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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部署，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整改任务，继续坚持“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基本思路，以深化改革统领发展全局，着力完

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办学治校能力，推动学校各项

事业科学发展。

２０１４年，学校从深化综合改革上入手，在内部治理结构、人才培养机制、人事管理制度、
科研管理体制、学科发展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多个方面进行宏观思考、顶层设计和科学谋

划，初步形成了学校综合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进行分类管

理，规范学部设置，把文理学部调整为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进一步明确了学部

的定位与作用；在人才培养机制方面，紧紧围绕提高质量的根本任务，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强化实践育人环节，健全质量保障机制；在人事

管理制度方面继续完善人事制度，改革对非学院各单位的学年度考评方式和考评体系，完善

教师聘用制度和各类体制新进教师退出机制，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不断创造良好的学术

环境，吸引和汇聚了更多的优秀人才；在科研管理体制方面，积极组织和推进协同创新中心

建设，通过实施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建立“需求导向、市场驱动”的科研组织新模式，与协同单

位实行“等权限共享”、“商业化优先共享”和“共建共享”的资源配置新方式，提升人才、学

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促进教育与科技、教育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学科发展机制方

面，按照“强化工科优势，凸显办学特色；夯实理科基础，注重理工结合；振兴人文社科，促进

文理渗透；推动学科交叉，瞄准国际前沿”的学科发展思路，建立分类发展机制，加强分类指

导，促进理工学科、人文社科协调发展；在资源配置机制方面，拓展交流合作机制，不断深化

国际合作交流和拓展国内合作空间，提升资源获取能力。同时，以实践型创新能力培养为特

色的教育体系稳步推进；校区规划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改造；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

设，在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的同时，领导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

在本卷年鉴中，我们力图全面、完整地反映学校在内部治理结构、人才培养机制、人事管

理制度、科研管理体制、学科发展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方面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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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与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二○一五年六月





1月6日，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来校寻访童年足迹

2月19日，重庆大学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3月7日，重庆大学与日本北海道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3月19日，周绪红校长会见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大使



        

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传达会

3月20日，重庆大学举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3月28日，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来校指导“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



4月3日，重庆大学举行“校长有约”研究生座谈会

4月10日，重庆市人大执法检查组来校检查“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4月1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一行来校访问交流

4月30日，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马克西蒙兹来校作演讲



5月8日，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光磊来校调研

5月17日，重庆大学举行“中国工程院第二届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论坛”



        

重庆大学专场演出在校举行

5月18日，“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再芬黄梅艺术剧院走进

5月29日，重庆大学举行2014年教职工文艺汇演



6月5日，重庆市政协主席徐敬业一行来校调研

6月29日，重庆大学举行2014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9月10日，重庆大学举行2014年度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

9月28日，重庆大学举行“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



10月11日，重庆大学举行庆祝建校85周年座谈会

11月3日，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孙学玉看望中国工程院院士鲜学福教授



11月14日，第六届“中韩大学校长论坛”在校举行

12月4 重庆大学举行2014年教学工作会议暨迎接审核评估启动仪式日，



12月11日，重庆大学召开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12月12日，煤矿动力灾害防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校举行



12月21日，重庆大学举行第二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

12月31日，“月球车创意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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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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现设有理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学部、工程学部、建筑学部、信息学部，共３２
个学院，以及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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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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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００余人，本科
生２８０００余人，留学生１３００余人。在职教职工５２００余人，其中教师２７００余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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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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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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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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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博士生导师７００余人。

重庆大学现设有博士后流动站２９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８个（覆盖二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９０个），另有博士二级授权的学位点３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５１个（覆
盖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８１个），另有硕士二级授权的学位点４个。专业学位１９种（含
建筑学学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２个工程博士领域、２６个工程硕士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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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个、立项建设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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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室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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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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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部级及各类研究基地１８０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３个，教育部创
新团队６个，国防创新团队１个，重庆市高校创新团队１５个，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
计划基地（“１１１计划”）３个。

重庆大学校园占地面积５４５０亩，有 Ａ、Ｂ、Ｃ、虎溪四个校区，校舍建筑面积１５０万平方
米。拥有设施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累计藏书４２５余万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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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００余项，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２００余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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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３
门、市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６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１门，立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含网络）１１门、市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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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所知名高校，
以及美国ＰＡＲＣ研究中心、Ｒｏｃｋｗｅｌｌ、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利宝集团、德国 Ｓｉｅｍｅｎｓ、日本东京财团、香港
美视电力集团等多家国外及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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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首相卡梅隆、奥地利共和国驻华大使艾琳娜、韩国驻华大

