报

道，称之为心怀感恩的“学术达人”。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下设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三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

制本科生１３７１名。截至年底，学院有国家特色专业１个，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学

科专业１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１项，市级教学成果奖２

项；国家级精品课程１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１门，市级精品课程５门，市级双语示范课程

１门，市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１门；国家“十五”规划教材２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５部。

曾孝平教授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刘宗行教授被评为重庆市教学名师，学校优秀主讲老师

５０余人。

“电子信息工程”获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学科专业，项目“基于自主定位、主动

学习的电子信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项目“国家

电工电子示范中心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研究与实践”获重庆市重点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项

目，“《信号与系统》课程探究型教学的改革与实践”及“精品课程公开课程教学录像的播放

与质量改善的方法及其网络应用系统研究”获重庆市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项目。２０１３年，

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中新增国家级奖项１６个、市级奖项１３个。印勇老师获重庆市高等学

校优秀教学管理人员荣誉称号。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录取各类新生１７５名，其中博士生１０人、学术型硕士生８１人、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生５６人、工程硕士生２８人。全英文授课ＭＥＣＥ国际研究生８人，其中博士２人、硕士６

人。２０１３年各类研究生毕业与授位１５８人，其中博士５人，工学硕士１４０人，全英文授课国

际硕士生４人，工程硕士９人，１人获重庆大学优秀硕士论文表彰。研究生获亚洲创新设计

大赛一等奖２项，国家级科技竞赛三等奖６项。成功申报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重点项目１项。完善各类研究生培养制度，制定《通信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实施

细则（试行）》、《关于全日制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的实施办法》等文件，修订《通信工

程学院研究生奖助金评定实施细则》、《专业硕士的学位论文标准》。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项，合同金额４９万。获准国防８６３项目１项。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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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２项，其中博导类、新教师类各１项。获准重庆市科委各类项目７

项。

２０１３年全年到位科研经费６７２．０６万元，软件经费４９２．３０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

１４８．８万元，部省级经费２００．５万元，横向经费２４６．４５万元。本年度各类军工项目到位经费

５９．８万元。

发表论文６７篇，其中ＳＣＩ检索１６篇、ＥＩ核心检索２７篇、ＣＳＣＤ核心期刊论文１８篇。

申请专利公开３６项，其中发明专利３４项、实用新型专利２项；获权专利３６项，其中发明

专利３０项、实用新型专利６项。

获重庆市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三等奖１项。

【学科与平台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制定学科发展规划，以空天地信息网为重点凝练学科方向，促进移动宽带

网络基础理论和物联网、传感网、车联网等应用基础的研究，带动 ＤＳＰ、ＦＰＧＡ和集成电路设

计的发展，在地空通信的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形成特色和优势。围绕“２１１工程”———

“飞行器测控及遥感信息传输技术”重点学科以及“电子科学与技术”和“信息与通信工程”

重庆市重点学科建设，稳定和适度扩大现有学科覆盖面，以“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为龙

头，带动和促进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发展。完成“电子科学与技术”

和“信息与通信工程”重庆市一级学科验收工作。

【对外交流与合作】

围绕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国际化办学的建设目标，学院继续实施开放办学，力图寻求和

开拓国际交流与科研合作，接待５名国外学者来访，组织４场国外专家学术报告。选派２名

青年教师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和克拉克森大学进修。派出刘敏教授赴卡拉奇参加“第三十四

届巴基斯坦国际教育展览会”。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建立以教学、科研、工

程一体化的电子与通信工程“１＋１．５”专业硕士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密尔沃基分校建立“１＋１”硕士生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２０１３年学院英文网站全面建成。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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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院

【综述】

计算机学院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２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和１个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拥有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２１１工程”和 “９８５工程”三期
重点建设学科。２０１３年在教育部公布的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排
名第２０位，学院牵头的软件工程学科在１１６所参评高校中排名第１１位。２０１３年新增科研
项目３４项，合同经费１３２０万元。学院在人才培养、特色专业、教学团队等一系列质量工程
教学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果。２０１３年学院记集体特等功一次、记功２次。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１２２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０人、教学科研岗位１０４人，其他工
作人员８人。教师队伍中教授２７人，其中包括国家“千人计划”人选２人、教育部“长江学
者”１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１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２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１０人、全国优秀博士后１人、
重庆市“３２２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３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７人、巴渝学者１人。学
院新引进人员５名，其中引进百人计划１人，高水平人才１人。新增张太平、吴凯稢为２０１２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向涛获“十佳青年教师”称号。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学院有党员５０４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６９名、研究生党员２８７名（含
博士生、博士后党员）、本科生党员１５１名。党支部１８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５个、学生党支
部１３个。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党员５８名，其中研究生党员８名，本科生党员５０名；教职工党员
比例５７％，研究生党员比例４９％，本科生党员１２％。

表１　学院党员情况统计表

类 别 教职工 研究生 本科生 小计

党支部个数 ５ １０ ３ １８

在册党员人数 ６９ ２８７ １４８ ５０４

全年发展党员人数 ０ ８ ５０ ５８

党员比例 ５７％ ４９％ １２％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党委按照学校和学院的整体安排，组织开展“十八大”的等各类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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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召开支部专题民主生活会、教师和学生座谈会等，参

加学校相应的文体活动。学院设立活动专门的意见箱，收集整理各类问题、意见及改进建议

２２条，领导班子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围绕“为民务实清廉”主题，以“反对四风、

服务师生”为重点，在深入查找问题的基础上，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

工作作风等方面深挖思想根源，整改态度坚决、措施具体实在。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日常生活中，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与学

生成长成才教育有机结合，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强化学生党员和党支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和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对广大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并通过网络环境加强学生思想

教育。

２０１３年，全院本科生有３２８人次获得各项奖学金。其中，１６人获得国家奖学金，３６人获

得国家励志奖学金，７２人获得专项奖学金，２０４人次获得综合奖学金。全年获市级以上奖励

４６项，其中集体奖项６项，个人奖项４０项；全年获校级奖励２１９项，其中集体奖励１８项，个

人奖励２０１项。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企业实习等活动。党支部积极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积极学习两会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荐入党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院有３个班级被评为校先进班集体，３个团支部被评为校优秀团支部，１人获校十佳优秀

学生干部标兵提名，９０名同学获校级优秀团员、团干部荣誉称号。学院积极做好学生的奖勤

贷助工作，全年共有３１０名同学获得国家助学金。积极推进网络化教育，建设计算机学院学

生论坛。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有本科毕业生２８１名，总计已就业２６０人，就业率９２．５％。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和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责任

感，注重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良好个人修养的教育。学院以党组织生活为平台开

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规范组织生活的各项考核制度，并做到时间、方式、内容、人员、形

式、效果“六落实”，采取讨论、参观、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丰富党员的教育形式，确保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利用年级大会、主题班会、专题活动等开展研究生诚信教育，杜绝学术

不端、学风浮躁，违背学术道德等不良现象。通过心理测试、心理访谈、心理团体辅导、年级

大会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了解学生心理状况，增强学生对心理健康的关注。

学院先后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教授为研究生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积极

与国内知名企业联系，建立研究生实习基地。在评奖评优中做到公正、公开、公平，严格执行

公示制度，形成积极拼搏的氛围和比学赶超的学习风气，２１人次获得市级以上奖项，１３４人

次获得校级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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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努力做好２０１３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利用毕业班飞信群和 ＱＱ群进行招聘信息发布

及就业交流，加强对毕业研究生的文明离校教育，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９８．７％。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下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四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

制本科生１１８４名。截至年底，学院有国家级优势特色专业１个，国家级精品课程２门，国家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２门，重庆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市级精品课程２门，市级双语示范

课程１门，市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１门，校级精品课程６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３部。新

申请并获得批准重庆市教学改革重点项目１项，一般项目１项。获得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１项，重庆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２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入选国家卓越工程师人

才培养计划。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招收学历硕士１３９人，现有研究生１１０５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１５６人，硕士研究生

９４９人，在校全日制研究生６３２人，在职研究生４７３人，在校留学生１３人。学院以“分类培

养，创新为先”为指导原则，修订各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加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的实践性

课程，并与杭州华三公司和东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等联合建立３个研究生培养实

践基地。建成学术型研究生专业课程２６门，全日制专业型研究生专业课程２４门，计算机技

术领域工程硕士专业课程１２门，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课程１２门，全英文授课课程５

门，重庆大学研究生重点课程４门，重庆市研究生教改项目３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一般项

目２项。全年在读研究生共发表论文１０６篇，其中ＳＣＩ检索５５篇、ＥＩ检索１８篇。获批２０１３

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个人项目申报１８项，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访学交流项目多项。学院建

设１个“优博”培育团队。２０１３年获重庆市优秀博士论文１篇，重庆市优秀硕士论文２篇；重

庆大学优秀博士论文１篇，重庆大学优秀硕士论文３篇；获博士研究生学术成果奖１人，硕

士研究生学术成果奖２人。

２０１３年６月授予学位２０９人，其中学历博士１８人，学历硕士１２８人，全日制专业硕士１７

人，工程硕士４４人，高校教师２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授予学位７６人，其中学历博士１２人，工程

硕士６０人，高校教师４人。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新增科研项目３４项，合同经费１３２０万元，实到经费４９４万元。其中，科技部项

目３项，合同经费５０５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项，合同金额１２９万；省部级项目１１项，

合同金额１７７万；一般纵向课题及横向项目１６项，合同金额５０９万。发表期刊论文２６３篇，

会议论文４篇，发表三大检索论文２５４篇，其中 ＳＣＩ文章５９篇、ＥＩ文章４７篇。学院获技术

发明专利１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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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科研项目及经费表

类 别 项目数（项） 合同经费（万元）

“８６３” １ ４９１

国家支撑计划 ０ ０

国家自然基金 ４ １２９

省部级 １１ １７７

国际合作 ０ ０

横向项目 １６ ５０９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顺利通过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评估，依托于我院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信息

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通过建设验收，形成包括高性能计算系统与网络、服务计算理论与技

术、模式识别与信息处理、信息安全与计算智能、软件技术与应用等五个明确的学科方向，拥

有“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

程”三期重点建设学科，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两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计算机系统结构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三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应用技术三个硕士授权点。建立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软件理论与技术重庆市重点实验室、软件工程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重

庆市软件研发技术中心、重庆市智能交通工程技术中心、重庆市信息安全技术中心、ＣＮＧＩ综

合实验室等多个研究基地。学院设有计算智能与信息安全、网络和网络关键技术及应用、模

式识别与信息处理、软件及应用技术、智能技术与服务等五个研究所。

【对外交流与合作】

全年邀请１０名外籍专家来学院访问交流，其中７名来自美国、２名来自澳大利亚、１名

来自日本。６位教师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作访问学者，５人次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进一步加强国外高校进行教育合作。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签订本科３＋２双学位项目

框架协议。邀请美国西切斯特大学的蒋臻副教授暑期来到学院为本科生开设数据分析与科

研实践的短期课程。重视留学生的培养教育，学院目前已有包括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

的外籍留学生１３名，３名留学生毕业。

加强与公派出国联合培养博士的联系，进两年出国的研究生相继回国，２０１３年派出联合

培养生１３名、３名学成归来。

（申卫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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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院

【综述】

２０１３年，自动化学院科研合同经费达２２２７万元，成功承办第九届全国自动化学院院长

论坛，引进“百人计划”人才２名，晋升教授２人、副教授３人，自动化专业加入教育部卓越工

程师培养计划。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９２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６人，专职教师６７人（教授１４人），获

得博士学位的４１人，占专职教师总人数的６５％。２０１３年学院教学科研岗位引进 “百人计

划”人才２名、国外知名教授３名。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４５６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６２名、研究生党员２５５名、本科生党员

１３９名。党支部２０个，其中教工党支部４个、学生党支部１６个。全年新发展党员８８人，转

正党员７５人。教职工党员比例６７．４％，研究生党员比例５５．２％，本科生党员比例１２．６％。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坚持“围绕党建核心，构建和谐党群”的工作思路，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为契机，以党支部为活动单位，组织开展各项党务工作。组织各种学习活动达２０余次，召

开党员群众座谈会６次，邀请专家进行政策解读１次，学院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１次，通过

各种形式和途径，提高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宗旨意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增强学

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２．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班级和党团支部建设上，院团委被评为“五四红旗团委”，获得“十佳青年学生标兵”１

名，“十佳创新创业先进个人”１名，“十佳青年志愿者先进个人”１人，“十佳自立自强先进

个人”称号１名。在“中华魂”（理想点亮人生）主题读书活动中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在重

庆大学第二届心理手语操比赛中获校级团体二等奖。３各班级体被评为“重庆大学先进班

集体”，１个班级获得重庆大学十佳班集体提名奖，８个宿舍评选为重庆大学文明寝室，１个

宿舍获得重庆大学十佳文明寝室提名奖。

在竞赛获奖方面，获国飞思卡尔智能汽车大赛西部赛区二等奖１个，美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比赛一等奖１个、二等奖２个，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二等奖１个、重庆市一等奖４

个，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比赛预赛二等奖３个、预赛三等奖２个。

２０１３年学院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９７．５％，就业工作考评排名全校第３，被评为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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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下设自动化、物流工程两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０９６名，其中自动化专业

８８７人，物流工程专业２０９人。２０１３年招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２２１人，物流工程专业本科生

５５人。２０１３年自动化专业毕业２２３人，物流工程专业毕业５５人。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本科

教学管理工作考评中等级为优，被评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度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体，获

得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招生工作生源质量持续提升奖。

在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方面，自动化专业获批加入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获２０１３

年度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２项、一般项目２项。２０１２年度全国物流教改

教研课题结题二等奖１个，“２０１３年全国物流教改教研课题计划”１项。自动控制实验教学

中心扩建项目获批１７９．５万元，过程控制系统实验室更新建设项目获批６２．５万元。自动控

制原理实验教学中心扩建项目启动，校级控制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扩容面积４００ｍ２。

在教学成果方面，４个项目得到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资助，１５个项目在“国家大学生

创新性实验计划”第九批、第十批结题项目评审中顺利结题，７项被评为优秀项目、７项被评

为良好项目。在第四届“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结题及评优中获得一等奖２项、二

等奖１项。获得第五届“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ＳＲＴＰ）”立项３０项。１名教师被评

为重庆大学教学工作优秀教师，１名教师获“唐立新奖教金”优秀教学教师奖，１名教师获

“华为奖教金”，１名教师被评为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先进个人，２名教师被评为实验室工作先

进个人，移动机器人研究平台被评为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优秀机组。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新增博士生导师４人，硕士生导师５人，目前共有博士生导师１６人，硕士生导师

４８人。招收录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１３８人，其中学术型硕士７０人、专业学位硕士６８人，全

日制硕士生在校人数３８２人。录取博士研究生２３人，博士生在校总人数９０人。２０１３年研

究生毕业授位人数１２０人，其中工学硕士学位１０６人，工学博士学位１４人。新招在职工程

硕士１１５人，其中控制工程领域２７人、软件工程８８人。

２０１３年新增创业实践课、创新实践课、软件工程３门课程，制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

指标分配办法、自动化学院硕士专业学位学位论文标准和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３级的全日制专业学

位培养教学计划，修订“控制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控制科学与工程”培养计划。成

立学院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修订组，建立起“３２１１”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企业参与、科

教结合、产学研结合的联合实习实践培养基地。形成以导师团队的特色方向为指导主体，与

企业联合建立双导师团队，初步形成责权利统一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

获得重庆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篇，重庆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１篇，重庆大学优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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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１篇。完成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验收并获得优秀。完成重

庆大学研究生优质课程“线性系统理论”验收及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

查（重大项目）。获２０１３年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２项。“重庆大学—川

仪自动化”研究生专业学位培养基地，获得学校示范基地建设。获研究生院“先进个人”１

名，参加工学部“汽车行业”试点班（“车辆工程”）培养计划制定和重庆大学—安特卫普大学

联合培养“物流工程”硕士项目。

【科研工作】

学院全年新承担国家级项目１２项、国家级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１项、省部级及军工项

目１３项、其他项目 ２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４项、青年基金 １项，科技部

“９７３”课题２项，合同总经费为２２２７万元，到账科研经费为１６１４万元。发表论文７８篇，其

中ＳＣＩ论文２４篇、ＥＩ论文２５篇、ＣＳＣＤ论文１２篇。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重庆市

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申请发明专利６３项，发明专利授权１８项，软件著作权４项。

完成“重庆市交通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的验收工作。形成收集科研团队资料、统计科研数据、举办学术报告、推广科技成

果的运行机制，完成９次学术报告，５次产学研活动和２次科研成果推广活动。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有３名教师出国进修，１名教师完成国外进修回国。邀请９名国外学者

到学院讲学和交流，其中５名来自美国、１名来自新加坡、１名来自澳大利亚。聘请１名国外

学者到学院开课，聘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温长云教授、美国德克萨斯

大学阿灵顿分校电子工程系ＦｒａｎｋＬ．Ｌｅｗｉｓ教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学

院石碰教授等国外知名大学教授为兼职教授。成功承办第九届全国高校自动化系院长论

坛，同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合作开展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协调运行及多重容错控制研究项目，

４名教师参加重庆市自动化与仪器仪表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同江苏省邳州市政府开展

全面合作。

（杨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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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

【综述】

软件学院下设软件技术系、应用软件系和教学实验中心，设有软件工程和数字媒体技术

专业方向。学院拥有行业信息化及其安全评测、面向网络计算的嵌入式技术、数字媒体新技

术及其应用等三个学科研究方向。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学位办全国高校一级学科的评估中，“软

件工程”学科位列第１１位（参评高校共计１０６所，其中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有４７所参

评）。荣获重庆市教学成果一等奖，获批共建“数字媒体艺术理论与技术”重庆市重点实验

室，全年科研合同经费５６５万元。首获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项目子课题

（经费２４５万元）。发表学术论文４０篇（其中 ＳＣＩ４篇、ＥＩ９篇）；申请发明专利１４项，获权

发明专利３项。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有４８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３人、教学科研岗位３５人。新增副

教授２人，硕士生导师６人。引进日本九州大学博士１人，聘请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丁津泰教

授为兼职教授。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年底，学院共有党支部９个（学生支部６个、教职工支部３个），党员１９９名（其中在