使权宁世等多位国家政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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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ｏｈｎＨａｌｌ、ＡｄａＹｏｎａｔｈ、ＲｏｂｅｒｔＭｕｎｄ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Ｆ．Ｓｍｏｏｔ、ＡｌｂｅｒｔＦｅｒｔ、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Ｓｈｅｃｈｔｍａ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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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受来

自美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英国、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坦桑尼

亚等五大洲的１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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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学校概况








（一）领导讲话

重庆大学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工作总结报告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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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的

十八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根据中央要求，重庆大学作为中管高校，参加了第一批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中央第４５督导组的指导下，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周密部

署、精心组织、加强领导，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突出作风建

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提高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能

力，着力解决影响学校改革发展稳定、涉及广大师生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教育实践活动从

２０１３年７月初全面展开以来，历时半年多。全校各级党组织、各单位按照活动《实施方案》，

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实施，有序推进。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

中层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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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基本达到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的总要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情况

学校４０个二级党组织，６６１个党支部，包括在职教职工党员３２６１人，离退休党员１４２２

人，学生党员１３０６４人，共计１７７４７余名党员，全部参加了本次教育实践活动。在学习教育、

听取意见环节，重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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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围绕为民务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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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重点是针对

工作作风、师德师风、学风校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对一些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治

理。抓住重点问题，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制定落实整改任务书、时间表，初步建立起改进作

·５·

特　　载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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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第４５督导组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精神状态、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认真履

行职责，对我校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全程督导。周家伦组长、张其华副组长以及陈向阳、曾

卫明、陈国勇、柯斌、吕曼等督导组同志不辞辛苦，多次莅临参加动员大会、校领导班子暑期

专题学习会、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及专题通报会和今天的总结大会，并就如何组织开

展好民主评议、个别谈话，如何深入查找“四风”问题，如何准备学校班子及班子成员对照检

查材料，如何整改提高、建章立制，如何筹备好总结大会等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确保了教育实践活动不走过场、不出偏差。教育部人事司魏士强副司长也代表教育部党组

参加了学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及时给予了重要指导。

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做法

学校党政始终认为，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不仅是中央布置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加强学

校各级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需要，对于全面推进学校各项事业改革发展是一次重大的机遇，

绝不能搞形式、走过场。总结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学校在具体工作中紧扣“五个围绕”、切

实把握“五个贯穿始终”。

（一）紧紧围绕活动目标任务，结合校情实际，坚持把加强组织领导贯穿始终

一是高度重视，健全工作网络。学校党委按照上级要求，及时成立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明确规定了各自工作职责。领导小组办公

室建立了联络员制度和例会制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二级党组织也严格按照学校

党委的部署和要求，建立了由党组织书记和党员行政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双组长制”领导

机构，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是制定方案，广泛思想发动。学校党委结合实际，制定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方法步骤、组织领导等要求。

２０１３年７月６日，学校召开动员大会，我代表学校党委作了动员报告，对学校深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思想动员和工作部署，提出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五

点具体要求。学校动员大会结束后，各二级党组织也结合单位实际，制定和完善实施方案，

二级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承担起第一责任，具体负责本单位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圆满完成了

动员发动工作。

（二）紧紧围绕领悟中央精神，深化群众意识，坚持把加强理论武装贯穿始终

一是学习内容重点明确。学校向全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各党支部发放了《论群众

路线－重要论述摘编》等中央规定的５本学习材料、共计１１００余套，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及

十八大报告一起，作为教育实践活动重点学习内容。学校先后组织了 ８次校领导班子集中

学习、５次中层干部集中学习，认真组织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关于习近

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新闻报道，集中观看《苏联亡党亡国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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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等党内教育参考片，组织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传达

会等，不断拓宽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创新形式确保质量。学校充分利用重庆大学教育实践活动专题网站、重庆大学手

机报、重庆大学党委党校网上学习平台等新媒介，坚持集中学习与干部自学相结合，开展好

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和道德品行教育，学校共举办各类专题辅导报告会、中心组学习交流会

２０余场，全部６６１个党支部组织召开了专题学习讨论会，进一步深化了党员干部对党的群众

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性认识。

（三）紧紧围绕加强氛围营造，着力推动工作落实，坚持把舆论引导和监督检查贯穿始终

一是加强宣传，为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活动简报、校报、电视台、电

子大屏幕、手机报、微博、微信等媒体，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地报道活动的全过程。学校在

第一时间建设了专题网站，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践行群众路线，提升内涵发展”征文活动，广

大教师、干部、普通职工和学生踊跃投稿，提交各类文章３１２篇。积极与新闻媒体联系，及时

反映、交流学校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好做法好经验。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先后被人民日报头