职教职工党员３３名，学生党员１６６名）。２０１３年发展党员４４名，转正预备党员６７名，培训

入党积极分子７９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学习“两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党

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高校四风具体表现》、《论群众路线———

重要论述摘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学习文件选编》等文件，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设立“党的群众路

线专题”网上教育平台，召开“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和“党的群众路线大家

谈”研讨会，多渠道宣传教育，听取群众意见；查摆学院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丰富

多彩的特色支部活动；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增强反腐倡廉工作新成效；积极发挥

基层分工会及教代会的组织凝聚作用，丰富校园文化，组织教师健身操比赛、校园徒步走活

动、普通话比赛及篮球赛；坚持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及统战工作，认真采纳他们的意见，共

同搞好学院的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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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认真落实学校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精神，以学生外语能力提高和科技创新

能力培养为重点、以提高学生工作队伍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为手段，着力培养学生“耐劳苦、

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重大精神，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在规范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管理服务日常工作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工作制度，建

立学生代表制度、各类奖助学金评审制度、学院团委学生会章程、干部例会制度等，较好地理

顺了学生工作管理机制。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以主题学生活动为载体，着力提升学生思想道德品质与综合素质，提

升学生的软实力，培养高层次的软件产业人才，多次开展“中国梦”、“学雷锋”、“学习十八届

三中全会”主题系列活动。结合专业特点，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并取得优秀的成

绩，如全国数模竞赛、美国竞赛、ＩＢＭ大型机、微软ＩｍａｇｉｎｅＣｕｐ全球大学生科技竞赛、中国大

学生服务外包大赛等。积极邀请知名 ＩＴ企业名家进校园，与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为学生

带来新的软件产业前沿动态。

学院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２０１３年学生获得市级及以上各类奖项９９人次，包括

全国数模竞赛一等奖１人、二等奖１人，美国数模竞赛一等奖３名、二等奖７名；ＩＢＭ主机全

国个人赛一等奖１人、二等奖４人、三等奖１１人、团体二等奖；ＩＢＭＰｏｗｅｒ技术应用大赛团队

赛全国一等奖１支、三等奖１支；微软创新杯２０１３中国赛区团队一等奖１支、二等奖１支；重

庆市首届服务外包大赛第一名等；毕业生英语四级考试通过率为９５％。

在就业工作方面，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全面指导和综合协调。组织召开全体毕

业生就业动员大会，分析当年市场需求，准确定位就业方向；开展专题交流会为学生作推免、

考研、企业、公务员、创业、留学等专题交流；接待中冶赛迪、狐畅游、深圳沃特沃德、上海汉得

等多家用人单位，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沟通平台。２０１３届毕业生人数１８７人，１８３人实

现就业，就业率９７．８％，其中保研３６人，考取研究生１０人，出国６人，创业３人，签约就业

１２８人。签约就业学生绝大部分同学进入软件行业，如阿里巴巴、淘宝、腾讯、三星、奇虎

３６０、华为、金蝶软件等。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加强建立和完善研究生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软件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规

则》，组织研究生党支部认真开展十八三中全会文件的学习系列活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特色活动，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关注贫困家庭学生，注重培养研究生能吃苦、讲实干、求进取

的优秀品格和有理想、重事业、敢创新的时代精神。

努力做好２０１３年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采取及时发布招聘信息和邀请用人单位到学院

招聘相结合，举办专场招聘会１６场，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就业信息３００余条，实现４１名毕业

研究生全部就业，就业率达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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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下设软件工程和数字媒体两个本科专业方向，有全日制本科生７５８名。《“创意、创

新、创业”三位一体的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获批重庆市教改项目重大项目。

《Ｗｅｂ开发技术》立项为２０１３年重庆市精品资源共享课。在《高等工程教育》、《计算机教

育》、《现代教育技术》等期刊会议发表教改论文 ３篇，出版《软件工程实训项目案例 Ｉ》、

《Ｗｅｂ开发技术》（第二版）２本教材。学院设立专项资金，资助《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目标

在课程建设中的探索与实践》、《面向能力培养的数字媒体方向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

践》等１３项教育教学教改项目，涉及“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过程管理与质量保证”、“培

养体系与课程建设”、“学生管理与综合素质提升”等四个方面。完成《软件工程专业本科培

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确定包含９项知识目标、７项能力目标和６项素质目标的软件工程本科

专业培养规格。

修订和完善软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的规范和制度，实现本科毕业设计全过程的质量监

控。引入公司参与毕业设计指导模式，与易思博公司合作，校内教师参与共同指导毕业设

计。为防止论文抄袭，使用“大学生论文抄袭检测系统”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检测。

建立基于“创意创新创业”目标的软件工程创新实践培养体系，优化并调整分层次阶梯

式实践教学体系，制定实训选题、过程管理和验收答辩的管理制度。通过设置“科研训练、创

业训练、自拟项目和校外实习”选题类型，丰富实训选题类型和实训方式，建立微软、ＩＢＭ、百

度、赛迪、易思博等１０多个实训实习基地。

学院《构建渐进性阶梯式工程实践教学体系，造就创新型软件工程人才》获重庆市教学

成果一等奖，荣获“ＩＢＭ２０１３年度最佳软件创新人才培养奖”。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１００人，其中学术型硕士４２人、专业学位硕士４７

人，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留学生１１人。全年共有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２５人（包括留

学生３人、学术型硕士６人）完成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积极探索改革研究生的授课方式、内容和考核方式，探索全日制研究生与留学生合班由

外籍教师全英文授课，开拓研究生的国际视野，促进国际交流。针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培

养，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本年度新增企业实习实践基地１个。

组织完成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软件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的学位论文标准》的修

订工作。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制定和完善研究生招

生、教学和培养等环节４个管理办法和细则（《软件学院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计算及分

配办法》、《软件学院全日制研究生管理规定》、《软件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资助实施办法》、

《软件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细则》），并予以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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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首获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项目子课题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２项、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科研基金２项、重庆市科技攻关项目１项、军工项目５

项。全年科研合同经费５６５万元，实到科研经费４１４万元。发表学术论文４０篇（其中ＳＣＩ４

篇、ＥＩ９篇），申请发明专利１４项，获权发明专利３项。

【学科与平台建设】

在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学位办全国高校一级学科的评估中，“软件工程”学科位列第１１（参评

高校共计１０６所，其中具有“软件工程”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的高校共５２所，参评４７所）；配合

完成重庆市重点学科中期检查工作。

根据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的内涵，学院紧密围绕学科前沿领域发展趋势，结合国家和区域

社会与经济建设需求及自身优势，以“９８５工程”建设为契机，学院凝练学科方向，建立完善

科研团队，实施重点建设。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聘请３名外籍教师（分别来自美国、印度和俄罗斯）从事专业课教学工

作。全年共有１２名留学生在学院学习（２０１１级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３人、２０１２级全英文授

课硕士项目５人、２０１３级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３人、本科留学生１人），其中３名全英文授课

硕士留学生完成了所有学位课程学习并通过论文答辩，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证书。

学院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员 ＺＶＩＫＡＢＲＡＫＥＲＳＫＩ博士、法国国家信息

与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ＶＡＤＩＭＬＹＵＢＡＳＨＥＶＳＫＹ博士和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丁津泰博士

三位从事密码学研究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在校举办“２０１３ＣＰＳ学术之光—聚焦先进密码基础

理论与应用”国际暑期讲习班，包括微软、ＩＢＭ以及国内从事信息安全研究的专家约５０人参

加。

全年共邀请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丁津泰教授、美国奥本大学教授ＣｈａｎｇＫ．博士、台湾大学

郑振牟助理教授、澳洲国家资讯科技研究院方智恒博士、威斯康辛大学副教授、卡耐基梅隆

大学博士朱晓瑾等１１人次短期专家，来学院参加国际学术研讨班、学术报告、开展学术交流

和洽谈合作事宜。学院向宏教授与丁津泰教授联合开展密码学方面的科研合作多年，全年

联合申报多项科研项目、联名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相关合作取得实质进展。

（黄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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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学部

【综述】

２０１３年，文理学部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在学校有关部门和各学院的大力支持

下，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坚持学部职责定位，开拓创新，有序推进相关学术事务管理、学

院发展规划、跨学院跨学科平台建设和重大项目组建等工作，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建章立制】

进一步完善学术事务机构。增补学术委员会委员，成立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对第一届

教学委员会委员分组为本科生教学管理组和研究生教学管理组，加大教授治学力度。坚持

院长联席会议制度，２０１３年，学部召开５次院长联席会，对学部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进行研

究、交流和讨论，为学部决策提供咨询意见。推进建设国际顾问委员会，共邀请９名世界公

认的知名学者为学部学术发展出谋划策。

【人才引进】

学部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坚持把握学术标准，严守进人质量关口。２０１３年经学部审

议通过上报学校７１人，经学校批准并已来校报到人员４９人，其中“外专千人”２名、副教授１

名、“百人计划”１４名、专任教师３２名。学部借助海外高端平台，培养高级人才，与美国有机

合成科学家Ｋ．Ｃ．Ｎｉｃｏｌａｏｕ教授合作，每年选派１名优秀青年教师到Ｋ．Ｃ．Ｎｉｃｏｌａｏｕ教授所在

美国学校的实验室进行为期２年的博士后学习。

【学科平台建设】

稳步发展跨学科平台，理科实力日渐提升。创新药物中心开展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和创

新人才培养，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并组织学术报告会２６次，邀请美国ＰＰＤ公司首席科学官、研

究与创新执行副总裁ＬｅｅＥ．Ｂａｂｉｓｓ博士等多位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新增省部级以上项目

６项。数学研究中心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前美国数学会会长ＧｅｏｒｇｅＥ．Ａｎｄｒｅｗｓ院士等２１

名高级学者来校讲学。积极推进分析测试中心筹建工作，第一批设备购置、安装、调试、人员

引进和培训等方面工作顺利开展。重庆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工作稳

步运行，两校合作制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培养方案》，两校联合申请“９７３”项目“高血

压脑出血发生发展机制及其防治的基础研究”获准成功。物理学科研究实力显著提升，进

入世界ＥＳＩ排名前１％的学科。

发展基础文科，盘活现有文科。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面向全校开设２２门通识教育课

程，开展文字斋讲座、学术沙龙等各项学术活动５８场。博雅学院正式招生，２６名学生已入校

正常学习。成立重庆大学文化与艺术研究中心，推动重庆大学文科交叉学科建设。启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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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发髻上的中国》纪录片制作。

【学术讲座】

文理学部开办品牌讲座———重庆讲座、重大讲座和文字斋讲座，旨在建立促进学生学习

和成才的顶尖学术讲座平台，实现学术思想碰撞，提供创新思想和学术成果的汇集与交流园

地。２０１３年，学部共举办重庆讲座２期、重大讲座４１期、文字斋讲座１１期。

【学术事务管理】

学部完成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面上项目的数据统计、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面上项目结项及排序和２０１３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申报、评审和立项管理

工作。２０１３年各类项目共立项１１９项，经费６３０万元。学部制定《重庆大学文理学部教师招

收博士生资格审核办法》，并完成２０１３年新增硕导任职资格遴选工作，共推荐３６名新增硕

士生导师，其中理科１５人、文科２１人。完成２０１４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工

作，并对７１名拟新增博导进行校外专家同行评议，推荐出２０１４年拟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

２００人，其中新增博导３８人。学部组织教学委员会２２名本科教学委员组成专家组对学部各

单位共４１个《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及规格分析报告》进行评审。顺利完成２０１３年度职称评审

工作，最终通过理科正高职人选５人（含短聘１人）、副高职人选１４人（含短聘２人），文科组

正高职人选１２人（含短聘１人、特评２人）、副高职人选２２人。

（谭 进　许　静）

数学与统计学院

【综述】

数学与统计学院设有数学系、统计与精算系和信息与计算科学系。重庆大学特聘教授

李寒峰成功入选中组部“国家千人计划”学者。龚劬、杨虎、易正俊、郑德超等４位教授当选

全国教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数学实验”课程成功申报成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数学实验》教材成功入选“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数学》教材被评为重庆市“十

二五”规划教材。叶仲泉教授被评为重庆大学“十位最受学生欢迎教师”之一；张良才副教

授被评为重庆大学本科生教育“十佳优秀教师”；蒲学科副教授被评为重庆大学“优秀青年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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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９０人，其中专任教师７８人、管理人员和实验人员１２人。教

授２２人、副教授２９人，博导１７人、外聘博导８人，引进一般专任教师２人。新增博士生导师

４人（其中校外３人）、硕士生导师１人。２人晋升副高级职称。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有党员２６８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４２名、研究生党员１６３名（含博士

生、博士后党员）、本科生党员６３名。党支部８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３个、学生党支部５

个。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党员３３名，其中研究生党员１４名、本科生党员１９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党委组织全院党员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按照“为

民、务实、清廉”的总要求，力戒“四风”，瞄准工作差距认真整改。学院在支部书记配备、活

动经费、活动场地、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等多方面加强三个教工党支部的建设。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生工作坚持“教育、管理、服务”并举，成绩突出。本科生有１１９人次获得各

项奖学金。其中２４人获得专项奖学金，１５人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２０人被评为学校优秀学

生干部。３个班被评为校级先进班集体，４０名同学获校级优秀团员、团干部荣誉称号。学院

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１００％，２０１３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受到学校表彰。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１人被推荐参评重庆市优秀三好研究生，１２人获得重庆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

２２人获得优秀研究生，１４人获得优秀生干部，１人获得重庆市优秀毕业生。２０１３年毕业研

究生就业率达到９６．９％。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构建五大类公共课教学平台，推动实施因材施教改革。

组织优秀教师利用暑假和周末为全校学生举办数学培训，首次组织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大学生

数学竞赛。承办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在２０１３“高教社杯”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重庆赛区）中，取得全国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７项；重庆市一等奖２９项、

二等奖２７项，７名指导教师被评为重庆赛区“优秀指导教师”。组织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

计划结题验收３项、立项２项。“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结题２０项、立项１３项。新

增优异生７人，复选优异生１２人。２０１３年学院本科教学管理工作被学校评为特优。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在校学历研究生２７７人，其中学历博士生５４人，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１８０人，

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生４３人。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发表ＳＣＩ、ＥＩ论文５０余篇，申报校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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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２篇。１人获宝钢奖学金，１人获唐立新奖学金，１个研究生创新团队获“黄尚廉院士青

年创新奖”。穆春来教授担任教育部重大项目“同等学历申请学术型硕士学位应具备的能力

标准和测试体系”理科门类课题组副组长（张谋为成员）。易正俊教授承担教育部重大项目

“工程硕士公共数学课程改革与建议”的子项目“数理统计及其工程应用”。外聘周望、李寒

峰、杨杰、傅勇等１０名专家教授来院授课。通过举办暑期研讨班等措施提高生源质量。第

一届专业硕士毕业生全部就业。学院成立由重庆市统计局局长蓝庆华和长安集团付总裁马

军等组成的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培养专家组。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发表论文１００余篇，其中ＳＣＩ检索７０余篇、ＥＩ检索４篇。学院新获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项，合同经费１６５万元；重庆市科委项目１项，合同经费５万元。结题

项目１６项，在研２３项，全年实到科研经费１９４．８万元。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建有数学和统计学２个一级学科博士点、２个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应用统计专业

硕士点。建有北美精算师资格考试中心和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中心、重庆市数学科学研究

所、重庆市数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庆市工程数学教学团队、重庆大学数学研究中心。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主办首届“重庆数学研讨会”，主办国际学术会议２次。聘请６名国外专家

开设一个月的短期课程７门。邀请１００余位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来访，其中境外学者

３３人，做学术报告１４３场。其中，美国科学院院士１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士１人、中国科学

院院士１人、国家“千人计划学者”３人、长江学者或杰青６人。郑德超、李寒峰、徐立伟、穆

春来、何传江、朱长荣、伍俊良等多名教授在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加拿大、德国、日本、

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高校作学术报告３０余场。邀请１０余名杰出校友回校做报告或开

设短期课程，举办２次校友座谈会。校友通过在学院设立专项奖学金、招聘毕业生、协助提

供学生实习等多种方式回报学院。

（秦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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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

【综述】

物理学院下设物理系、应用物理系和软物质研究中心，以及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环境

物理、环境辐射检测、结构与功能材料５个研究所，物理实验教学、材料物理、应用物理３个

实验中心。其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示范中心，材料物理实验中心为重庆市重点实验

室。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８２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５人，教学科研岗位５１人（正高级职

称１５人，副高级职称１７人，中级职称１９人），专业技术岗位１１人，其他工作人员５人。本

年度共引进百人计划人才３名，招聘人才派遣人员１名，劳务派遣人员４名。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１９６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４６名、研究生党员９２名（含博士生党

员）、本科生党员５８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践行群众路线，提升工作内涵”的工作思路，

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学院领导班子密切配合，紧紧依

靠广大教职工党员和群众，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不

断增强学院的凝聚力。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围绕学习践行十八大精神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将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贯穿于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２０１３年，全院本科生共有２６５人次获得各项奖助学金。

其中，专项奖助学金３０人，国家奖助学金１４６人，重庆大学综合奖学金８９人次。在２０１３年

本科生“争先创优”评选活动中，获校级奖５２人次，集体奖项４项，获市级奖８项。在科研竞

赛方面，学生获得市级奖项１２项，国家级奖项５项。在２０１３年 “五四”表彰中，全院学生共

获学校表彰５７项、获市级荣誉４项，院团委被评为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

２０１３年，学院成功举办重庆大学第三届魅力物理科技文化节、“我为雅安打天工”、“三

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等学生活动，获校春季运动会入场式二等奖、校趣味运动会第三名、２０１３

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团队”等多项荣誉称号。

学院毕业生１０３名，就业率达９５．１％，其中深造率（含出国深造）为２８．２％，一次签约率

为５０．５％。学院关心“三生”，２０１３年为“三生”发放学生补助、勤工助学金合计２１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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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围绕学习践行十八大精神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以理想信念教育

为重点，结合学术交流、社会实践以及文体活动的开展，营造和谐的研究生校园文化氛围，推

进研究生导师思政教育责任制的深入发展。关心和解决好困难研究生的资助服务，评定发

放困补１６６００元。本年度，学院研究生获校级表彰４０人、市级表彰２人，获国家奖学金等专

项奖学金１２人，其中一名博士生获宝钢奖学金特等奖。学院多方促进研究生就业工作，就

业率为９２．１％。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在完成本院３个专业教学的同时，完成全校５０００多名本科生的大学物理、大学物

理实验公共基础课教学。完成２０１３届物理、应用物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三个专业１０４

名学生的毕业相关工作。物理实验教学中心被正式批准为国际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进教学研究与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执教水平。韩忠老师获

得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被授予“重庆市教学管理优秀个人”称号；胡炳全老师获得市级教

学改革一般项目１项；李熙涵老师获校级教改重点项目１项；曾代敏老师获校级教改一般项

目１项；在重庆市第一届大学生创新竞赛中，何光宏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组织新开通识教育课程一门；组织完成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结题３０项，新立项２８

项；成功申报国家大学生创新项目１项；组织培训并参加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获三等奖１项，参加重庆市第一届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荣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

推进大学物理等课程评价分析，指导教学改革。修订完善物理学院三个专业的培养方

案，通过培养方案的修订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培养和提高。学院荣获“２０１３年

度重庆大学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学院招收研究生６０人，其中学历博士１２人、全日制学历硕士４８人。授予硕士

学位２２人、博士学位９人。王雪、殷波分别获得重庆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奖励。新

接收１名也门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申请，培养１名巴基斯坦籍留学生

攻读博士学位。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项（面上１项、青年４项、主任基金１项），获重庆

市基金２项（重点基金１项、面上基金１项）。在研项目５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７项，省

部级项目１６项，横向项目２６项）。实到经费３４６６万元（横向经费２７３３万元，农业部专项

５７６万元，其他纵向经费１５７万元）。发表ＳＣＩ论文７２篇（一区论文７篇），申请发明专利４

项，物理学科成为重庆大学第四个进入全球ＥＳＩ前１％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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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与平台建设】

利用９８５经费和教师科研经费等多渠道投入资金近千万元，购置实验设备及高性能服

务器。软物质及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的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已逐步服务于全院师生。

【对外交流与合作】

举行学术报告４０余场。２０１３年６月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联合举办全国软物质（相关）

交叉学科研讨会，到会专家包括杨国桢院士、沈学础院士等国内著名大学２０余位长江（杰

青），并聘请杨国桢院士和沈学础院士为重庆大学外聘院士。７月成功举办由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资助的第九期理论物理讲习班，扩大物理学院的学术影响力。８月承办第八届中国功

能材料及其应用学术会议“纳米功能材料分会。

（魏　娟）

化学化工学院

【综述】

化学化工学院下设化学系、应用化学系、化学工程系、制药工程系、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专业实验中心等。拥有重庆市洁净能源与资源化工重点实验室、重庆市过程强化与

反应工程实验室、精细化工品分离纯化和鉴定生产力服务中心、绿色资源化工、应用化学研

究所、化学工程研究所和重庆（长寿）化工研发中心等教学科研基地。２０１３年，学院在学生

工作、师资队伍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和科研经费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尤其是自然

科学基金申报工作再创新高，完成科研经费１３８５万元，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５

项，进入全国化学化工学科先进行列。“化学”首次进入ＥＳＩ前１％行列，“化学工程与技术”

一级学科列全国１９名。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工１００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０人，教学科研岗位７５人，专业技术人

员１５人。其中，２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资助计划，１人入选重庆市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１人入选重庆市百名工程技术高端人才。聘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Ａｊｉｅｙａ教授、西南大学

李长明千人专家和澳大利亚乔世璋教授为化学化工学院客座教授。２０１３年学院新晋升教授

１人、副教授７人；新增劳务派遣人员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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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发展党员１１４名（其中青年教师１名），转正党员１０４名。学院现有党员５１４名，

其中教职工党员５３名、学生党员为４６１名。党支部１５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２个、学生党支

部１３个。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

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和党支部建设中认真学习中央关

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关文件和安排部署，贯彻中央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刘云

山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对活动的思想认识和主动积极参与活动的自觉性，端正参加活

动的态度。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各项工作，先后组织青年教师座谈会、本科生座谈会、研究

生座谈会、骨干教师座谈会等，认真听取学生、青年教师、骨干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努力为师

生解决实际问题。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班子党员同志带头查摆问题，带头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分管校领导全程参与。针对查摆出来的作风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制度，确定整改落

实的项目，明确责任领导，对突出问题集中治理。

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党政各项规章制度，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职能；坚持民主集中制，加

强院务公开，推进决策民主化；党政班子密切配合，召开２２次党政联席扩大会议；严格执行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党员领导干部述廉、谈话诫勉等有关廉政制度。

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抓好支部书记学习与培养。依托１２３７１党员信息平台，维护完

善党员信息库，全面推广党支部１２３７１登陆密匙，规范党员管理。依托网上学习平台，举办

二十六、二十七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１９４人，加强党的知识教育和入党动机教育。

向学校党委组织部提交“完善支部活动流程，提升党组织凝聚力”支部创新活动案例一份，并

编辑成集。

承担学校党委宣传部“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顺利结题，已发表论文１篇；校党

建项目“完善高校大学生党员培养发展程序研究”顺利推进，已完成调查问卷整理汇总，形成

调研报告，公开发表论文２篇。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生工作坚持以党建为核心，以确保学生工作稳定为出发点，以学风建设为重点，以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根本，以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为目标，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突破口的

工作思路，开展以“劳动·创造·奋斗———我的青春故事”主题教育活动和“两会”学习为载

体主题的学习教育活动。

开展以提高学生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学风建设活动，狠抓学风和考风建设，组织学生

与教师座谈会和学术讲座、学生“手册”学习竞赛等系列活动，补考率有所下降，英语四级通

过率比上年级有所提高。积极开展争先创先活动，以班风促学风。２０１０级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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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班获得重庆大学争先创优评选活动“先进班集体标兵”称号（全校共１０个），刘斯瑶获得

“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全校共２人）。

积极支持和指导共青团和学生会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寓于丰富多彩的形式活动中。

先后组织十八大三中全会系列活动、新老生座谈会、杰出校友事迹报告会、知名专家讲坛系

列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学术讲座２０余场。建立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提高学生学习积极

性和综合竞争力，把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学生第二课堂的中心工作，从

硬件和软件方面大力创造条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科技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制定鼓励学生

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奖励政策。春季运动会开幕式上，学院方阵以“足球烯”模型、人偶“酒

精灯”和“燃料电池”、人偶“Ｈ７Ｎ９病毒”和“Ｈ７Ｎ９克星”为特色，加上融入“苯环”等化学结

构方阵的变换展现化工学子们丰富的想象力，获得了开幕式方阵表演特等奖。

加强学生职业规划及就业指导工作，力争稳定就业率与提高就业质量并举，但因各种原

因学院本科生毕业生就业率下降到９０％以下。在校脱产硕士研究生招生突破４５０人、博士

突破１００人。

２０１３年，学院５名本科生获得 “中国石化—三井化学杯”第七届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

国特等奖、“化医杯”西南地区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特等奖，５名本科生获得“化医杯”西南地

区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一等奖。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对研究生通过关注十八大、参观校史馆、毕业学生经验交流会、看爱国影片以及研

究生自编自导的《父辈的旗帜》等教育活动，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起到积极的教育

引导作用。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鼓励研究生坚持和发扬不懈奋斗的精

神，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觉悟。选送支部书记参加研究生院举行的支部书记培训，提高其

党建理论水平和规范党员发展程序。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下设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化学、制药工程和药学５个本科专业，现有全

日制本科生９７６名。截至年底，学院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１门、国家级网络共享建设课程１

门、市级精品课程１门、校级精品课程３门。拥有省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国家“十一

五”规划教材１部。

２０１３年，学院制定《化学化工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实施办法》，在本科１—３年级中试行

导师制，完成２０１３及２０１２级学业导师的分配工作。学院全面进行２０１４级培养方案修订。

学院重视学生实习基地的建设，拟订实习环节的教学要求及规程，不断完善和丰富实验内

容，力争提高实习效果。组织第五届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及第七届国创项目的申报，第四届

科研训练计划及第六届国家创新基金的中期检查及验收，其中３项获优秀项目奖。积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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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本科生助教选拔及考核等工作，共有９８名同学参与１５３门次课程的助教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１项，重庆大学教学改革项目２项。４名同学

获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西南赛区，１个团队获金奖、３个

团队获一等奖、１个团队获二等奖、２个团队获三等奖。在２０１３年“中石化—三井化学杯”第

七届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中，１个团队获特等奖、１个团队获二等奖、２个团队获三等奖。

２０１３年推免研究生４１名，其中校外１１名，直博生５名。

２．研究生教学

学院共有博士生导师２９名，硕士生导师８９名，新增博士生导师３名、硕士生导师８名、

聘请了５名校外兼职任课教师。２０１３年招收研究生２２２人，其中博士生４５人、硕士生１１５

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 ４１人、工程硕士２１、留学生１人。全年研究生授位共计１４５人，

其中博士４人、硕士１１１、工程硕士３０人。在读研究生６７８人，其中博士生１１８人、硕士生

３３５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９０人、工程硕士１１９、留学生３人。全年研究生共发表论文

１０４篇，其中ＳＣＩ收录６９篇、ＥＩ收录３４篇。申请发明专利１９项。获得学校２篇优秀硕士论

文，２人获得学校学术成果奖。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１１２项，合同经费２０００多万元，实到经费１３８５万元。其中

８６３项目１项，合同金额１２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５项，合同金额９９０万；省部级项目

１８项，合同金额１９１．９万；横向项目７９项，合同金额８５９．６万。发表期刊论文２６３篇，会议

论文１６篇，发表三大检索论文１５２篇，其中 ＳＣＩ８５篇，ＥＩ５１篇。学院获技术发明专利３５

项，申请技术发明专利５０项。２０１３年发表高水平论文（ＳＣＩ１区＋２区）文章 ２２篇。

表１　科研项目及经费表

类别 项目数（项） 合同经费（万元）

“８６３” １ １２

国家自然基金 １４ ９４６

省部级 １８ １９１．９

横向项目 ７９ ８５９．６

校基金 ２ ３５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２个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包括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生物化工、工业

催化、应用化学等５个二级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化学一级学科包括无机化学、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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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等５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还设

有药物化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环境科学、食品科学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化学工

程、制药工程、材料工程、环境工程等４个领域的工程硕士授予权。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等

两个一级学科为重庆市重点学科。拥有重庆市洁净能源与资源化工重点实验室、重庆市过

程强化与反应工程实验室、精细化工品分离纯化和鉴定生产力服务中心、绿色资源化工、应

用化学研究所、化学工程研究所和重庆（长寿）化工研发中心等教学科研基地。

【对外交流与合作】

全年共邀请包括３名中国科学院院士、１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近３０名国内外专家

到校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并聘请３名国外教授担任学院客座教授。教师８人次出访国外，学

生６人次交换留学。

（陈红梅）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

【综述】

学院下设生物医学工程系、生物工程系、生物医学电子研究所、应用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等二级单位。２０１３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４７项，获科研合同经费２１２０．８１万元，实到经费

１７３８．４４万元。１名教授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１名教授获２０１３年度中

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９２人，其中管理岗位７人，教学科研岗位６０人。引进人才１

名。蔡开勇教授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Ｈａｎｓ教授通过“外专千人计划”

引进到院工作。引进青年骨干教师１人。１人获２０１３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４３７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５６名、研究生党员３０８名、本科生党员

７３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

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２０１３年，学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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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密切配合，紧紧依靠广大教职工党员和群众，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广大

教职工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学院的凝聚力，在“党管人才”方面取得成效，１人获教育部“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推进民主管理、鼓励自主发展、崇尚独立精神”的学生教育管理思路，将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贯穿于日常生活中。２０１３年，全院本科生有１５６人获得各项奖学金，３８人被评为

学校优秀学生，３２人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干部，１人评为重庆市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在２０１３

年度“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中，学院有１项作品获得国家级二等奖、２项作品获市

级一等奖。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招收研究生１８７名，其中博士生４８名。修定《生物工程学院研究生党支

部细则》和《生物学院研究生学生干部职能细则》。各研究生支部定期召开党组织生活会，

学习讨论时事政势，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开展“走进科技 拥

抱梦想———走进科技馆活动”、“研究生党员户外拓展训练活动”等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学院加强毕业研究生文明离校教育，与各企业保持联系召开多次专场招聘会，为学院毕业研

究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率达９３．５％。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下设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两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４８５名，其中生物

医学工程专业２０１２级和２０１３级的１２０名学生与第三军医大学联合培养（第三军医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专业２０１２级的２０名学生已在重庆大学接受理工科通识教育）。学院有市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校级精品课程２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４部。实验室建设项目

获学校批准建设立项，项目经费２４０万元。教师获重庆市重点教改项目立项１项，发表教改

论文３篇。学生在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二等奖１项，

三等奖１项。学生获第七届国家大学生创新项目立项５项（第五届国家大学生创新项目结

题５项）、第五届ＳＲＴＰ项目批准立项１１项（第三届 ＳＲＴＰ结题２１项，第四届 ＳＲＴＰ结题９

项）。本科生通过创新活动发表论文６篇，其中４篇发表在英文ＳＣＩ刊物上。获实用新型专

利权１项，获２０１３年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１项，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

类）预赛重庆市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

为本学院开课６６门，对外学院开课１６门，总开课门数６９门。通识与素质教育方面，对

外学院开课４门９课次，修课学生人数１１５０人；３９门课程由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占开设课程

的５６．５％。

建立学业、学术导师制，制定“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学业、学术导师实施细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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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级和２０１３级两个专业的本科生均指定了学业指导教师，２０１１级两个专业的本科生在

自愿选择的基础上，每位学生都有一位教师作为其学术指导教师，指导其成长并完成学业。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招收硕士１１０人，其中留学生２人、学术型硕士８１人、专业学位硕士２９人；招收

博士生４７人，其中留学生１名。新增博导４人、硕导１人。公派留学８人，其中联培７人、攻

博１人。毕业博士授位２６人，硕士授位９０人，其中３人获重庆市优秀博士论文，３人获重庆

市优秀硕士论文，３人获重庆大学优秀博士论文，４人获２０１３重庆大学优秀硕士论文。

【科研工作】

新增科研项目４７项，合同经费２１２０．８１万元，实到经费１７３８．４４万元。其中包括国家科

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１项，科技部重大专项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项，青年基金项目４项。发表科研论文１４２篇，其中ＳＣＩ、ＥＩ收

录论文分别为８１篇和１０篇，中科院ＳＣＩ期刊一区文章４篇，二区文章２５篇。发明专利申请

２１项，获权２３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排名第二）。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重

庆市重点学科）、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与城环、资环学院共建），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学、

药学三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制药工程３个硕士领域。现有研究生

５６２人，其中博士生１９４人、学术型硕士生 ２２６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６３人、在职专业学

位７９人。现有专职博士生导师３０人，专职硕士生导师６０人。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不断拓展学科发展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

荷兰、美国、德国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科技交流与合作交流关系。据不完全统

计，学院全年教师、学生累计出访进修、交流３０余人次，接待国（境）外参观来访５０人次。开

设英文讲座２０次，英文授课１门累计近５０小时。成功举办“生命科学前沿国际研讨会”（重

庆），参会代表来自美国、加拿大、丹麦、法国等国家。

（刘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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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

【综述】

生命科学学院现有６００平方米分子生物学实验室、１５００平方米基因工程研究中心、３０

亩教学科研基地。虎溪校区４５００平方米的在建科研大楼已经封顶。学院研究方向主要涉

及基因组与生物信息学、动植物功能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生物农药研制及产

业化应用等。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２７人，其中教学科研岗位１９人、管理岗位８人。本年度学

院引进“青年百人计划”岗位人才２人，均来自海外且具有博士学位。通过公开招聘录用１

名研究生教务管理人员。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５月设立学院党总支，下设１个教职工党支部、２个研究生党支部、１个本科生党

支部。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有党员８５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１９名、研究生党员５２名（含博士

生、博士后党员）、本科生党员１４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总支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坚持“依靠群众、立足长远、内涵

发展”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新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

２０１３年，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密切配合，勇于担当，凝心聚力，共谋发展。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

政治工作，营造和谐工作氛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学院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在学生中深入开展“成长梦·成才梦·中国梦”、“爱院·建院·兴院”主题教育活

动，并不断拓宽工作载体，与离退休处共同发起成立“夕阳红爱心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关

爱空巢老人活动。与沙坪坝一心村结对共建，组织学生走进社区服务社会，引导学生在服务

中成长，在实践中成才。

２０１３年，全院１０３名本科生中有５３人获得各项奖学金。其中，２人获得国家奖学金、４

人获得国家奖励志奖学金、３０人获得国家助学金、１７人获得其他各类专项奖学金。在学生

争先创优方面，１人评为重庆市三好学生、１人评为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１人评为

重庆大学优秀学生、１人评为重庆市优秀毕业生、７人评为学校优秀团干部、１人评为学校创

新创业先进个人、１个团支部评为学校五四红旗团支部、１个班集体评为学校先进班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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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把研究生党建工作融入研究生全面发展中，把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纳入学业考核

与评优制度体系，开展“全面提高素质”教育引导活动，积极沟通研究生导师共同育人，加强

研究生就业服务和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本年度学院１２１名研究生中３１名学生获得各项奖励，其中８人评为学校优秀毕业生、７

人评为学校优秀研究生、２人评为学校优秀党支部书记，６人获得国家奖学金、１人获得优秀

推免硕士生新生一等奖学金、１人获得霍宗杰助学金、１人获得香港道德会助学金。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目前有“生物科学”一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０３名。２０１３年，与法国图

卢兹大学国际交流项目顺利实施并派出６名本科交换生与美国佐治亚瑞金斯大学医学院正

式确立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学院对２０１３级新生继续推行学业导师制，加大优异生选

拔力度，针对品学兼优的学生量身定做个性化培养方案。

与重庆市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重庆市农科院质标技术研究所、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