版报道１次，中央教育实践活动简报报道３次，教育实践活动官网刊发学校工作动态２４则，

编发活动简报１８期，为教育实践活动提神鼓劲、营造氛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加强督导，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健康顺利开展。学校积极落实《教育实践活动督导工

作实施方案》，深入、细致地做好督导工作。面向全校公布督导成员分工和纪律，公布督导工

作电子邮箱，公布４个校区征求意见箱放置位置，公布每名督导组成员的座机、手机联系方

式。校活动办督导组主动参与学校层面各类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帮助、指导、督促各单

位制订活动方案、进行动员部署、查找和解决“四风”问题、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制定和实施整

改方案等各方面的工作，及时传达中央精神和学校党委部署，做到了指导有方、督导有力。

（四）紧紧围绕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深刻对照检查，坚持把聚焦、反对“四风”贯穿始终

一是广泛听取意见。学校完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学院制度，１０位党员校领导结合

分工具体联系学院，累计完成实地走访调研５５次。校领导在暑期中深入一线带回了师生反

映突出的“四风”问题，在校级领导班子暑期专题学习会上重点研讨分析成因、深入交换意

见。动员大会召开前，学校组织召开了３场二级党组织负责人座谈调研会。新学期伊始，按

照学院行政主要负责人、学术骨干、青年教师、民主党派代表人士、离休退休人员５个类别，

在全校范围内召开了６场集中调研座谈，面对面听取意见，后经整理、归纳，梳理出涉及学校

工作１２个方面的共性问题４２条、征得改进建议５５条，另有１３项个别问题。学校还通过公

开电话、设置意见箱、电子邮箱等渠道广泛收集意见及改进建议，结合中央督导组反馈的民

主评议、个别谈话情况，共汇集整理成校级领导班子和成员“四风”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及

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建议２３６条，为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和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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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深入谈心交心。学校领导班子重点结合查找出的“四风”问题和中央督导组的反馈

意见，深入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坚持“重点谈”与“普遍谈”相结合，我和周绪红校长带头对

照检查，与班子成员逐一谈心，班子每位成员之间谈心交心，主动征求谈心对象对自己存在

问题的意见和改进建议。学校领导班子谈话活动历时３天，平均每人谈话接近３个小时。

各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和全体中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也在深入查摆、认真梳理“四风”方

面的突出问题基础上，认真开展谈心活动，二级党组织书记、党员行政正职之间在带头谈心

的同时，与班子成员分别谈心，班子成员深入到系、教研室、科研团队、管理服务窗口等一线，

与教职工谈心，沟通思想认识，相互提醒帮助。通过会前谈心交心，班子成员间增进了理解、

消除了误解，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之前，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打下了坚实

的思想基础。

三是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学校领导班子的对照检查材料由我负责主持起草。学校

先后召开５次专题党委常委会，对学校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的主要内容集体研究。材料

形成后，又先后多次逐一征求了每位班子成员的意见、建议，并根据督导组修改意见再次充

分地讨论和修改。每位党员校领导结合学习心得、个人实际、交心谈心情况和前期征求到的

意见建议，自己动手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并作了多次修改，最多的达１５次。我和周绪红校长

认真审阅每位党员校领导的对照检查材料。中央第４５督导组先后５次对校领导班子和党

员校领导个人的对照检查材料进行审阅把关。校领导班子以及书记、校长的对照检查材料

还上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教育部有关领导同志审阅。

各二级单位领导班子也都按照要求，由班子主要负责人主持对照检查材料的起草、修改

和意见征求工作。设立了二级党组织的３８个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全部撰写了班子对照检查

材料；全校副处级及以上中层党员领导干部，全部撰写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对照检查材料

均由分管联系校领导把关、审核。

四是组织开展好专题民主生活会。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上午、下午和晚上，学校领导班子

利用３个单元的时间，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１０名中共党员校

领导全部参加会议，非中共党员副校长、党委常委列席会议。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我和周绪

红校长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班子成员深刻开展自我批评，班子成员间坦诚相见开展相

互批评。民主生活会的氛围认真严肃、诚恳和谐，既红红脸、冒冒汗，触及了灵魂，又达到了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新的团结”的目的，体现了班子成员的担当

精神和同志之间的深情厚谊，振奋了精神，促进了和谐，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

央第４５督导组组长周家伦及督导组其他４位同志、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魏士强到会指导，

对专题民主生活会予以充分肯定。１２月２０日，学校又召开专门会议，向全校３００余名教职

工代表通报了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校领导班子在执行党的政治

纪律、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解决“四风”问题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班子今后努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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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整改措施，督导组及教育部对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意见等。

学校高度重视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工作，专门下发《关于召开二级

单位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等文件，对会议的前期准备情况、开会的条件与时间、

校领导到会指导、会议议程、对照检查材料的有关要求及格式、会后通报及材料报送等一系

列工作进行系统规范。按照统一部署，全校各二级单位在１２月下旬之前召开了二级领导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后都形成了民主生活会专题报告，及时在本单位一定范围内通报。

全校各党支部也根据学校活动《实施方案》和专题民主生活会的要求，围绕教风、学风、师德

师风建设、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等方面，开展了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支部成员认真查

找自己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

（五）紧紧围绕保障师生权益，集中群众智慧，坚持把边查边改、整改落实贯穿始终

一是回答问题与解决问题相结合，立行立改。学校以维护师生利益为重点，以突出为师

生办实事为载体，针对师生反映突出的、能立即整改的问题，雷厉风行、不等不拖，什么问题

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在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反映

普遍的“青年教师特评正高问题”，学校领导和人事部门在第一时间给予答复，及时下发了

《关于在２０１３年度职称评审中开展青年教师特评正高工作的通知》立即整改，保障了青年教

师的正当诉求。比如在提供师生便利方面，针对虎溪校区面临的“校车收班早”、“电器设备

老化”等问题，学校顺应师生关切，及时增加校车班次，在新学期前全部更换了学生公寓内

５３００台饮水机、１２５０台热水器。

二是查找问题与优化思路相结合，制定整改方案。学校以对照检查材料为依据，针对发

展存在问题，按照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客观分析，分类落实，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做到“三结

合、三明确”，即把近期整改、中期整改、长期整改结合起来，明确整改目标措施、明确整改时

限要求、明确责任领导及部门。经梳理，确定了５项加强学校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具体举

措、５条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的整改措施、８个推动学校科学发展的改革重点以及６件关系师

生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共计２４条整改内容。在整改方案形成中，还广泛征求了学校党委

委员、相关职能部处的意见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建议进行了反复修改，进一步加以完善，并通

过校园内的电子大屏幕，向全校师生公示整改方案，征求群众意见，接受全校师生监督。

三是贯彻“八项规定”与服务民生相结合，实施专项整治。学校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小

组，制定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四风”问题、影响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

问题，在整改落实环节中继续开展专项治理活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各相关

单位承担的领导责任和应履行的各项工作职责，合理安排工作进度，整合力量和资源，加强

领导，定期研究，明确目标，细化进度，抓好组织实施。目前，会风文风专项整治、“门难进、脸

难看、事难办”等机关作风问题专项整治、铺张浪费问题专项整治、公房管理和使用问题专项

整治、违反财经纪律问题专项整治、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情况专项整治、校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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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环境问题专项整治等７项专项整治工作推进顺利，与整改工作形成良性对接。

四是坚持破解难题与完善制度相结，推进制度建设。学校将党的群众路线制度建设与

整改工作相结合、与大学章程建设实际相结合，以解决“四风”方面突出问题为核心，以落实

群众观点、助推科学发展为主题，本着“要精、要实、管用”三原则，运用“梳、改、立”三种方

式，清理完善已有制度，建立健全新的制度，实现反对“四风”、改进作风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目前已梳理出“四风”问题相关的制度文件３７项。其中，符合现有要求、实践基础较好、

师生比较满意的２２项制度继续抓好落实，７项制度正修订完善，８项制度作为重点制定对

象。

三、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成效

学校在综合改革、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关键阶段，通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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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成

效。

（一）全校上下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全校广大党员、师生员工，特别是中层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

次加强主观世界改造、增强群众意识的深刻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理

解和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思想

观念得到进一步解放，宗旨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有了进一步增强。同时，我

们找出了身边的“四风”问题、影响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看到了差距，剖析了原因，

思想上受到了极大震动，观念上有了很大转变。

（二）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呈现新气象

教育实践活动中，学校各级领导班子以提高办学治校能力为重点，进一步增强政治定

力、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保持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推动学校各级

领导班子及成员在党性修养、思想作风以及办学治校能力上实现新的提升。学校各级领导

班子和班子成员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待遇有关规定，没有超标准配备车辆和占用

住房。管好、用好预算经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把财力物力更多用在学校建设、发展

和保障改善民生上。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严格执行廉政准则，坚持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加强道德修养，保持清廉本色。总体上看，基本实现了理想信念更加

坚定、整治“四风”更加有效、内涵发展更加自觉的整改目标，有效推动了学校改革发展。

（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的主要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针对对照检查材料和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反映出的“四风”问题，学校各级领导