人民政府、重庆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重庆市南山植物园管理处等单位签署协议共

建五个教学实践基地。获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新立项２项、结题５项。第四

届国家大学生科研创新训练项目１个已顺利通过结题验收。２０１３年推免研究生４名，其中

校外１名。

２．研究生教学

学院在读研究生１２１名。其中博士生６３名、学术型硕士生５６名、专业硕士生２名。本

年度学院导师开设３门研究生课程，１３名研究生导师担任研究生课程主讲教师。学院通过

ＳＥＭＩＮＡＲ定期学术交流制度、“硕—博”直通车培养制度以及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等制度，

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激励机制，增强研究生学习动力。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有３名优秀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另有３名硕士优秀研究生通

过“２０１３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考核，前往美国、法国等国家学习深造。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新获准各类科研项目１３项，合同经费１１１１．９万元，实到经费３５７．７万元。

其中８６３项目１项，科技部国家基础研究规划项目（９７３计划）２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项

（２项面上项目、１项青年基金），科技部其他项目１项，重庆市科委项目１项，横向科研类项

目２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３项（重点１项，面上项目２项）。在国内外知名的学

术刊物上发表论文２６篇，会议论文２篇，其中ＳＣＩ收录论文２０篇，获权专利６项。出版学术

专著３部。“果实发育调控”成功入选２０１３年重庆高校“创新团队建设计划”，“关于加大力

度建设科技高地的建议”获建言献策与社会服务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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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科研项目及经费表

类 别 项目数（项） 合同经费（万元）

“８６３”计划 １ １９０

“９７３”计划 ２ １４５．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 １８３

重庆市科委项目 １ ５０

横向项目 ２ ５０７．２

科技部其他项目 １ １２．２

中央高校基金 ３ ２４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现有生物科学１个本科专业，共享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重庆市生物学一级重点学科。拥有农业部转基因生物产品成分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重庆）、

重庆市杀虫真菌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市高校功能基因与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植

物实验基地”建设项目已成功通过论证。学院已建成６００平方米分子生物学实验室、１５００

平方米基因工程研究中心。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不断拓展学科发展领域，完善英文网站，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学院与

美国、法国、日本、墨西哥、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分别与法国

图卢兹大学和美国佐治亚瑞金斯大学医学院签署“联合培养优秀本科生”合作协议，并获国

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每年派出本科生８名，第一批６名本科学生已于２０１３年底抵达法国图卢

兹大学学习。本年度学院教师、学生累计出访进修、交流３０余人次，接待国（境）外来访交流

５０人次，开设英文讲座５次。

（高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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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

【综述】

公共管理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０１人，其中专任教师８５人，教授 ２４人，副教授３６人，博士

生导师１４人，硕士生导师７６人，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４８人。学院设研究生教学部、本科生

教学部、公共经济学系、公共管理学系。２０１３年本科按经济和公共管理两个大类招生，经济

类两个专业———经济学专业（公共经济方向、福利经济方向）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商务

管理方向）；公共管理类三个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和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及城市管理专业。设公共管理、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心理学５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区域经济学、高等教育学４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和公共管

理（ＭＰＡ）、社会工作（ＭＳＷ）２个专业学位硕士点，２０１３年在应用经济学专业下自设公共经

济与公共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在校学生１５６１人，其中硕士研究生６７０人、本科学生８９１

人。２０１３年科研经费５０６万元。

【队伍建设】

本学年度引进教师２名，均具有博士学位。４名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新增在职攻读

获取博士学位的教师２名。４名教师到国外高校进修访问，１０余名教师到国内高校学习进

修。制订人才引进和人员补充需求计划，主动到国内外招聘人才。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有党员５５２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８４名、研究生党员２８１名、本科生党员１８７名。党

支部１７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４个、学生党支部１１个。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党员１５５名，其中

研究生党员６１名、本科生党员９４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坚持两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制度，不断提高党员政治素养和党性认识。加强组织建设，严

格发展党员，督促党员履行党员职责。坚持将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管理实际相结合，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各项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围绕学风建设开展“一封家书诉感恩”、“科普知识竞赛”、“班级风采大赛”、“微博关注

社会热点”等活动。２１１人获得各类奖学金。２０１１级公共事业管理１班获校十佳优秀班集

体标兵，本科一支部获校优秀学生党支部称号。获校第２０届篮球赛冠军，１８届辩论赛亚军，

第二届手语操一等奖，十三届外语文化节最佳风尚奖。毕业生２４８人，就业率８６．９４％，获校

基层项目就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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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进一步修订《学年奖学金评定细则》和《国家奖学金评定细则》。组织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主题活动、赴云南绿春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并获得市级优秀团队称号。舞蹈《心

声》获校研究生元旦晚会一等奖，获校第四届研究生辩论赛总冠军、校优秀学生记者站称号、

常青公益社被评为校优秀社团。毕业１６８人，就业率９７％。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现有市级精品课程２门，校级精品课程２门，市级特色专业２个。在各类大学生学科竞

赛中，获得国家级奖项１０项、市级奖项４项、校级奖项２０余项。市级重点教改项目按照计

划推进。新立项校级教改项目１项，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１项。推进课程

改革、实验室建设、教材建设工作。

２．研究生教学

录取２０１３级统考全日制学术型硕士８９名，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首次招生。学院

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第一次招生，录取２名全日制博士及１

名在职博士。完成２０１４级２５名推免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的录取工作，完成２０１１级学术型硕

士中期考核，通过率９８％。完成２０１０级１７０余名全日制学术硕士答辩授位工作。

【科研工作】

新增科研项目４１项，合同经费５０６．０１２万元。其中，新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６项，

合同金额１０８万元，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全校文科学院排名第一。获教育部项目３项，合同

金额９５．６５万元，刘渝琳教授主持申报获得立项的教育部哲社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建设人口

均衡型社会研究》，实现教育部哲社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零的突破。其他省部级项目７项，合

同经费５７万元；一般纵向项目１３项，合同经费１１１．３万元；横向项目１２项，合同金额１３１．

０６２万元。公开发表学术论文８１篇，其中ＣＳＳＣＩ期刊５２篇。公开出版学术专著６部。获省

部级科研奖励６项，其中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２项。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管理研

究中心１个，设立科学技术与社会（ＳＴＳ）研究所、应用心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完成公共管

理和理论经济２个一级学科的中期检查工作。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不断拓展学科发展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公管讲坛”２２讲。

共邀请４位外籍专家及十余位校外著名学者来院交流，派出３位骨干教师去美国进行为期

半年的学术访问。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由中国近代史学会主办，公共管理学院和重庆市社科联承

办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现代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参会人员包括来自美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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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顿大学、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政治学与经济学院、美国德克萨斯州立Ａ＆Ｍ大学、美国斯坦

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考古学院的著名教授，以及中国近代史学会的专家

学者。１２月１日，学院成功举办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２０１３年年会暨“中国梦”与政府建设

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包括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重庆市行政管理学学术带头

人、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主任以及重庆市各高校领导。

（曹姝华）

外国语学院

【综述】

外国语学院设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

言文学”、“课程与教学论”、“日语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以及“翻译专业

硕士学位”六个硕士学位授权点，英语、日语和德语三个本科专业，同时承担全校本科生和研

究生英语、日语、德语、法语和俄语五个语种的外语教学工作。“外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为重庆市重点学科，“语言认知及语言应用研究基地”为重庆市重点人

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庆大学语言语音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重庆市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大

学英语》为国家级教学团队和国家级精品课程，《综合英语》为省部级精品课程。

２０１３年，学院先后被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授予重庆市“十佳服务外包人才培训

基地”称号，荣获学校学生工作特色奖、２０１３年度优秀招生宣传组、生源质量持续提升奖、就

业工作进步奖、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度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获重庆大

学教学成果一等奖、重庆市教学成果三等奖；成功申报重庆市重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重庆

市高校教学大赛特等奖。冯玲荣获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先进个人，雷蕾获全国大学英语教学

大赛重庆赛区特等奖，李小辉获唐立新优秀教师奖，盛荔被评为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度最受欢

迎老师，王春渝荣获２０１３年全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作品大赛优秀奖，朱洪召获得学校就

业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１８２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９人、教学科研岗位１６３人。新增教

授２人、副教授４人，新增硕士生导师４名，新聘外籍教师２７名。５名高职称教师完成海外

研修任务，１６名一线教师完成海外暑期定向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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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３０５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７９名、研究生党员 １４７名、本科生党员

７９名。党支部１５个。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党员６６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整治“四风”问题为契机，组织

党员认真研读相关文件和书籍，积极建设学习型党委和党支部。学院党委在８个教职工党

支部召开以“高校‘四风’问题具体表现”为主题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党委委员深入每一个教

职工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会，收集对学校和学院各种意见与建议近３０条。信息学科英语

课程组党支部ＯＦＦＩＣＥＨＯＵＲ公共服务项目入选学校组织部创新案例。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积极建设学习型学生党支部，开展《理性看 齐心办》的读书讨论活动，提高学

生理性看待问题的能力以及齐心办好事情的信心。在学校“争先创优”活动评选中，２０１１级

英语３班获得校级优秀班集体标兵。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组织研究生党支部开展丰富的组织生活，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开

展羽毛球比赛、新老党员交流会、党团先锋周活动。走进壁泉福利院关爱老人活动和看望陈

家桥小学留守儿童关爱行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２０１３年，学院招收专业本科生１５８人。以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提高教学质量为重点，

继续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编撰《重庆大学英语教育状况报告》蓝皮书，“２０１４级大学英语

新课程方案”进入各专业培养方案计划中。本科教学改革试点规模逐渐扩大，中外教师合作

队伍组建成功，外籍教师全面进入大学英语课堂。学院撤销大学英语系，将德、法、俄系中的

法、俄语剥离出来，与原大学英语六个课程组整合，成立大学外语教育中心。各语言专业基

本形成内容充实、梯度明晰、体系完整的基础课程体系。这一体系将课程分为读写、听说、学

术、翻译四大类，各类均以内容为主导。日语和德语专业在优化课程的同时，逐步朝德英和

日英双语发展，增强学生竞争力。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招收硕士研究生１００名，其中学术型４７名、专业学位４９名，少数民族高层次骨

干计划生４名，来自２１１、９８５高校本科毕业生的比例为４５％。硕士研究生共发表ＳＳＣＩ论文

２篇、ＣＳＳＣＩ论文１０篇。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新获批准的科研项目共２５项，经费总额１５０余万，实到科研经费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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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万。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２６篇，其中ＳＳＣＩ期刊论文３篇，权威期刊学术论文１篇，重要

期刊学术论文４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１篇，境外学术期刊论文３篇。学院教

师参加国际、国内会议并宣读论文３８篇。出版学术专著２部、词典２部。

【学科与平台建设】

通过 “９８５”三期建设项目的积极实施，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着力打造和凸显应用研究

的学科特色。进一步发挥应用语言学优势，增强翻译学的学科实力，全面实现语言学、文学

和翻译学的协调发展，成绩显著。学院顺利完成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工作并取得突出成

绩。完成“９８５工程”三期建设多项建设任务，达到项目建设的预期效果。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参与师生共３０余人。学院邀请英国、美国、加拿大、

日本等国际知名专家来学院进行访问和讲学。学院教授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做主

题演讲或分会报告。继续深化与国外、境外知名院校的合作，学生、师资交换项目顺利进行。

学院深化国内外文化交流，邀请德国歌德学院的“德语大篷车”到虎溪校区，为师生带来真实

的德国文化体验。学院戏剧社部分成员赴香港中文大学观摩莎士比亚戏剧大赛，并邀请台

湾东吴大学戏剧社来校参加外语文化节展演。

（隋海兵）

艺术学院

【综述】

艺术学院下设工业设计系（产品设计、动画）、艺术设计系（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绘画系（国画、油画）、音乐系、舞蹈系。省部级一级重点学科设计学、美术学通过中期检查，

完成“９８５”三期阶段性检查工作。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有１０５人，具有博士学位的４名。其中管理岗位１８人、教学

科研岗位８４人，实验室岗位３人。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有党员１９７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５５名、研究生党员１０８名、本科生

党员３４名。学院党委共设置１１个党支部，其中教工党支部４个、研究生党支部３个、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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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党支部４个。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认真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取得实效。认真执行党政联席会

会议制度，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并维护好师生员工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认真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抓好制度建设，本年度新建、修订制度１０余个。充分发挥工会教代会的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作用，积极支持工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发挥离退休老同志作用，听取老

同志对学院工作的意见建议。２０１３年，组织师生参加全校合唱比赛以最高分获得特等奖，组

队参加全校教职工体育舞蹈比赛以总分第一获得特等奖。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生党建工作坚持预审制，党员发展实行全程公示制，在支部大会表决上实行票决制，

全年共发展学生党员７２人。在学生宿舍建立支部联络点，进一步扩大学生党建工作的范

围。学生外出写生、实习由党员教师担任临时支部书记。

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建立学生科技创新奖励基金，全年共筹集到４．５万元

奖励基金，表彰３８名省部级以上获奖同学。鼓励学生艺术创新活动，共筹集到６万元奖励

基金，表彰５６名获得“人性与爱”艺术奖学金的同学。全年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４５３项、１７６

人次，占学生总人数的１４．４％。

学院建立一套适合艺术类专业的学生评优体系和对辅导员、班主任的学风建设考评机

制，学院共发放学风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奖金５０００元。全年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院专业

讲座２４次。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建立４个研究生党支部和学院研究生会、学院研究生分团委。认真做好研究生三

助工作，５名研究生获评国家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出１３名优秀毕业研究生、２７名优秀研究

生、１６名优秀研究生干部。对１４名贫困研究生及时给予补助，１名研究生获得香港霍宗杰

奖助学金、４名研究生获香港道德会奖助学金。对研究生新生心理普测与建档，对有心理问

题的研究生进行跟踪咨询和辅导。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遵照有关规定及学校有关要求，对各专业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外出调研，为２０１４级

培养方案的全面修订打下一定基础。积极推行大类课程教学，成立“艺术学院基础课程教学

部”。

学院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增加优秀教师带领学生外出参观、考察及

交流活动，效果明显。学院积极开展重庆大学主办的大学生 ＳＲＴＰ科研训练计划，１项获二

等奖结题；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家创新基金训练，成功入选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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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究生教学

学院现有硕士生导师２５名，其中教授９名、副教授１５名，具有博士学位３名。今年新

增硕士生导师２人。

学院现有在读研究生３２３名，其中学历硕士研究生１３８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９５

名，风景园林硕士７８名，工程硕士１２名。今年共招收硕士及专业学位研究生共计１１０名，

其中９８５、２１１学校校外推免生７名。

学院狠抓毕业论文质量，２０１３届春、秋两季硕士毕业论文在正式提交答辩前两个月内，

组织２０多名校外专家，借鉴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盲评指标体系，对送正式评阅的１０６名硕士

学位论文全部进行盲评，通过率达９３．４％。在读研究生共发表论文１０７篇，其中ＣＳＳＣＩ５篇、

国家中文核心期刊８篇。学院举办各种讲座、展览３２次，研究生参加各类展览１５２人次。

【科研工作】

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３４项，实到科研经费３１３万元。发表期刊论文４１篇，会议论文１篇，

出版专著４部。学院获专利４项，获省部级奖１８项。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设计学、美术学、音乐与舞蹈学３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其中设计学、美术学一级学

科为重庆市重点学科。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国画等领域拥有艺术硕士（ＭＦＡ）学位授权资

格，另设有产品设计、动画、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国画、油画、音乐、舞蹈等多个本科专业。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先后邀请英国、美国、泰国的大学教授、学者来访。先后举办走近意大利、

感受艺术与设计之美文化展，积极参与第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美术专业教育论坛”等相关学

术交流活动。派出青年教师赴英国参加伦敦设计周及赴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

（刘云国）

新闻学院

【综述】

２０１３年，新闻学院依托法学院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新闻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

初步形成本—硕—博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获得重庆市教改项目７项，与澳大利亚斯

威本科技大学生命与社会科学学院（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开展学生交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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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签署与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校区）（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伙伴和合作办

学备忘录，建成全媒体传播实验中心。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两位国内著名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导及一位学术新秀，先后加盟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现有教师２４人，实验人员３人。其中，教授６人，研究员１人，副教授６人，博导

４人，硕导１２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２人，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

才”１人，重庆市学科带头人１人。兼任全国性一级二级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副主任等学

术职务５人次，兼任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评委会副主任、评委、全国网络舆情考试中心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３人次。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１７６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２４名、研究生党员８８名、本科生党员６４

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院党委围绕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定期学习和实践，充分领会中央精神和“中国梦”的深

刻内涵，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院党委按照实践教

育领导小组的部署，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和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等环

节中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日常生活中，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开展“２４

字”为主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的学习教育活动。

２０１３年，全院本科生有１３０人获得各项荣誉称号。２０１１级新闻学４班被评为重庆市优

秀班集体。在科研活动中，全院本科生成功申报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共计８项，其中国家

级项目１项、校级项目７项。学院努力做好２０１３年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加强对毕业生的

文明离校教育。在就业形式严峻的形式下，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９０％。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招收研究生７３名。在研究生日常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组织开展

广大研究生参与年会的策划工作，提高新闻专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努力做好２０１３年毕

业研究生的就业工作，毕业研究生就业率达到８８％。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学院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两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５６１名。教授、副教授

按照学校规定为本科生授课，教学秩序良好，同时积极与业界合作开设双师型教学课程。

《专业新闻报道》首次由学院专业教师和媒体精英联合执教，重庆报业集团的多位总编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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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授课。学院继续开设通识与素质教育课程《媒介文化》、《影视鉴赏》，旨在使非新闻专

业的学生了解大众媒介，认识传媒文化，帮助学生培养自身媒介素养，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

学生反映良好，网上评教９４．４６分。

学院重视与媒体单位建设产、学、研合作平台和学生实习基地。其中，与乌鲁木齐报业集

团合作建成舆情报送基地，学生在基地实习实践，舆情报告直送中央及地方领导。大部分学生

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凤凰卫视、新京报、南方报业集团等主流媒体实习。

２．研究生教学

学院下设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三个硕士专业，现有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２１５名，博导４人、硕导１２人。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招收研究生７４人，其中学术硕士２５人、专业

硕士４９人。“９８５”、“２１１”高校生源共２７人，占总招生人数的３６％，生源质量有所提高。

重新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并从２０１３年起正式启用。出台针对毕业论文的相关政策措