班子和班子成员从实际、实效出发，坚持以内涵建设克服形式主义、以深化服务克服官僚主

义、以改革奋斗克服享乐主义、以厉行节约克服奢靡之风，用群众路线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推

进开门整改，绝大多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或正在解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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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密切师生联系、改进调查研究。坚持和完善校领导接待日制度，校班子成员每人联

系若干个学院、１个本科生或研究生班；将每周五下午作为校领导联系和服务基层的固定工

作时间。围绕学校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制定，结合校领导工作分工拟定

年度调研选题和计划，校班子成员每年至少主持１项重点调查研究，并要形成高质量调研报

告，

二是改善会风文风。继续严控校内发文数量，校内各单位没有增发简报，已基本上取消

纸质发文。推行“短实新”文风，文件和上报信息不搞“穿靴戴帽”，减少了重要性、必要性等

一般性论述。实行会议的分类管理、分级审批，除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决定召开的全校

性会议外，一般不召开全校性大会，部门会议尽量合并，原则上不召开专项工作总结表彰会、

庆祝会、纪念会。今年元旦、春节，学校把五个总结团拜会合并为一个会，清茶一杯，清风拂

面，也不失隆重热烈；全校各二级单位也取消了本单位的所有新年团拜和公款聚餐，节约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深得师生拥护。

三是厉行勤俭节约。严格经费管理，成立科研经费管理办公室，全面提升科研经费管理

服务能力；着手进行二级单位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和调整，提升二级单位财务管理能力；推

进公务卡制度改革，首批科级及以上职务的在职教工、各单位经办公务事项人员的公务卡正

在银行办理中，力争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实现“一人一卡”的目标。严格公务接待，一般在校内安

排工作餐和自助餐。严格控制会议经费开支，根据参与人数准备茶水，会场一律不摆放花

草。严格公车管理，杜绝公车私用，继续实行用车派单制和“一车一油卡”登记台帐制并加强

检查，对车辆实行定点维修、定点加油。大力压缩“三公”经费，根据财务处统计，２０１３年“三

公”经费支出，按全口径统计，２０１３年比２０１２年减少支出１３．１１％，减少经费３１０４万，纯粹

的行政“三公”经费减少４９０万。２０１４年学校进一步缩减办公、差旅、会议、庆典等支出，“三

公”经费预算再减少了５％。加强固定资产管理，落实《大型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等规

定，对拟处置的仪器设备严格把关，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继续推进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建设，学校已将８６７台仪器设备纳入校内及重庆市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保证仪器设备的最大

化和最优化利用。

四是转变机关工作作风。为切实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难题，机关各部门依

照《重庆大学机关工作作风规范》、《重庆大学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方案》等文件要求，结合本

单位工作实际，制定了本单位工作作风改进方案。学校机关工作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先期聘

请机关党委委员１１人作为作风建设监督员，按照改进工作作风建设的考评办法，对各单位

作风改进情况进行检查。９２％的机关部处、直属单位已在网上公开本单位涉及的规章制度、

办事流程、具体事项负责人、联系方式、办事地点等信息，其余单位正在抓紧制定、修订、完善

办事指南。

五是推进民主管理。《重庆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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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细则》的制定工作已进入尾声，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地位、八项职权

和组织规则、代表的产生及其权利与义务等，依法保障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

督。上述文件将在学校章程颁布后，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

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工作的意见》已完成初稿。该《意见》旨在增强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

意识和能力，增进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促进和谐校园建设，提高学校管理水平。

目前，文件正在广泛征求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意见。

（四）一批民生实事获得了新突破、取得了新成果

学校着眼师生所急所盼，把办好６件师生反映强烈又非常紧迫的民生实事，作为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突出重点，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有效密切

了党群干群关系。

一是加强校园管理。充分利用工会、教代会的渠道以及提案的方式，保障教职工在校园

建设方面的合理需求，１３条与校园环境整治相关的教代会提案正在督办之中。着力打造网

格化巡防体系、智能化“天网”技防体系、区域化包干责任制、制度化校警联动、适时化专项行

动等校园安全防范和治安管理“五化”管理模式，着力制定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便民化等

校园环境综合治理“四化”规范，今年寒假，四个校区安全和谐，没有发生重大安全和刑事案

件，留校师生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虎溪校区学生一、二、三食堂及Ａ区九食堂、Ｂ区

学生食堂空调安装、装修工程顺利竣工；老校区三个足球场２２０００余平方米运动场的人工草

皮铺设及篮球场馆的升级改造工作已全面完成；所有灯光运动场地开放至晚上１０点；Ａ／Ｂ

校区交通系统改造即将组织实施。

二是做好房屋土地资源的统筹使用。进一步完善“定额管理、动态调整、超额收费、缺额

补贴”的公房管理制度，对公房实行统一调配、统一权属登记，推进公房资源的公平配置和集

约使用。目前公房资产清理、二级单位公房定额核算已经完成，业已全面执行公房定额管理

计费制度。针对科研用房紧张，研究生、留学生公寓存在缺口等实际情况，加快实施公房的

使用调整规划和建设规划。如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用房调整的问

题，学校班子在对照检查材料中作了专门检查；在整改工作中，学校随即立项新建实验室面

积８４０平方米，使之达到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用房标准。１２月１０日科技部组织专家对采矿

重点实验室进行了验收，对实验室的条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三是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学校启动了校园网络提速计划，网络出口带宽、校园网主干

全部实现双万兆冗余，主干到楼宇升级为千兆或万兆。已完成１４栋学生宿舍１０２２６个信息

点的综合布线工程及校园无线网络公共区域一期建设，在后续的工作中将逐步实现全区域

覆盖。建立了二级单位网管员协调机制，有效增强二级单位网络管理效率。新开发信息化

服务用户交流网站，推出用户桌面服务和疑难问题解答服务，升级完善呼叫中心服务系统，

增加用户故障报修、问题咨询电话的接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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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提高后勤服务质量。开展重庆大学后勤服务呼叫中心宣传活动，提升中心服务水

平，为学校各项事业及师生员工的生活提供更加快速和精细化的后勤保障。组建学生食堂

管理委员会、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学生安全促进委员会等学生代表常设机构，支持学生参

加后勤服务工作的监督和日常运行。学生宿舍楼道监控系统８０１个点位顺利建成并投入使

用，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公寓安全防护能力。与山东科文集团合作共建重庆大学附属中学，通

过整合、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办学，为学校教职工子女提供更好的基础教育，切实解决

教职工的后顾之忧。

五是切实关心青年教师成长。学校响应广大青年教师期盼，再次启动了青年教师“特评

正高”工作，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优质发展。努力提高教职工待遇，２０１３年职教工

岗位津贴比２０１２年增加了１０％，２０１４年计划在２０１３年基础上再增加１０％。修订《重庆大

学在职教职工大病资助基金管理办法》，首次把大病门诊费用纳入了资助报销范围，把以青

年教师为主的派遣人员加入到资助对象，并将资助的方式改为即时审核报销，申请一个审核

一个，符合条件就资助一个。学校还对管理及教辅人员改用了合同聘用方式，合同方由派遣

公司变成学校，增强了年轻同志的归属感。

六是做好离退休服务工作。开展“利用校内外养老服务资源、探索高龄、独居、“空巢”

老人养老服务模式”课题研究。积极发挥“夕阳红爱心志愿者”组织的作用，１００余名志愿者

与有需求的老同志结成帮扶对子，为老同志提供生活帮助和精神慰籍。考虑老年人实际困

难，在４个校区内增加休闲、运动设施，开展老年节义诊咨询活动以及健康知识讲座，推行订

单式体检。努力提高离退休老同志生活待遇，投入专项经费，建设重庆大学紧急救助呼叫中

心、康复理疗中心，为离退休老同志提供紧急救助和生活服务。

（五）群众路线制度建设获得新进展

学校把解决问题和制度创新相结合，把解决“四风”问题、群众问题中形成的好办法好经

验用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努力形成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

一是强化科学论证，确保制度建设的有效性。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制度建设工作小组，由

我和周绪红校长担任“双组长”，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小组多次召开会议，确定具体的承办部

门和完成时间，研究制度清理中遇到的难点，有序指导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开展好制度清理

和建设活动。实行论证责任制度化，牵头单位指派专人具体负责调研论证工作，论证组达成

一致意见、形成文字材料后报牵头单位负责人初审，初审通过后送分管联系校领导把关，最

后送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在起草过程中及时修正制度设计中出现的偏差，

使制度建设工作层层推进，有序展开。

二是强化联系群众，确保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学校在制度建设工作中始终坚持群众路

线的工作方法，把群众反映较大的“四风”问题与制度建设的空白点和薄弱点结合起来，抓住

亟需制定的制度，集中力量推进。在总结自身好传统、好经验的前提下，广泛借鉴其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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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做法、好制度，努力将调研论证工作做实、做好，确保制度建设的质量。

三是强化整体推进，确保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学校充分考虑群众路线制度建设与大学

章程建设之间共性与个性、传承与创新、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统筹推进两方面工作，把教育实

践活动成效体现在大学章程建设上。为此，学校在教育实践活动制度建设之外，专门下发

《关于加强重庆大学章程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单位以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和学校章程起