施，如论文抽检盲审、导师考核等。在研究生奖助学金方面，学院制定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的

考核标准，评选过程体现公开、公平、公正。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发表权威期刊３篇，重要期刊５篇，并有１篇研究报告被教育部《专家建

议》采用。在课题立项方面，获得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社科基金２项，并有１名青年教师入选２０１３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２０１３年中国新闻学年会暨“新闻传播与区域发展论坛”在重庆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

新闻学研究会理事单位、会员及业界的专家、学者代表参加会议。

【学科与平台建设】

依托法学院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新闻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已初步形成本—

硕—博的人才培养体系。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与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生命与社会科学学院（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达成学生交换计划，与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校区）（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签署伙伴和合作办学备忘录。

学院采纳“长期外籍专家聘请＋短期外籍专家讲座”的方式，学习和借鉴海外智慧。学

院长期聘请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克里斯·霍华德（ＣｈｒｉｓＨｏｗａｒｄ）担任学院的专业英语

课程教师。积极邀请外籍专家短期来校讲学，高水平的系列讲座满足学生对海外教育、专业

前沿知识了解的愿望。外籍专家来校讲学５人次（包括ＪｏｈｎＣｏｋｅｌｙ，ＳｈｉｃｈｅｎｇＤａｖｉｄＬｉｕ，Ｇｕｏ

ｈｕａＭａｒｋＷｕ，ＤｅａｎＣ．Ｋａｚｏｌｅａｓ等）。

（董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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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

【综述】

体育学院下设党办、院办、学办、研究生办、团委、场馆中心、体育系、公体一系、公体二

系、公体三系、体育研究所、竞训部、群体部。２０１３年，学院在公共体育课教学、专业建设、学

科发展、科研工作、党建工作、学生工作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有党员１０９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５１名、研究生党员２９名、本科生党

员２９名。党支部６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４个、学生党支部２个。２０１３年度新发展党员２３

名，其中研究生党员５名，本科生党员１７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保中心”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

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和党支部建设中坚持学习落实科

学发展观，坚持“创先争优”活动的长效机制，坚持将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管理实际相结合，

党委书记作为学院主要领导，将党务工作、党员责任与教学科研管理实际工作的具体任务落

到实处，切实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积极作用，使党建工作为学院发展保驾护航。２０１３年，学

院领导班子密切配合，紧紧依靠广大教职工党员和群众，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调

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学院的凝聚力。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生本科支部发展党员１２人，转正党员８人。组织３８人次参加学校党校学习

并获得结业。现有本科学生党员１７人。

通过各种形式（现场组织生活，视频，微信，ＱＱ等）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

学生党员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一对一”服务实践活动。通过主题班会，座谈会来培

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邀请学院退休老教师（王福兴）与学生座谈，新

生歌唱青春主题班会等来丰富学生生活。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开展职

业规划培训和指导。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的篮球、羽毛球、春季运动会的裁判工作等来提高学

生专业组织能力和裁判能力。组织学生参加２０１３年沙坪坝区教委组织的中招体测工作。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研究生支部党建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围绕体育学院支部党建工作要点及学院工作思路，突出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生活建设三个重点，进一步夯实组织网络，落实组织制度。定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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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党内学习与讨论，强化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体育学院党支部在２０１３年

下半年完成研究生支部组织机构新老交替，进一步健全党内制度，提高党内生活质量。认真

落实“三会一课”、党费的收缴和管理工作、党员学习制度、党员发展制度等，以规范的制度管

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加强党员队伍的管理与教育，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此外，学院研究生支部开展“坚定信念，明确入党动机———重庆大学体育学院党课培

训”、“体育学院研究生支部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体育学院党委召开院部党员争优

党员大会”、“体育学院党支部义务活动月”等主题思想教育活动。

【教学工作】

按照学校总体发展目标，认真思考学院教学发展规划，积极组织公共体育课的教学改

革，以新的理念设计改革方案，组织专家论证，并进行广泛的调研，形成“基于目标管理的大

学体育主动学习模式”，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原则同意在全校实施新的公共体育课教学

模式。为配合本次改革，组织学院专家教授，认真讨论评价体系，并初步完成评价标准的制

定。体育健康知识题库的建设也基本成型，新开发的体育课管理系统在２０１３年１２底已上

线调试使用。在体育教育专业方面，成功举办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教案比赛和队列

队形、广播操比赛、羽毛球比赛等，促进学生基本素质的提高。

在科研方面，借助学校“９８５”项目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人文社科类面上

项目，与生物工程学院专家教授加强合作，坚持不懈开展科学研究，科研水平有所提升，科研

成果质量有新突破。组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专项项目、国家体育总局项目、中

央高校面上项目等，其中中央高校面上项目共有６项，总经费１２万元。发表学术论文１３

篇，其中ＣＳＳＣＩ期刊源文章５篇、ＣＳＣＤ期刊源文章３篇、外文国际电子期刊论文３篇，较之

去年论文篇数增幅较大，质量也有所提升。

【对外交流与合作】

按照学校的工作安排和要求，制订学院相关对外交流与合作年度计划。与法国尼斯大

学体育学院进行办学与研究合作（重点是本科生与研究生学习交流与体育科研合作）。章崇

会博士在美国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刘磊矗教授出席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体育与健康学

术会议，就有关心脏疲劳的论文进行会议交流。

（胡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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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视电影学院

【综述】

美视电影学院现设有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摄影与制作、播音与主持

艺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美与人物造型设计方向、数字影视媒体设计

方向）等８个四年制本科专业（方向），著名制片人、导演、演员张国立担任院长。学院设有

“电影学”硕士学位点，招收电影表演艺术研究、电影导演艺术研究、影视摄影艺术研究、电影

文学艺术研究硕士研究生。“表演专业”被评选为重庆市特色专业，“广播播音与主持”、“话

筒前艺术”被评为重庆大学精品课程。学院拥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下含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戏曲学、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动漫与文化创意产业５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获批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省级）。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有教职工１００余人，其中专任教师近７０人，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１１００

余人。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聘任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４位硕士研究生来院

任教，考核录用２名硕士毕业生担任专职辅导员，充实学生管理队伍。学院４名教师在职攻

读研究生，２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顺利毕业回校工作。３名教师晋升副教授。

学院多次派出青年教师在国外、国内著名高校进行交流和学习。支持专业教师参加专

业大赛和艺术创作实践，丰富自身实践和创作经验，部分教师取得优秀的成绩。学院鼓励一

线教师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和国际交流活动，学院相继派出教师赴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爱尔兰、匈牙利等国参加学术会议及教学交流活动。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学院有党员１６３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３８名、学生党员１２５名。党支部５

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１个、本科生党支部２个、研究生党支部２个。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定期召开学院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研究党员发展及支部

建设工作，制定组织生活计划，指导各支部按计划认真过好组织生活。

按照学校党委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统一部署，院党委通过认真研究，周密

部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各项活动，包括：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动员会、学习研讨会，开展专

题组织生活、群众意见征求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举办群众路线征文比赛等活动。

学院领导班子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根据《重庆大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实施办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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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召开一次党政联席会议。院党政联席会议由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轮流主持，主要讨

论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引进、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对外合作、学生管理、安全稳定等重大事

项，并将会议纪要下发到各系、室和部门，方便全体教职工了解学院发展动态。学院还定期

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每月召开一次），向全体教职工传达学校和学院重要文件、精神和工作

部署，公开学院日常运行状态和主要工作进展，以统一教职工思想，凝聚人心，发挥集体智

慧，提高学院整体工作效率。

２．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党建团建工作，坚持以党建带团建，以团建促党建，积极加强学生入

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考察工作，认真做好学生党员的教育，使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学生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骨干、桥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加强学生思想教育与日常管理———学院领导、学生工作干部、专业教师坚持深入学生课

堂，辅导员坚持每晚到学生宿舍值班，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并积极与学生开

展谈心活动。学生工作干部积极开拓多种方式与学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和交流，通过 ＱＱ

群、飞信、辅导员博客等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受到学生的欢迎。

由于电影学院学生的专业及学习特点，学生在校外实习实践人数多，学生性格活跃，富

有个性，致使学生安全稳定工作难度较大。学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学院学生管理工作及学

生的安全稳定工作，充分发挥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干部的作用，利用年级大会、班会、学生干

部大会，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抓好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教育引导工作，确保学生安全稳定。

重视毕业年级学生工作———在整个影视专业学生就业方式和就业背景影响下，学院通

过各种渠道，建立起“学校—学院—全体教职工—毕业校友—学生家长”的就业联系网络，积

极拓展就业市场，全面收集就业信息，努力促进学生就业。一年来，学院接待山东电视台、重

庆电视台以及部分省、市、县电视台、新闻中心、报社等媒体，上海风之尚等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广告公司等，国航、海航、川航等航空公司，武警重庆总队政治部文工团、张艺谋团队等单

位来函或来学院招聘，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８６．７％，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９６．９％。

积极开展有益特色活动———结合学院学生和专业特点，积极组织和支持学生参加各种

有益的特色活动。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１２级表演三班学生谢天添参加重庆市第五届青少年国际

标准舞大赛获普通高校组拉丁舞恰恰单项一等奖、拉丁舞伦巴单项一等奖；２０１０级表演专业

罗梨珂在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中获得“校园戏剧之星”称号；２０１０级美术设计专业宗伟刚

的“侗族的戏剧与服饰艺术研究”入选第六届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２０１３年，播音主持

专业刘彬阳、董萌萌在第十四届齐越朗诵节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朗诵大赛获得二等奖；２０１３

年５月，播音主持专业潘牧雨、刘彬阳、董萌萌、张丹若、田薇、张云钦、李林翰同学获得第三

届夏青杯朗诵大赛重庆赛区朗诵一等奖，刘彬阳、项彬杰、王瀚民 、刘婕同学获得第三届夏

青杯朗诵大赛重庆赛区配音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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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特殊类”学生———学院高度关注三类“特殊”学生（学习困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和单亲家庭学生、心理问题学生），对学业受挫、情感受挫、择业受挫、遭受意外创伤事件、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学院开展辅导员、班主任一对一面谈、与家长沟通、解决实际问题等工

作。加强学生心理疏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帮助学生克服

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心理障碍，努力消除事故隐患。学院对学分差得较多的学生提前发出学

业警示通知单，并与学生及家长进行沟通；对家庭情况特殊的学生，除在生活上重点照顾外，

还注意加强对他们的心理辅导；对于有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的学生，辅导员、班主任找他们

一对一谈话，并及时与家长联系，多方面了解他们问题的根源，尽力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和心

理问题。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调整专业结构，建构学院特色课程体系及标准———２０１３年，学院持

续进行２０１４级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并以此为契机，结合专业结构调整和学院承担的

校级重点教改项目，对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规格、课程体系、实践能力训练阶梯、综合素

质拓展、大类专业培养等进行细致的梳理。在课程体系上，理顺通识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方向课的关系，形成通识课“大班讲课、小班讨论”，各专业可互选的专业基础“学院平台课

程”和专业主干课实行“小班制上课”的课程布局，并在一头一尾设置“新生研讨课”和“专业

学科前沿讲座”。在课程标准上，重点规划实践性课程的规范，对《艺术采风与写生》、《图片

摄影创作》、各专业的《实习创作》、《毕业创作》等集中实践环节课程，制定《集中实践教学任

务书》，规范实践课程标准，从管理上保障课程教学质量。在课程建设上，继续实施“大一新

生年优质课程工程”，该工程包括《艺术概论》、《视听语言》、《剧作》、《电影史》、《影视制作

基础》、《表演基础》、《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戏剧与影视美术设计概论》等课程。

积极开展第二课堂学术和实践教学活动———在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学院对国内外影

视艺术教育的先进性进行广泛调研，并组织教研活动积极开展影视类实践型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的讨论。学院为电影专业教师订购近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的国际电影学院联盟协会

的访谈资料《走进世界各地的电影学院》，供大家获悉国际著名电影学院办学的最新趋势。

本学期，我们邀请了该书的主编———我国电影教育资深专家、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大学生电影

节主席钟大丰教授来院讲学，与学院师生共同研讨短片创作教学的经验。

举办“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优秀作品影展暨短片教学研讨会”，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

原创话剧《蒋公的面子》编剧来院与我院师生交流；与法语联盟联合举办法国一著名艺术学

院动画系主任进行的当代法国动画电影展映及讲座。学院注重艺术类专业学生“学与赛”相

结合的培养方式，举办首届“美视杯”短片和剧本大赛的“学院奖”，共有９０余件作品参赛、

２０余件作品获奖。学院主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夏青杯’朗诵比赛‘美视杯’重庆赛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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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在决赛的前１５名获奖选手中，我院学生占１２名。在全国总决赛中，我院学生组合获得

三等奖的骄人成绩和优秀组织奖；积极参加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评

选，获优秀组织奖，学院留学生作品获得最佳短片提名奖；学院美术设计专业学生夺得央视

《创意星空》第五季总决赛古装单元竞赛冠军。

顺利完成教学实践任务———创作实践是学院本科教学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学院在

人、财、物方面都努力为这项工作提供保障。２０１３年是表演专业实践教学最为集中的一年，

上半年有三台实习剧目排练演出，下半年又进行了三台实习剧目和一台毕业剧目的排练和

演出。学院组织资产办和教务办，加强了对实践创作的指导和管理，协调美设和服化专业的

教学配合，聘请业界资深专家做艺术顾问或担任导演，与学院青年骨干教师一道，较好地完

成了两个年级表演专业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本年度，由表演系青年教师赵虎导演，全部由

表演系在校学生和毕业生担任演员的话剧《疯狂的别墅》在重庆大剧院上演，社会反响热烈，

这是学院话剧作品首次较有影响的商业演出。

整顿教学秩序，促进学风根本好转———学院继续实行除由教务办和学办联合查课外，由

学院领导班子带领各系教研室主任不定期联合查课制度，每学期至少三次，并在学院张榜公

布查课结果。鉴于个别学生存在考风不正问题，一方面改进考试方式，鼓励一些课程由多次

考试作业成绩构成，另一方面专门对学生进行集中培训，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把考试作

弊上升为个人品行问题，靠学生的内在约束达到治本的目的，使过去在部分学生中流行的

“考试不作弊是白吃亏”的不正之风得到遏制。

不断改进招生工作，公平、公正选拔优秀人才———招生考试工作中，加强主考教师和考

务人员风纪教育，改善硬软件设施，提高考试环境和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按教育部要求

逐步提高文化分数线，把既有利于选拔专业尖子生与又有利于进校后的综合培养相结合

（２０１３级文学、广电专业学生文化成绩达到８２％以上，播音、导演、摄影达到７８％左右）；表

演和播音专业实行三试精考，确保全面试专业招生考试质量；提高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

文学、摄影、导演等专业综合面试的“含金量”，合格考生的总体质量明显好转。在２０１３度学

校特殊类招生工作的评比中，学院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

２．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３年，学院新增５名硕士生导师，其中包括两名学术带头人，１名百青人才，１名中青

年学术骨干，以及外聘知名导演张一白，硕士生导师由２０１０年的９人增至１７人，为研究生

培养质量的提高创造了良好条件。２０１３年，学院共招收硕士研究生３６名（其中包括１９名推

免生），招生人数与去年持平。其中录取源自２１１、９８５学校本科毕业生共２２名，占录取总人

数的６１％。

学院和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重庆电视台等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并为院研究生

提供实习岗位。学院派出４名研究生赴中央电视台三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实践，接受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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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指导，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博士、艺术总监陈宏博士都亲自指导

研究生。２０１３年，学院有１名研究生获重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科研工作】

学院及时发布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信息，开展科研项目申报的指导、审核，做好国

家、省级纵向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组织团队积极争取各类科研横向项目和企事业单位委托

项目。常务副院长彭吉象教授带领我院十余位青年教师申报并获准国家广电总局重大课题

《３Ｄ电影：新技术与新美学》（本年度国家广电总局重大课题只有三项，我院是全国唯一入选

的高等院校）。学院组织教师申报２０１３年重庆市基础与前沿研究计划一般项目（重庆市科

委），获准《数字媒体时代电影产业的评估体系和前景预期研究》（龚艳）、《数字技术时代的

电影观念变革与受众消费心理研究》（尹迪）等四课题立项。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学院教师发

表ＣＳＳＣＩ论文达到３１篇，其中权威期刊２２篇，重要期刊 ５篇。出版专著２部。成功申报省

部级科研项目２项，校级重点课题和面上项目８项。在创作方面，我院教师创作的影视作品

获得省部级奖项２项。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现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覆盖５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戏剧与影视

学”获批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学院结合现有学科和实验教学情况，启动“数字影视艺

术理论与技术实验室”的建设。２０１３年１月，学院数字影视艺术理论与技术实验室获批为

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并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揭牌。学院与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联合培养文

化艺术产业方向博士生，学院将从２０１４年起招收博士研究生。学院联合艺术学院、新闻学

院申报“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点工作已经展开，学院将力争通过学校自设方式，建设博士学位

授权点，并启动艺术硕士ＭＦＡ授权点申报工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

成立由曾经留学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的青年教师组成的外事工作组，研讨

学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事项。

２０１３年３月，英国独立电影制作人纳撒切尔·雷恩（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Ｌａｎｅ）莅临学院举行了题

为《永恒的简洁：纳撒切尔·雷恩的短篇作品》的学术讲座；美国洛杉矶剧团著名演员亨利·

克拉克、戴伦·查理森、雨果·阿姆斯特朗及美国成都总领馆一行来院访问交流。２０１３年６

月，学院领导班子赴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并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在师生互访、联合举办

全球华语大学生电影节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访问美国

罗耀拉大学电影电视学院、加州州立大学艺术学院、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纽约大学电影学

院，加拿大约克大学艺术学院，并在联合培养 ＭＦＡ、访问学者互派、学生交流、联合项目研究

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学院随学校代表团出访台湾，并成功地与台湾艺术大

学传播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互派访问学者，交换学生以及学生作品交流等方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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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另外，学院还接待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法语联盟等外国代表团，洽

谈合作事宜。

结合学院的专业及教学特点，学院与美国、韩国、俄罗斯、欧洲等地的影视类高校和机构

广泛联系，洽谈在人才培养、学生互换、学术交流、外籍专家聘请、艺术创作等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以大力推进学院国际化建设进程，提升学院影响。