草作为契机，以三校合并为时间起点，全面梳理包括反对“四风”问题在内的单位内部规章制

度，依据章程统一规章制度，规范管理职能，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六）教育实践活动与学校事业发展实现了“两不误、两促进”，学校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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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育实践活动变

成推动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２０１３年，学校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提高质

量”的道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教育体系建设为切入点，全面推进综合改革。学校新

增物理学科进入世界ＥＳＩ排名前１％的学科，目前我校进入世界ＥＳＩ排名前１％的学科已达

４个；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学校有１０个学科进入全国前１０名。博雅学院、重庆大学与辛辛

那提大学联合学院正式招生；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３１项，创历史最高水平。学校召开了全

校研究生教育工作会，部署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色更加凸显，ＭＢＡ

教育成功通过ＡＭＢＡ国际认证。学校出台了新的《教师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办

法》，恢复了正高职称特评渠道，制定了《预聘制教师评价管理办法》，全职引进加拿大工程

院院士１人、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１人。学校大力推进“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和“山地城镇建

设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积极筹备申报国家“２０１１计划”；挂牌成立重庆大学 －ＰＡＲＣ（帕克）

联合创新研究院；作为排名第二的主要参研单位，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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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获国家重大仪器设备开发专项１项、国拨经费４６００万元，首获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首获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教育部高等学校研

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全年科研经费约８亿元，其中自然科学基金连续三年过亿元。高水

平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重庆大学进入论文质量不俗高校之列。学校全面推

进《重庆大学章程》的起草及意见征求工作，进一步理顺学校内外治理关系。学校分别与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ＵＣＬ）建筑环境学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学院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或

签订国际合作协议；学校被教育部评选为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入选

的部属高校。学校实现全年经费总收入３１．５亿元，对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教学运行与建

设、条件保障的经费投入均创下历史新高，学校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良

好发展态势。

·４１·

特　　载




四、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与做好后续工作的思考

学校教育实践活动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央提出的“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主要体现在：活动开展的

还不够平衡，有的单位组织不够周密，将群众路线自觉与工作实践结合的还不够紧密，整改

落实工作成效还不够显著；个别同志理论学习还不够深入，对群众观点理解不够透彻、把握

不够准确，参加活动自觉性不高；解决问题还不够彻底，一些师生员工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

还需要花大力气积极创造条件抓紧解决，一部分问题需要在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结束后一段

时间内才能够解决，有些体制机制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建立和健全；活动中查摆出来的

“四风”问题，仍存在着变相演化的可能。对这些问题，在教育实践活动后续工作中，学校将

按照中央的要求，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分析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学校还要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

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总书记指出，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群众充分认

同，党内外积极评价。实践证明，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为我们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重要准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总书记强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严峻复杂、承

担的任务艰巨繁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加强和

改进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群众路线是永葆党的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

宝，必须做到教育和实践两手抓，使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深深植根于思想中、真正落实到行

动上。第二，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第三，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的有效途径，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

展的正能量。第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必须以

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第五，讲认真是我

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必须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把认真精神体现到党内生活和干事创

业方方面面。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组织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领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紧密结合各自实际，

继续抓好整改落实工作，让师生员工真切感受到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作风新变化、新气象。

二是要继续抓好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促进学校科学发展的实际行动。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三个重大”、“三个必然要求”以及教育实践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生动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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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的理解和认识，始终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强化群众观点，真正做到“真学、真懂、真

信、真用”。要坚持不懈地学，融会贯通地学，紧密结合学校的实际，真正学会用群众工作视

角和科学发展观来分析研究学校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在理清思路、增强信心、凝聚共识上取

得新进步。

三是要进一步抓好整改落实后续工作，把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学校各级领导班子要充

分认识做好整改落实后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按

照中央要求，以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和整改落实方案为抓手，确保整改的各项工作得以真

正落实，向师生员工作出的公开承诺得以兑现，使整改落实的成效经得起群众的评判和时间

的检验。学校作为一个基层单位，整改落实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党和师生的血肉联系，直接关

系夯实基层基础、提高服务群众能力和水平，我们要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后续工作，积极主动

解民难、排民忧、顺民意，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使学校各个基层党组织都

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四是要克服“闯关”思想，进一步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学校各级领导班子要自觉摒弃

“过了民主生活会就万事大吉”的错误思想，充分利用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成果，坚持严格党内

生活，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增强班子凝聚力创造力

战斗力，切实加强领导班子思想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把班子建设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

中坚力量，切实提高领导班子保障和促进学校事业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五是要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群众路线是党的生

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保障。建设现代大学，就必须把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效体现在学校的制度建设上。要结合教育实践活动制度建设工作，