（伍三国）

国际学院

【综述】

２０１３年，国际学院全面完成部门设置及人员招聘工作，围绕《重庆大学“十二五”发展规

划》和建设“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战略目标，以教育部“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

证质量”的来华留学工作方针要求为指导，坚持“全校留学生招生及管理，留学生汉语及文化教

学与研究，海外孔子学院建设与管理”的三大职能，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长足进展。

【综合服务】

１．８月，重庆大学被评选为“教育部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也是西南地区唯一获此殊

荣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２２所入选、地方院校１６所）。同时，并编写《重庆大

学来华留学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长期发展规划》。

２．组织申报城环学院“可持续建筑环境”课程，获“教育部２０１３年度来华留学英文授课

品牌课程”，是学校唯一的教育部英文精品课程，并获教育部１０万元后续建设资助。

３．统筹协调全校资源，重庆大学的汉语水平考试（ＨＳＫ）于２０１３年１月升级成为全国首

批１３家网络考点之一，也成为重庆地区考试品种（纸笔考和网络考）齐全、考试等级（１－６

级，口试初、中、高）齐备的唯一考点。

４．５月，学院申报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点获教育部批准，并于９月正式开课。

５．留学生管理系统于２０１３年５月投入使用。该系统集网上申请、迎新注册、签证管理、

学籍管理、教务管理、网上缴费、保险管理为一体，具有超强功能的双语版“重庆大学留学生

管理系统”，极大地提高了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６．成功改版国际学院官方网站，并更新丰富网站内容，全年共发布新闻３７１篇（包括国

际学院官方网站３０１篇、重大新闻网６８篇、重大英文网站１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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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招生】

２０１３年初正式设立留学生招生办公室，全面负责留学生招生事务。积极开拓招生渠道，

依托学校资源，创新和完善联合招生与培养机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平稳有序地推进留

学生招生工作。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校留学生规模达到１２８９人，其中长期生８４８人，

本科生１１６人，硕士生３６７人，博士生７８人，学历生占长期生比例为６６．２％。积极争取到教

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大力支持，使奖学金生的数量较２０１２年有了显著增长，实际报到人

数达９２人。留学生生源分布更加多元，达五大洲９５个国家。

【留学生管理】

遵循以服务为本、服务融入管理的基本原则，不断创新留学生管理模式。重点推进工作

制度化、信息化、规范化的“三化”建设，在全校推行留学生班主任制度，积极丰富留学生课外

生活，组织或参与近２０项较大型文体活动，促进中外学生的交流与友谊。坚持进一步改善

留学生生活环境，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对校内四处留学生公寓进行环境改造和设备更新，包

括：厨房保洁、互联网优化、监控设备更换、增设自动售货机、健身器材以及１１５台空调和１１１

台液晶电视机的更换等。将留学生医疗保险合作医院扩大至１９所。

【留学生汉语及文化教学与研究】

高水平的教学质量、雄厚的师资力量是学院全面开拓前进的重要保障。２０１３年，学院教

学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管理、提高质量、创新机制”的方针，明确工作思路，规范教学管

理，强化师资队伍培养，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１．全方位推动汉语教学工作。全年共组织 １０６个班次的各种教学课程，总教学工作量

为７１１８课时（其中常规班为６４２８课时，汉硕班为２２４课时，短期班为３９２课时，讲座为７４课

时）。在推动汉语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教学方式，将听说读写课程与社会文化活动相结合。

完善并实施学籍注册、管理、学分、考勤等规章制度。

２．加强学科、教材和科研建设，促进人才培养。举办“重庆市高校外国留学生培养与管

理工作研讨会”和“《发展汉语》（第二版）教学展示交流会”，推荐优秀教师做示范课，编写教

材《多元汉语》（暂名），同时启动具有西南地区特色的中短期项目的教材编写。选派出教师

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共计１６人次。

【海外孔子学院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３年，学院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泰国勿洞市孔子学院、意大利比萨孔子学院、意大利佛

罗伦萨马基雅维利中学孔子课堂、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孔子学院各项工作的开展。

２０１３年获得国家汉办４９３万余元拨款，各孔子学院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多层次的汉语教

学与文化推介活动，全年累计注册学生总数达４８７８人次。

着力构建高素质的中方院长和教师队伍。２０１３年，先后派出中方院长２名，选拔后备院

长２名；派出汉语教师５名和汉语教师志愿者２８名，选拔汉语教师志愿者３３名参加国家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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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考试；承办泰国泰南边疆五府本土２０名汉语教师培训；招收和培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２９人。

积极加强孔子学院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完善海外孔子学院管理机制。包括孔子学院奖

学金项目、汉语考试项目以及新建孔子学院项目等。

（龙庆会　赵　庄）

弘深学院

【综述】

弘深学院下设教学办公室，学生办公室，教授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２０１３年学院以搭建

平台、提供机会、充分竞争、个性发展的“研究型人才能力结构”为导向，以研究性教学为突破

口，深化第一课堂改革，促进学生基础性发展，以“大一工程”为切入点，系统规划第二课堂，

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４人，劳务派遣人员４人，教授委员会７人（兼职）。教师队

伍６４人（兼职），学业导师 ２０１１级 １６人（兼职）、２０１２级 ３９人（兼职）、２０１３级 ４３人（兼

职），班主任８人（兼职）。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有党员６１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６人，学生党员５５人。预备党员按期转正４人，发

展学生新党员１８人。学院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氛围，制定工作流程近２０

个。以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主题主线，加强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锤炼党员党性修养，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实施“大一工程”，系统规划第二课堂。组织学生活动１６项，开展专题讲座９场；开展教

育教学改革大讨论，全院师生对研究型后备人才培养形成共识；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包括生

涯规划训练营、职业测评以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引导学生明确人生目标；加强体育兴趣组

活动，建成体育健康理论知识网上考试系统、体育技能项目教学视频网上学习系统，建立长

跑、游泳、技能以及体育健康理论知识目标评价，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开展“团队力量、创造辉

煌”素质拓展训练；开展实习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开展开放式学习自评总结，

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开展新老生交流活动，引导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建立学生社团９个，

·５５３·

学部（学院）




注册会员２８６人次，开展活动７２项，参与人数２６７２人次。

组织学生积极开展各种比赛活动。在重庆大学第六届合唱节“放歌十八大、聚焦中国

梦”合唱展演中获二等奖，在重庆大学“中国梦·学子梦”第二届心理手语操比赛中获二等

奖，在重庆大学第二届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之“健康舞起来”排舞比赛中获特等奖和最佳表演

奖，在重庆大学第１８届辩论赛中进入８强。

组织学生开展争先创优。有集体１０项获得优秀表彰，其中省部级２项（重庆市大中专

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等）、学校级８项；个人９２

项，其中省部级３人次（重庆市三好学生等），学校级８９人次。

获得学生奖助学金２９５人次，其中国家奖学金５人次、国家励志奖学金１７人次、国家助

学金１２４人次、专项奖助学１７人次、学校综合奖学金１３２人次。

参加第五届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９人，结题３项，优秀３项，发表论文２篇，获专

利３项，其他成果２项；参加第六届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１５人，结题５项，优秀２项，

发表论文１篇，获专利１项，其他成果２项；参加第七届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立项４

项，１２人参加；第四届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８５人参与，结题３３项，优秀１项，

其他成果２２项；第五届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立项３６项，９５人参与。

学生参加学科竞赛５１７人次，８８人获得不同奖项，其中１１人获２０１３美国数学建模比赛

一等奖，１４人获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７人获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重庆赛区一等

奖，３人获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大赛建筑类团体一等奖。获发明专利１

项、授理专利１１项。

【教学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开设有经管创新实验班、电子信息实验班、电气实验班、土建实验班、机械

实验班，全日制本科生４１５人。其中２０１１级１２８人（２０１３年９月进入到各专业学院学习）、

２０１２级１４２人、２０１３级１４５人）。

１．推进教学状态整体评价，加强创新人才培养规律研究

教师和学生采用实证方式，对教学、学习过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加强与教师和学生的互

动交流，实现学生、教师和学院共同成长与进步。编写《弘深学院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度学生发

展综合报告》，撰写“教学文件选辑”，对学生形成开放式学习自评总结报告。９月，学校召开

弘深学院办学总结会，总结弘深学院办学成果，讨论并明确下一步工作。

２．转变人才培养理念，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结合人才培养目标，遵循以“设计思维”方法为指导，体现以社会和学生为用户，在各种

外在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定位的同时把促成学生自身发展作为核心，突出教育过程更加富有

弹性与柔性的原则，修订２０１４级人才培养方案。７月，学院召开２０１４级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专题研讨会，讨论并明确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原则和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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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强课程改革，实施研究性教学

基本思路：课程特性〔研究课程特性和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探讨课程评价与改进方

法。〕→实现目标〔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实现某一领域（学科、课程）特别能力的培养任务。引

导学生从课程角度出发，综合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或参加科研训练计划、学科竞赛）〕→
工作流程〔结构化教学大纲、教师自主教学过程、教学文件选辑〕→学习评价与分析〔改进学

生学习评价方式、学生成绩分类统计与分析〕。１４门研究性教学课程在加强课堂讨论和专

题学习等教学方式改革基础上，开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运用于教学实践、情景教学及开设文

科物理课等新的改革尝试。对《大学物理》探索课程环节设计、教学过程实施和控制、知识体

系检验方式等开展课堂讨论，达到预期目标。《工科数学分析》、《大学物理》、《大学化学》、

《模拟电子技术（２）》、《信号与系统 ＩＩ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环节设计优化灵活有特色，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和兴趣，实现学生思维碰撞和交流能力提高。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堂讨论采取附加报告书方式，培养学生反思能力。《国际金融教

学》课堂讨论由学生自主命题，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专题学习研究，重点是培养学生学习

和探索能力。《大学化学》结合社会热点及专业兴趣选题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采取社会调查方式了解民情，增强社会责任感；《模拟电子技术》ＰＢＬ（基于问题的学习）综合

训练采用项目设计形式，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增强团队精神；《大学物理》以课题形式，把研究

内容紧密结合教学内容，融合工程技术和前沿热点，激发学生研究积极性；《材料力学》、《复

变函数与积分变换》采取撰写小论文形式，把课堂知识用于工程实践；《工科数学分析》专题

学习密切结合教学内容及数学应用，提高学生研究能力；《概率论论与数理统计》专题研究形

式灵活，培养优秀学生创新思维；《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课程教学，模拟过程模式和设计

模式，实施情景教学。新开课程《物理学导论》在经济管理班实施，它以物理思想、物理原理

和物理方法为主线，以多元化教学方式实现物理教育，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探索成功之路。

２０１３年２月，学院召开第六次教学工作会，对教学环节设计和课程资源建设进行专题研讨。

２０１３年９月，学院召开第七次教学工作会，对教学改革进行阶段性总结与交流。

２０１３年度完成６９名学生免试读研，其中１９人到其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院读研。完成

２０１１级１２８名学生专业分流进入各专业学院学习，学生质量进一步得到专业学院认可。完

成２０１３级新生选拔工作，五个实验班共录取１４５人。完成２０１３级班主任选聘、学业导师聘

任和师生双向选择工作。全年开课１２０门次。２０１１级１２８人平均绩点３．２３；２０１２级１４２人

平均绩点３．１４。２０１１级国家大学英语四级通过率９２．９１％、六级通过率４４．０９％；２０１２级国

家大学英语四级通过率９７．１８％，；六级通过率５６．３４％。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选派学生赴美国、比利时、韩国、台湾交流１０人。

（张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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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

【综述】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现有文学与文化、史学、哲学、古典学、

政经法、人类学６个研究中心。博雅学院通过选拔招收首届本科生２６人，高研院首次招收

博士研究生３人，硕士研究生１５人（含１名留学生）。承担全校３６门次本科通识教育课程。

举办各类学术讲座、研讨会和沙龙等６２场，主办全国性会议３场、国际会议２场。新增科研

项目２０项，合同经费１０３．１万元。发表论文３６篇，出版著作３部。学院已成为重庆大学基

础文科发展、教育改革试点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截止年底，博雅学院党总支共有党员３３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２４名（在读博士１名）、研

究生党员８名（含博士生党员）、本科生党员１名。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成立博雅学院党总支委员会（负责高研院和博雅学院党建及相关工作），

吴德垠同志任书记。成立教工一支部、教工二支部和学生支部。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反对“四风”教育工作，

在领导班子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成立高研院和博雅学院分工会及其

两个工会小组，通过为师生解决实际困难，组织各种活动等，不断增强教师的归属感和凝聚

力。

２．本科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现有本科生２６人（含党员１名、团员２４名、留学生１名）。１１月成立共青团重庆大

学博雅学院总支委员会，１２月成立博雅学院学生党支部。

学院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以揭牌仪式及开学典礼等重大事

件为契机，围绕博雅教育理念开展学生活动６次，丰富学生第二课堂文化生活，活跃校园文

化氛围，提高学生自身修养。

３．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首次招收１５名硕士研究生和３名博士研究生。在研究生日常管理和思想

教育工作方面，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与本科生一起成立联合学生党支部，组织开

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主题活动。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高研院、博雅学院有兼职教授１２人，全职在岗教职员工４５人，教学科研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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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人（教授３人、副教授８人、“百人学者”４人）。本年度学院教学科研岗位引进人才１２名，

均具有博士学位，１人为国外引进。

【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

作为重庆大学人文社科教学改革的实验基地，博雅学院２０１３年９月完成首批本科生２６

人的招生工作，１０月举行首届学生新生开学典礼暨博雅学院授牌仪式。

学院融会欧美经验与中国文化，提供中西贯通，文史哲、政经法贯通，本、硕、博贯通的博

雅教育，由甘阳担任学术总监。学院紧紧围绕博雅教学理念，实行博雅导师制，开设课程７

门。开设博雅讲座，邀请包括博雅学院名誉院长张旭东、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等知名学者来

校讲座４次。

为汉语言文学专业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级和２０１１级开设课程３５门。为学校开设通识课程３６

门次，新增１７门，总量占全校通识教育课程总量的五分之一。学校立项建设通识课程１２

门，同时启动大学国文课程建设。

２．研究生教学

２０１３年首次招收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共招收博士研究生３人、硕士生１５人（含１名留

学生），其中文艺学专业７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８人。成立研究生教学委员会和研究生

工作办公室，设有专职的研究生教务秘书和研究生辅导员。制订２０１３年研究生培养方案和

课程教学大纲，设置３门全院研究生平台课《社会思想经典选读》、《人文经典选读》、《中华

文明经典选读》。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３年，新增科研项目２０项，合同经费１０３．１万元，实到经费８２．８万元。其中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１项，合同金额１８万；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４项，合同金额３２万；重庆市哲

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２项，合同金额２万；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８项，合同经费０．５万；

纵向软科学项目１项，合同金额０．６万；横向科研项目１项，合同金额５万；学校自主科研项

目３项，合同金额４５万。第一作者发表论文３６篇，其中 ＣＳＳＣＩ论文１５篇。出版著作３部，

其中编著１部，译著２部。

邀请包括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ＪａｃｏｂＫ．Ｏｌｕｐｏｎａ、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黄

树民、香港大学前校长王赓武等学者举办各类学术讲座、研讨会和沙龙等６２场。举办“中国

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二届年会”、第五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与北京大学合办）、“中

国西南人类学２０１３年论坛”等大型全国性会议３场。

【学科与平台建设】

高研院现有“政治、经济与法律”、“道德—政治—法律哲学”２个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博士

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包括７个二级学科），以及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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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法律哲学”、“政治、经济与法律”等二级学科硕士点。至此拥有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学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３年，新增历史学和哲学学士学位授予权。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

建立文化与合作交流关系，积极与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互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挪

威科学院院士乔恩·埃尔斯特（ＪｏｎＥｌｓｔｅｒ）教授与美国政治理论家和宪法学家史蒂芬·霍尔

姆斯（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ｌｍｅｓ）获聘为学院兼职教授，并定期来院开办讲习班。学院全年接待国

（境）外专家来访９人次，派出参加国际会议和短期访学３人；开设全英文讲座７次；分别主

办“城市史研究的新疆域———内陆与沿海城市的比较研究”和“全球化与中国人类学”两场

国际学术会议。

（薛育余）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综述】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２０１１年５月成立。中心发展的目标和定位：一

是以创新药物研究为主线，促进学校化学、药学、生命科学相关基础学科发展，提升理科科学

研究水平，建设国家级生物医药基地；二是筹建研究型的药学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三是开

展产学研政协同创新，营造产业创新环境，为地方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培养高端人才和提供

学科支持。

【队伍建设】

中心现有教职工１８人，其中美国科学院院士１人（兼职）、长江学者、国家杰青２人、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１人、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１人、学校“青年百人计划”５人。在学研

究生５４人，博士后９人，其中外籍博士后３人。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党支部成立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现有党员３４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９

人、研究生党员２５人。

中心党支部组织召开“新学期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党支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

题会”，学习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导思想，通过问卷形式在中心全体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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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收集师生意见并采取一定措施逐步完善中心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不足。

２０１３年，中心招收硕士研究生２４名、博士研究生１１名。中心实行课题组负责制，要求

各课题组每周定期组织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讨论，加强相互交流。中心不定期邀请国内外

专业领域知名学者前来中心讲学，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带动促进中心科研学术氛

围。中心组织师生爬歌乐山等系列思想教育活动，丰富师生课余生活。

【教学工作】

２０１３年，中心首次自主招收全日制研究生并制定硕士、博士研究生教学培养方案。中心

现有研究生５４名，其中硕士研究生３８名、博士研究生１６名。中心硕士研究生专业为药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专业为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中心依托奖助学金制度改革，完善中心研究

生激励机制，实行导师奖励制。

【科研工作】

经中心全体教师共同努力，新增科研项目４项，合同经费２０８万元，实到经费２０８万元。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２项，合同金额１５０万；重庆市领军人才促进项目１项，合

同金额５０万；重庆市科技人才培养计划１项，合同金额８万。发表ＳＣＩ论文５篇。

【学科与平台建设】

中心建有建筑面积近７０００ｍ２国际一流标准的科教实验大楼，总价值约２０００余万元的

大型仪器设备，组建“合成化学与药物先进制造实验室”、“天然产物与化学生物学实验室”、

“分子药理与新药筛选中心”和“药物分析测试中心”等研究单元。药学二级学科药物化学

（有机化学）教师队伍和硬件条件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为成立研究型的重庆大学药学院奠定

坚实的基础。

【对外交流与合作】

中心不断拓展学科发展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大学建立了科技交流与合作交流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中心全年接待国（境）外参观来

访７人次，开设英文讲座７次，英文授课１门累计１１小时。与国内重点科研院所、知名高校

进行学术交流，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来校开展学术活动３１次。９月配合西南大学成功协办

“第八届全国有机化学学术会议”。

（蔡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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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综述】

２０１３年，经管学院紧紧围绕“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的发展愿景，以“拓

展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实践，创造管理新知，培养卓越人才”为使命，以 “卓越经管人才培育

工程”为突破口，加强学科与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激励机制，以５年有效期优异成绩通过ＡＭ

ＢＡ（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认证。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引进高水平人才１名，专任教师１名，已报学校百人计划２名。积极做好国家和

重庆市优秀人才申报和推荐工作，２０１３年新增首批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１名、

重庆市“两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１名、“巴渝学者”特聘教授１名。

通过不断拓展国内外培养渠道，提高教师队伍国际化水平，派出８名中青年教师赴国外

知名高校研修。推动青年教师在职学习。目前，学院拥有博士学位教师已占总人数的８６．

４％。

加强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三个博士后流动站建设与管理，提高博士

后质量和全脱产博士后比例。２０１３年度进站１０名，出站６名，有３人成功申报博士后基金。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发展党员１５８名，其中发展教师党员１名，研究生４７名，本科生１１０名，转正党

员１７２名。按照中央和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安排，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充分

展开宣传，落实到支部，开展一系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集意见和建议６４条，通

过查摆问题、开展批评，落实整改，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学院本科学生参加第五届科研训练计划２８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２项。

积极组织本科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１０９项。２０１３年学院获校研

究生辩论赛亚军，研究生团委、研究生会获得“重庆大学优秀研究生分团委”、“重庆大学优

秀研究生分会”；学院本科生１人获校优秀学生标兵，１人获校体育活动先进个人标兵，１个

寝室获校文明寝室标兵，１个班级获先进班集体标兵。

积极开展职业规划教育和学生实践实习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第四期学生职业导

师４２名，指导研究生２１名、本科生８２名。学院举行多场职场礼仪讲座及模拟应聘活动，为

同学就业择业打下良好基础。通过校友设立“８９技经荟萃融通助学金”、“霖桦助学金”、“三

诚贫困生奖学金”、“仲利国际奖学金”、“国家开发银行金融励志奖学金”等专项奖、助学金，

资助各类学生８３名。学院还通过现金和实物形式开展冬季送温暖活动，资助学生１３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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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育

２０１３年，学院狠抓基于过程的教学质量工作，用制度建设推进规范化水平，制定《经济

与工商管理学院本科助教管理办法（试行）》、《经管学院创新实验班导师制管理办法》等。

学院努力推进专业建设，现有各招生专业全部进入国内高校的优、良等级；努力推进现有４

项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显示性成果培育；获批市级教改项目２项、校级教改项目５项；

发表教改论文１篇；出版教材及专著８本。积极推动本科人才培养国际化，本年度有１４名

本科生到英国、美国等国内外高校作交换生或短期学习、交流，１０名国内大学本科生到学院

进行交换学习。

学院获集体记大功一项，获准第三批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１门；个人记功一项，重庆

市教学名师获得者１名；获得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１项、重庆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１

项；工商管理专业成功申报２０１３年“三特行动计划”重庆市高等学校特色专业；重庆大学教

学工作优秀教师１名；启动“卓越经管人才培育工程”项目；学院正在论证、逐步实施宽口径、

多出口的新型本科人才培养机制，已推进４个专业合并招生、宽口径培养；结合商学院国际

认证要求，启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对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

２．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３年，学院通过各种方式从全国１４所２１１、９８５高校２０１４届本科毕业生中招收优质

推免硕士生５９人、直博生４人，占学院２０１４年硕士生招生名额５６．２％，其中外校推免生２１

人、本校推免生４２人；完成 “千人计划”人选为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课任务；制定２０１４级推免

新生奖学金评定原则，推荐国家奖学金人选４名、新生奖学金一等奖人选３名、新生奖学金

二等奖人选６名。

３．专业学位教育

重庆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意大利圣安娜大学首届 ＤＢＡ（工商管理博士）

顺利开班，首届ＤＢＡ招生１６人。ＥＭＢＡ项目２０１３年招收学员１５５人，８２名 ＥＭＢＡ学员通

过论文答辩。ＥＭＢＡ项目在《中国最具价值ＥＭＢＡ》与《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ＥＭＢＡ》评选活

动中，双双获得位列第七名的好成绩，同时获得《２０１３西部地区最值得推荐 ＥＭＢＡ项目》殊

荣。２０１３年招收第一届金融专业硕士３０人，９８５、２１１院校生源达８０％。

ＭＢＡ项目顺利通过教育部专业硕士学位综合改革试点验收工作。与越南商业大学顺

利合作开设第二期ＭＢＡ班，完成第一期学生毕业答辩工作，５１人通过答辩。ＭＢＡ１招生３００

人，ＭＢＡ３招生３６１人，ＭＢＡ１毕业人数１４５人，ＭＢＡ３毕业人数１２１人。承办第三届ＩＭＡ案

例大赛西南赛区决赛；获评全国ＭＰＡｃｃ优秀教学案例一篇。

ＥＤＰ项目创新工作机制，实施 ＥＤＰ、ＥＭＢＡ、ＭＢＡ招生联动机制。推行任课教师考核激

励机制，把任课教师教学效果（学员满意度）和授课课酬挂钩，新机制对激励任课教师提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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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积极性发挥明显作用。２０１３年，ＥＤＰ中心完成培训收入２８０．５万元。

【科研工作】

学院获准科研项目共计７０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１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项、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３项、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１项）、省部级项目２２项。实到科研经费１２８３．

９７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４５５．４６万元、省部级项目经费２９６．２７万元。获省部级社科成

果奖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

本年度出版专著７部，发表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２０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ＳＳＣＩ

检索论文２８篇、ＥＩ核心检索论文４３篇、中文权威期刊１１篇、重要期刊４２篇。

【学科与平台建设】

学院拥有１个国家级重点学科，３个博士后流动站，３个一级学科博士点，３个重庆市一

级重点学科，６个专业学位点，９个本科专业。建立国家“９８５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院、现代物流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大学工商管理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能源技术经济研究院等６个研

究机构。组建８支以专业教师为主、实验技术人员为辅的专业实验室实验教学与实验科研

团队，加强专业实验室实验教学与实验科研内涵建设，为本科教学、专业学位教学提供良好

平台。

荣获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公开发表实验教改论文４篇，成功申报２０１３年教学改革

研究校级一般项目２项，第四届校级ＳＲＴＰ结题２７项，经管学院开放基金结题２３项；第五届

校级ＳＲＴＰ开题２８项，经管学院开放基金开题１４项。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结题１

项、开题２项。组织教师高质量完成２６门课程实验实践教学。

在《中国大学评价》２０１３年排名中，管理学连续３年进入Ａ＋＋，经济学连续２年进入Ａ

＋。其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排名第７（Ａ＋），技术经济及管理二级学科排名第１（Ａ＋＋）；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排名第１７（Ａ）；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排名第２２（Ａ），数量经济学二

级学科排名第３（Ａ＋＋）。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工商管

理第１７名（１１５所高校参评，前１５％），管理科学与工程第１９名（１０２所高校参评，前２０％），

应用经济学第２６名（８８所高校参评，前３０％）。

【对外交流活动】

２０１３年，学院接待境外来访３２批约８５人，２批次国际学生访问团计４４人来访并与学

院师生进行交流，另有５批次境外商学院代表团来学院洽谈合作。２０１３年学院出访人数５６

人次，涉及美国、英国、日本、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拓展学院对外交流渠道，为学院国际化

建设夯实基础。

学院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商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中心签署合作协

议，共同建立重庆大学—沃顿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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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２０１３海峡两岸现代金融与商业研讨会、第十五届全

国ＭＢＡ《生产与运作管理》教学和学术研讨会，参会总人数达３００多人。

（陆位忠）

法 学 院

【综述】

法学院下设国际法与理论法学系、经济法与环境资源保护法学系、公法系、私法系。现

有教职工５５人，其中教授１８人、副教授２１人、博导１３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及重庆市人民

政府法律顾问４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３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３人、重庆市学

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２人。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团学工

作，教育和引导青年健康发展。广泛开展两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２月，学院分别开展“中华魂”主题系列活动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交流

会”活动。１１月，学院团委承办“红岩魂———信仰的力量”主题报告会。

１．积极开展校园民主管理活动，积极落实学生代表常任制

监督学生代表履职情况，建立学生代表工作小组。建立多种维权渠道，确保学生信息及

时反馈。搭建师生交流平台，努力促进师生交流，坚持学生代表常任制，积极听取同学们意

见和建议，认真落实同学们的意见与建议，切实保障同学们的权利。

２．注重学院特色，积极开展具有专业特色的活动

２０１３年度共开展学术沙龙１７场次，与会２０００余人次，内容分别涉及“新老生经验交

流”、“新生入学指导”、“心中的法学教育”、“行政法”、“备考四六级”、“经济法的人性解

读”、“十八大精神学习”、“复旦校园投毒案”、“铁路改革”、“经济与政治”、“知识产权”、“法

庭审判实务”、“诈骗里的局”等。

积极开展学术讲座场，与会人次１１００余人次，内容分别涉及“红岩精神”、“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经济法与政治之关系”、“校园法治”、“人性与经济法”、“司法体制改革”、“农

地流转”、“中国反歧视法律制度”等多个方面。共开展法律圆桌５次，参加１５０余人次。法

学院团学组织同学至重庆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与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共５次，参加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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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２００人。开展“３·１５”、“１２·４”大型法制宣传主题活动２次，参与人员３５０余人次；法制

进中学１场次，与会人数１５０人；法制进社区２场次，与会人数２３０人；法律援助中心学生与

沙坪坝区政法委、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渝培路街道等工作人员，上街进行开放式无

偿法律服务，解答市民提出的法律问题并进行普法宣传。法学院团委共开展辩论赛１０场

次，院辩论队摘取２０１３年度全校辩论赛桂冠。

３．加强团组织建设和管理，加强干部培训，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思想素质

在重庆大学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五·四”表彰大会中，学院学生会被授予“优秀学生会”称

号，法学研究生毛希望获得“五四”青年奖章。法学院２０１１级４班团支部举办的“学习十八

大精神，争当优秀大学生”和２０１２级２班团支部举办的“拥党爱党欢庆十八大，团结合作共

创新佳绩”团日活动被评为校“优秀团日活动”。其中，“学习十八大精神，争当优秀大学生”

团日活动被评为“十佳优秀团日活动”。２０１０级法学４班、２０１１级法学２班分别被评为校

“五四红旗团支部”。２０１１级钟欣悦同学被授予“十佳团支部书记”称号。法学院团委获得

“重庆市十佳红旗团委”殊荣。

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的“争先创优”评选中，２０１０级法学４班与２０１１级法学４班被评为校

“先进班集体”；２０１０级至２０１２级共计２３人被评为校“优秀学生”，１８人被评为校“优秀学

生干部”，４人为校“精神文明先进个人”，２人为校“文艺活动先进个人”，２人为校“科学技

术创新先进个人”，１人为校“体育活动先进个人”。学生会主席邢佩森被评为市级“优秀学

生干部”，团委副书记黄天晴被评为市级“优秀学生”。

【教学工作】

新增专职教师１名，２名教师晋升教授职称，２名教师晋升副教授职称，教授、副教授占

所有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８８％以上。张舫教授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做访问学者，苗文龙副

教授在美国埃默里大学（Ｅｍｏ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访问。宋宗宇教授参与编写的“以精品课程建设

为抓手着力提高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质量的探索与实践”获２０１３年重庆市教学成果奖；齐爱

民教授负责的“重庆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以知识产权法学科为分析对象”

项目获批重庆大学教改项目。

２０１３年，学院着力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标准制订、教学改革、校外实

践基地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前期规划、方案制订和具体实施。展开均衡化设置

国际化课程模块、学术性课程模块和应用型课程模块三个选修课程模块课程体系改革。开

展“三进方式”教学、司法观摩与模拟法庭审判、诊所法律教育等全方位教学方法改革。建立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与多家实务部门签订共建协议。落实“双千计划”，推进重庆大

学与法院实务部门人员互聘等。

学院实行教改课题项目与教改论文相结合，１个项目入选全校通识课程建设项目，１个

项目入选重庆大学立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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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系列教学研究论文情况

论文名称 编 者 出 版 时 间

案例教学基本模式在法学

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牛建平 经济研究导刊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上

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中的

案例库建设研究
曾文革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
第２６卷第１期２０１３年２月

《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

模式选择探讨
曾文革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
第２５卷第４期２０１２年８月

论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中

学生能力的培养
曾文革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２期

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中学

生兴趣的诱导
曾文革 云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２期

　　２０１３年，积极邀请全国各地著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先后有黄惠康、ＥｌｌｅｎＤｅｓｍｅｔ、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ｌｍｅｓ、赵晓耕、柴学友、ＡｎｄｒｅａＤｅＧｕｔｔｒｙ、简资修、张文显、刘志坚、张丽卿、宋

连斌、张千帆、童之伟、秦前红、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Ｌｉｐｐｅｌ、蒋夏、周伟等十几位国内外著名教授专家来

校进行学术讲座。学院除邀请著名专家学者讲座之外，还主办“首届中国法学研究生论坛”，

承办重庆市法学会房地产法建筑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重庆市“房地产与建筑法论坛”等

大型学术研讨会与论坛。

【科研工作】

学院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７项，其中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１项、省部级项

目４项、地方政府项目４项等纵向项目，总计项目经费约３００万元。发表ＣＳＳＣＩ论文以上级

别６０余篇，出版专著、译著、教材１０余部。首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成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重庆大学首届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

会”。

【学科与平台建设】

２０１３年，教育部公布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法学一级学科全国排名由原１９位上升到第

１７位。顺利完成新一轮９８５工程建设阶段检查的相关工作。

对法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专业课程进行调整。新设宪法行政法、国际法、知识产权法、

新闻法、诉讼法、法制史６个二级学科博士培养方向，博士点由原来的５个增加到１１个。

进一步强化师资队伍。引进教师１名，派遣４名教师赴国外访学、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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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３年７月５－６日，举办重庆大学首届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以“生态永

续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制建设”为主题，ＩＵＣＮ环境法学院主席ＹｖｅｓＬｅＢｏｕｔｈｉｌｌｉｅｒ、副主席悉尼

大学Ｂｅｎｂｏｅｒ教授、副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ＬｙｅＬｉｎＨｅｎｇ教授、佛蒙特法学院代

表ＳｉｕＴｉｐＬａｍ、佛蒙特法学院教授ＴｒａｃｙＢａｃｈ、佛蒙特法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 ＡｄａｍＭｏｓ

ｅｒ、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蔡守秋教授等近百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该会议。２０１３

年７月７—１２日，由重庆大学、世界自然保护同盟（ＩＵＣＮ）环境法学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美

国佛蒙特法学院主办，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大学西部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研究中心承办的世

界自然保护同盟（ＩＵＣＮ）环境法学院全球环境法教学与研究高级研讨会在校举行。来自全

国各高校的３０余名环境法学科专家学者以及法学院的师生参加该研讨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组织 ＪＥＳＳＵＰ国际模拟法庭比赛预备队员８人以及优秀本科和研究生１２

人共计２０人赴澳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交流访问。学院比赛预备队员在访

问中和三所大学的ＪＥＳＳＥＰ比赛团队及教练进行深入教练与探讨并建立联系。

积极拓展与国外大学的合作，已与美国纽约大学、意大利圣安娜大学、比利时安特卫普

大学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除了合作编写教材，合作完成科研项目、教师互访等，积极探索

新的合作方式，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接待境外专家数量以及学院赴国外学习交流教师数量显著增加，全年接待短期（国）境

外专家来访１８人次，分别来自美国、比利时、新加坡、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中国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与２０１２年的 １２人相比有明显增加。全年，法学院共有 １２名教师出国交流、

学习。

优质高效，细致规范，来华留学生工作稳步发展。２０１３年，共有１４名长短期留学生来院

学习。除了协助国际学院做好对留学生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学院在留学生导师的选派、学习

计划的制定、学习计划的落实等方面都进行安排，以确保留学生学有所成。

（向东升）

·１７３·

单列学院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综述】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以本科教育为主的综合性全日制独

立学院。学院下设建筑、土木工程、建筑管理、电气信息、经济管理、人文、艺术设计７个二级

学院和１个公共基础教学部，覆盖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艺术等６个学科门类，

现有在校生近两万人。

２０１３年，学院完成三期用地征用手续并启动建设，其中建设用地面积４３５亩，建筑面积

约为２０万平方米，至此，学校占地面积已达到１１００多亩。学校投入近千万元，主要用于电

气类专业实验室建设、土木类实验室建设，并对已有的部分实验室进行完善建设及升级改

造。建设完成计算机硬件、电气安装、工程造价等十余项实验室建设及改造项目。对学院机

房、主教多媒体进行大规模改造升级，积极采用新技术，对主教学楼多媒体进行新的技术革

新，尝试进行教学一体化及网络互动教室的建设试点。

２０１３年，学院召开首届教学工作会议，总结了办校７年来的成绩和经验，明确学院今后

将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办学目标，进一步统一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理清今后发展的思

路。会上，校长作了“规范管理、提高质量、凝练特色、开创我校可持续发展新局面”的主题报

告，通过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并启动

２０１４年教学计划修订的调研工作，出台《２０１４年教学计划修订原则性指导意见》。为强化实

践教学管理，学校成立实验设备处，在三个二级学院成立实验实训分中心。

２０１３年，学院坚持质量与效率并举的工作原则，以应用技术大学项目的研究和建设为中

心内容，以学科专业发展建设和专业授予权评估为两翼，以教研教改项目推动为动力，稳扎

稳打、解放思想，全力培养应用型人才。２０１３年６月，教育部成立中国应用技术大学（学院）

联盟，学院成为理事单位。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３年，学院引进具有博士学历、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以及中层干部共计２０人，新录用教

师７１人，辅导员２１人。队伍建设将从数量扩张向素质、结构优化转型，并组织为期８天的

入职培训工作。全年组织培训讲座１５次，邀请２０余人主讲教师、领导授课，参加培训人员

１２７人。此外，学院组织１０３人参加教师资格岗前培训及考试，１２７人获得教师资格。学院

首届工程硕士班正式开课，２１名学员参加学习。选送６名青年教师参加校外培训，并为所有

新任职的青年教师配备导师，共计辅导青年教师１４５人次。完成“十佳教师”、“十佳辅导

员”和各项单项奖的评选，１００余名教职工获得学校表彰奖励。学院对教职工薪酬体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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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教职工和外聘教师收入相应提高，晋级评审工作更加规范，５８名教职工获得中级职称，

４２名获得初级职称，４名辅导员晋升为副科级辅导员，３名干部被聘为主管。学院获得中、初

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审定权。

学院先后出台《低职高聘制度》、《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外聘教师管理办法》、《校内兼

课管理办法》、《优秀教研室评选办法（试行）》等５项制度，修订《薪酬体系管理办法》、《教师

年度考核办法》、《辅导员年度考核办法》、《二级单位年度考核办法》、《教职工年度考核办

法》等５项制度，起草并进一步论证《在职进修管理办法》、《行政职员晋升分级管理办法（试

行）》、《“双能型”教师认定办法（试行）》、《福利管理办法（试行）》、《教职工奖惩管理办法

（试行）》、《学生流失考核奖惩办法》、《学费收缴考核奖惩办法》等７项制度。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结合实际，形成“１２３４”的工作思路，即围绕“一个目标”，体现“两个形象”，

落实“三项职能”，发扬“四讲作风”，并以此引领“两办”工作。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为抓手，努力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

学院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与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坚持按照

“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体要求，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进一

步加强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特别是在党员发展的过程中，将发展党员工作

的全过程包括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发展对象的确定以及发展计划、党员标准、发展程序等

及时向党内外群众公开，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全年举办两期党课培训班，培训入党积极分

子１７０３人次，发展党员２００余名。

学院“师德师风建设”学习实践活动主要从理论学习、典型宣传和制度建设三个方面着

手。学校举办系列讲座，邀请全国及重庆市的“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前来学院开讲师德师风；

在全院范围内展开“我最喜欢的老师”海选，举行“讲述老师自己的故事”征文比赛，推出“城

科名师”风采录系列报道、制作“师德师风建设”宣传橱窗等系列活动，以此推动全院师生关

注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学院整体教育教学质量。下半年，学院各二级单位按照学校整体安排

和部署，准确把握“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体要求，坚持认真学习、切实提高思

想认识，对照检查自身问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讲求实效、分类指导和领导带头的原

则，结合学院实际，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积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教学工作】

根据２０１３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原则性意见，组织各二级学院在对２０１２级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纠错和微调的基础上，形成２０１３级２９个本科专业（方向）、５个专科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并加强每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学时学分分配等项目的严格审查。学院教

学委员会审批后，形成２０１３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定稿。

２０１３年，学院提出编写申请的教材２５部，通过教学委员会审定同意编写教材１１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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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成并将投入使用的教材１部。建筑学院的“建筑学”专业成功获评２０１３年重庆市本科

高校“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建筑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和

“工商管理”四个专业通过评估。目前，学院共有１８个专业相继通过专业评估。

５月，学院和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永川区人民政府成功举办了茶山论“建”学术研讨

会，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彭一刚、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同济大学著名教授卢济威、世界华

人建筑师协会副会长吴国力、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周畅为学校荣誉教授，同济大学博士生

导师章明等１２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成为客座教授。与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等６

家知名建筑设计单位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校园文化建设】

１．辅导员队伍建设

制定辅导员工作制度，使辅导员日常工作规范化、客观化、书面化；印制发放《辅导员工

作手册》，对日常管理的各项工作内容做了系列标准化要求，逐步树立辅导员档案意识。本

着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培养方案，草拟《关于鼓励辅导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规

定》，着力于支持和鼓励辅导员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其走职业化发展道路。修订《辅

导员晋升管理办法》，进一步拓宽辅导员晋升渠道，实现职业发展多元化。

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

制定《学风建设活动实施意见》，通过规范主题班会、团日，促进习惯养成，转变不良考风考

纪，学生课堂出勤率、课堂表现有较大改观，考试违纪有所减少，组织新生《学生手册》考试。

２０１３年度全校开展主题班会４次，５００多个团支部、１２０００名团员参与团日活动２０余

次。通过专题会议、演讲座谈、理论学习、爱心支教、辩论赛等生动丰富的形式，扎实开展理

想信念教育，确保将学院的各项要求传达到每一个学生，并及时收集学生思想动态。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建筑管理学院六名女生在公交车上救产妇的事迹引起广泛反响，２０１３年

入选“２０１３年度感动永川十大人物”，被网友誉为“最美女大学生”。

３．日常工作建设

强化学生勤工助学机制，累积发放资助金约１０３４．３５万元。完成２０３４人次生源地贷

款，累计金额达１２１９．３５万元。本年度共３０人获国家奖学金，５５２人获励志奖学金，５０６４人

获助学金。完成学年市级优秀学生评比４５人次，院级先进集体个人１２０８人次，单项荣誉奖

学金４５人次。评选过程中，加强宣传和“三公”力度，丰富评选方式，确保优秀学生拥有多种

脱颖而出的渠道。加强优秀学生宣传和表彰力度，在校园中掀起“争先创优”热潮。

４．学生人文素质建设

学院启动茶竹书院心旅工作坊，全年共开展４个主题，参与人数达２７０余人次，接待个

体心理咨询６０余人次，心理委员集中培训７次，处理心理危机事件４起。组织完成２０１３级

共５０１１名新生心理普测，并及时反馈测评结果。为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开展第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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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大学生心理健康周”活动、大学生心理知识竞赛以及组织学生参加重庆市第四届大

学生成长论坛，荣获７个奖项。全年学生参与各类文体和学科竞赛，在市级以上各类竞赛中

获得５６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励１８项。２０１３年，电气信息学院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工程

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全国一等奖。

５．团学工作建设

学院积极拓宽校园宣传阵地，建立三级微博体系，形成“院团委———二级学院团总

支———班级团支部”的三级信息共享平台；深入探索新媒体宣传渠道，全力打造“青春城科”

微信平台，积极加强与上级团组织的工作联系，参加团干部培训、团组织会议１２次，及时了

解共青团最新动态。加强了学术型、科技型社团管理。根据学院《学科竞赛管理办法》，修订

完善《学术研究类社团管理办法》，加强指导力度，规范内部管理，搭建培训交流平台。

【招生就业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进一步强化招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建设。通过加强与各省招办

及重点中学的联系等多项举措，创新招生宣传的方式方法，建立稳定的生源基地。２０１３年录取

新生第一志愿和成绩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位居市内独立学院前列。２０１３年，学校新生报到

５１３３人，其中本科４５０６人、专科６２６人。在重庆本地本科普通类生源第一志愿报考数稳步增

加。通过与市教委、市考试院争取，录取数从２０１２年２２０９人增加到２０１３年２７４３人。

在总结２０１２年就业工作的基础上，学院进一步完善修订《２０１３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

方案》和《２０１３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奖惩办法》。２０１３届毕业生共计３３０３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共计２４３０人，毕业率达到９５．７６％；专科毕业生共计８７３人，毕业率为８３．８５％。根据《重庆

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我院２０１３年共授予学士学位２３１１人，授

位率９５．１０％。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２年，学院与嘉华学院洽谈联合培养，２０１３年度已经完成“ＡＣＣＡ双学位国际班”学

生群体的留学意向、家庭经济承担能力的调查、项目宣讲会及答疑等，于年底完成学生报名

组班，计划从２０１４年春季学期开始开班授课。学院已经送出９名学生到韩国草堂大学学

习，其中３名学历生、６名交换生。学院于５月接待韩国草堂大学的考察团队，实现双方领导

的正式会面，并正式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

年初学院完成第一批赴美带薪实习（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ｒｋ＆Ｔｒａｖｅｌ）学生的招募、报名以及出国

前的手续协助办理。５名学生于６月出国实习并于国庆节后顺利返校。目前有２名学生签

订协议参加２０１４年暑假的赴美带薪实习。

１０月，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代表团考察学校，并与学院达成合作意向，针对大四毕业生进行

ＭＢＡ学位的培养。目前已有２２人报名ＭＢＡ项目以及４名教职工报名参加博士项目。

（谢　静　柴新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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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大事记

一月

５日　　　林建华校长率队访问中建总公司。

重庆大学化学学科进入世界ＥＳＩ排名前１％。

７日 “天猫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落户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８－９日 重庆大学经济调研团队调研课题“建筑业农民工薪资及其影响因素探究”获

“中国大学生经济调研项目”一等奖。

２０日 重庆大学ＧｌｏｂａｌＶｉｓｉｏｎ游学系列活动之二“２０１３欧洲冬令营”在比利时安特

卫普大学举行。

２６日 林建华校长率团出访美国并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二月

１日 重庆大学科协荣获“重庆市科协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２６日 法学院陈忠林教授获评“２０１２中国十大影响力法制人物”称号。

２０日 第六届中国（重庆）国际绿色低碳城市建设与建设成果博览会系列活动之首

届“京天杯”绿色能源创意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三月

１日 重庆大学物理学科进入ＥＳＩ全球前１％。

土木工程学院张永兴教授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４日 由法学院陈德敏教授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

再生资源产业顶层设计与发展实现路径研究》开题报告会在校举行。

６日 香港轩辕教育基金会、传承中国游学会主席罗文春一行来校考察交流。

１２日 重庆大学关工委获“重庆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１４日 重庆大学机械系７２级校友向巴平措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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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日 教育部直属工科院校就业工作协会年会在校举行。

２０日 “数字影视艺术理论与技术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在校举行。

２１日 重庆大学举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

议”精神传达会。

２４日 党委书记欧可平率队访问香港知名企业、慈善组织。

２８日 重庆大学—云南省绿春县对口扶贫工作会在校举行。

２８－２９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３届毕业生就业春季大型双选会。

３０日 由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承担的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

项———“三峡库区城市水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研究与综合示范”项目下设的

两个课题通过验收。

四月

１日 重庆大学组织工作创新活动入选中组部创新案例。

９日　 我校林建华等３３位教授（３４人次）入选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其中林建华、杨丹、李茂国、易树平、廖瑞金、张力、余渭深、

曾孝平等８人当选副主任委员。

１０日　 重庆大学举行“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１１日　 软件学院Ｃｕｒｏ团队和 Ｓｔｏｒｍ团队分别获得 ＩｍａｇｉｎｅＣｕｐ微软“创新杯”全球

学生大赛中国区决赛一等奖和二等奖。

２０日　 重庆大学举行纪念马寅初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系列活动。

２１日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来校做“科技发展前沿与愿望”主题报告。

２４日 重庆大学与江苏省高邮市签订校地产学研全面合作协议。

２７日　 重庆大学发起成立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蓝洋金融集团设立“蓝洋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五月

２日 重庆大学举行“五四”表彰大会。

１４日　 建筑学专业以“优秀”通过住建部专业教育评估。

１６日　 香港理文集团与重庆大学洽谈捐赠冠名及校企合作事宜。

重庆大学举行“放歌十八大 聚焦中国梦”合唱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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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８日 以“教育制度改革与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的首届大学论坛在我校举行。

１８日　 中国首台工业ＣＴ机第一幅图像诞生２０周年纪念会暨ＣＤ系列工业ＣＴ机用

户俱乐部成立技术交流会在校举行，该图像首次在重庆大学公开展出并捐赠

给中国工业博物馆收藏。

１９日　 重庆大学举行首届“纸板建造季”竞赛。

２０日　 土木工程学院张永兴、建筑城规学院赵万民、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姜德义、经

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蒲勇健等４名教授获聘重庆市第二期“两江学者”计划特
聘教授。

２８日　 “中建讲坛”签约仪式在校举行，中建总公司董事长、我校７８级工民建专业

校友易军开启第一讲。

２９日　 重庆市大学联盟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学联盟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暨中意大学

校长论坛在校举行。

　　　 土木工程专业通过住建部专业教育评估。

３０日　 重庆大学召开教师、干部大会部署综合改革工作。

六月

１－２日 建筑城规学院学生代表队参加第七届同济大学建造节暨２０１３“华城杯”纸板

建筑设计建造竞赛获得大学组综合奖一等奖、排名第一。

６日 林建华校长率队赴重庆两江新区访问交流。

　　　 重庆大学举行“智慧校园”论坛。

７日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杨国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沈学

础院士受聘为重庆大学外聘院士。

１７日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教育代表团访问我校。

２０日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龙勇教授、孟卫东教授主讲的《企业合作的奥秘》视频

课入选第三批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２４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３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弘深学院叶仲泉等１０

名老师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２５日　 重庆大学召开干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巡视员、副局长赵凡宣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重庆大学校长调整的决定，周绪红同志任重庆大学校

长，林建华同志不再担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

教育部党组成员王立英、重庆市副市长吴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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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６日 重庆大学召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８日　 重庆大学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签订联合办学合作框架协议组建 ＣＯＯＰ联合

学院。

１６日　 重庆大学帕克联合创新研究院、重庆蔚源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暨签

约仪式在校举行。

八月

１８日　 艺术学院群舞《汉风俪影》荣获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表演银奖”。

２８日　 重庆大学校党委中心学习组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暑期专题学

习会。

九月

５日 重庆大学与南非金山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６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３级研究生开学典礼。

９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开学典礼。

１０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３年度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

重庆大学关工委获全国“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奖。

１１日　 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来校视察指导工作。

重庆大学与安特卫普大学共建联合物流学院。

１９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３年中秋音乐会。

２３日　 加拿大国家工程院、工程研究院李文沅院士加盟重庆大学。

２５－２６日 重庆大学举行“ＵＩＡ－霍普杯”２０１３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２６日 重庆市２０１３年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在我校举行。

２７日 重庆大学首次进入全国“表现不俗”的论文较多的高校排行榜。

２８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３级学生军训阅兵分列式暨军训总结表彰大会。

重庆大学ＥＭＢＡ、ＭＢＡ荣登《世界经理人周刊》排名榜。

３０日　 周绪红校长会见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宏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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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２日 机械工程学院陈进教授和博士生汪泉发表于能源领域国际著名期刊《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的科研论文“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ｉｒｆｏｉｌｄｅｓｉｇｎｕｓｉｎｇｓｍｏｏｔｈ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获得国际埃尼奖（ＥｎｉＡｗａｒｄ２０１４）候选提名。

８日 重庆大学曹华军、陈刚、董小闵、范兴、胡洁、李凌杰、李卫国、刘贵文、刘界鹏、

吕学伟、吴剀稢、张太平、张小强等１３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

９日 重庆大学举行金秋敬老祝寿大会。

１０日　 “走近科技，缤纷节日”系列科普活动“神奇美丽的纳米世界”在校举行。

１１日　 重庆大学与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办学签字仪式暨２０１３届新生开学典礼在校

举行。

重庆大学举行博雅学院授牌暨２０１３级新生开学典礼。

１４日　 香港道德会大陆总监骆驰来校访问。

１７日 党委书记欧可平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一行。

１３－１８日 重庆大学获第十三届“挑战杯”竞赛优秀组织奖，获特等奖１项、二等奖２

项、三等奖３项；第十二届挑战杯特等奖作品《冲击我国城市化进程瓶颈的

一项变革———基于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调查》荣获累进创新奖铜奖。

２１日 祝家麟教授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欧美同学会成立１００周年庆祝

大会。

２２日 重庆大学国家级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与芬兰ＶＴＴ国家技术研究

中心和英国建筑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２４日 周绪红校长出席“加拿大之友招待会”并与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会谈。

２５日 ＩＥＥＥ电绝缘协会主席ＳｉｍｏｎＲｏｗｌａｎｄ教授访问我校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

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重庆大学意大利比萨孔子学院举行五周年庆典。

十一月

２日　 卓越大学联盟第四次校长联席会议在校召开。

２０１３年中国新闻学年会暨“新闻传播与区域发展论坛”在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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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　 重庆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会。

１０日　 中国著名电工理论专家、重庆大学原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第

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泽佳同志逝世。

１２日　 “中央芭蕾舞团走进重庆大学专场演出”在校举行。

１４日　 重庆大学举行“西门子日”活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和西门子资助奖学金

协议。

１８日　 周绪红校长出席中美高水平大学圆桌会议。

１９日 “中华文化四海行”活动走进重庆大学。

２０日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以优异成绩通过ＡＭＢＡ国际认证。

２１日 重庆大学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２４日 重庆大学与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２５日 重庆市副市长吴刚来校调研。

２９日 重庆大学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签署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议。

十二月

１日　 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中国梦”与政府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校召开。

８日　 重庆大学第十三届外语文化节闭幕。

１０日 重庆大学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校级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

况通报会。

重庆大学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建设期验收。

１２日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来校调研。

１３日 重庆大学与贵州建工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重庆大学举办第二届“ＨＡＣＨ市政环境杯”学术论坛。

１６日 日本熊本大学校长谷口功来校访问。

１７日 重庆大学与林同蒳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来校调研。

１９日 工业ＣＴ无损检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通过建设期验收。

２６日 重庆大学成立航空航天学院。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学生“争先创优”总结表彰大会。

２７日 重庆市第五届“科慧杯”研究生创新实践大赛颁奖典礼暨第六届启动仪式在

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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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通过

验收。

２８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居环境”暨《西部人居环境学刊》首届通讯编委会在

校召开。

重庆大学举行第十七届“嘉陵江”高管论坛。

３０日 党委书记、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欧可平出席重庆市普通本科院校高等教

育改革发展研讨会。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士专家系列讲座在校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

学校长周绪红，奥地利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台湾大学终身特聘教授

杨永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聂建国出席讲座并作学术报告。

重庆大学举行“雏鹰计划”第三期对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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