进一步梳理和规范全校规章制度体系，按照突出服务和效益的内涵，在体制机制上强化服务

师生的功能，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内部治理改革。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阶段即将告一段落，进入尾声，但收尾不收场，教育实

践活动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践行群众路线、坚持群众

观点、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向前发展依然任重道远。重庆大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师

生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不断深化、巩固

和发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全面加强内涵建设，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继续全心全意、扎

扎实实为广大师生员工办实事、办好事，努力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向实现建设

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努力迈进！

·６１·

特　　载




在２０１４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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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０日

尊敬的老师们、同志们：

祝大家节日快乐！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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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谨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向在座的各位老师，并通过你们，

向长期以来默默耕耘在学校教学、科研以及管理工作第一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向全校离退休老同志致以节日的慰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师。今天是国家第３０个教师节，围绕“带头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师节主题，国家组织了一系列教师节庆祝和慰问活动，要求各

级党委和政府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改善教师待

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权益，切实把各项政策落实到位，让广大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

人；同时利用教师节这一有利契机，深入探讨教师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充分认识

新时期加强师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了解新时期加强师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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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希望大家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模范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断提高人格修养和学术魅力，做人人敬仰爱戴的学问之师、品行之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不仅凝

聚了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总要求，同时也指明了高校和教师的根本使命与努力方向。在

今年全国高校第２４次咨询会上，刘延东同志强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提高质量”的根本任务，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

体制机制。立德树人的本质要求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因此，综合改

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坚持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坚持以学生为本、教学优先的基本要求，抓

好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

制机制。过去的一学年度里，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积极推

进综合改革，继续深化体制机制变革，以深化改革统领发展全局，以实际成效彰显办学水平。

人才培养、队伍发展、考核评价、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陆续深化落地，进入最为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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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操作阶段，取得了较为满意的阶段性成果。学校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广大教职工的付出

与贡献，在这里，我谨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感谢在座各位同志为教育事业和学校发展作出的

贡献，希望通过你们向全校教职工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和节日的问候。

同志们，回顾上一学年工作，学校继续在以质量提升谋求内涵发展的道路不断前进，在

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经

过初评、会评答辩、现场考察和专家综合咨询等四个评审阶段，获得通过并已公示完毕，即将

由“２０１１计划”领导小组进行最终审定。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是西南地区唯一

的代表。全国３９所９８５大学，有２２所大学的协同创新中心通过了国家认定，还有１７所９８５

大学没有项目通过认证，其中包括相当一批国内著名大学。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我校获得创新群体１项、杰青１项、重点项目５项、重点国际合作项目１项，超越历史最好水

平。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我校申报的４项教学成果全部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学

校获评教育部２０１４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招生分数再创新高，有３个省份高

出理科重点线１００分，其中重庆市高出理科重点线６２分；师资队伍建设成绩斐然，土木工程

学院全职引进杨永斌院士，电气工程学院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光电工程学院温志渝

教授获评全国模范教师，城环学院党委副书记蒲清平当选“第六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这是继通信学院袁利、机械学院姚贵明之后又一位辅导员老师获此殊荣；科研水平不断

提升，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先进金属结构材料基础研究及工程应用团队入选科技部重点领

域创新团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连续三年获准立项等等。上一学年学校取得的成

绩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其中的先进典型带头带动结果。希望

今天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创新求发展，以师德铸师魂，

继续当好各项工作的排头兵；同时希望全校广大教职工以先进为榜样，爱岗敬业，立德树人，

以实际行动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是全面完成“十二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校面临

着从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变的时代新挑战。重庆大学推进的综合改革正处在全面深化、

内涵发展的关键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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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国内顶尖大学相比，还存在着

较大的差距。在新的学年中，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校综合改革作

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年“五四”视察了北京

大学，昨天，又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寄予了极大

厚望，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第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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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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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加强学习，拓宽视野，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努力成为业务精

湛、学生喜爱的高素质教师；第三，要牢固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加强

师德建设，自觉崇德修身，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学校内涵发展的各项任务上来；第四，要按照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标准，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同志们，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和国家对人民教师寄语厚望。

希望全校教职员工，牢记重托、不负厚望，积极投身学校综合改革各项工作，加快构建有利于

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

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重大梦”而努力工作！

最后，祝全校教职工节日愉快、家庭幸福！谢谢大家！

在庆祝重庆大学建校８５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１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庆祝重庆大学建校８５周年。我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作

为一名在重庆大学学习工作了４０多年的重大人，和在座的同志们一样，为母校８５周年华

诞、为重大８５年来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为重大培养出的３０余万优秀校

友，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８５年前，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一批毕业于欧美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怀抱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的理想，凭借“复兴民族兮，誓作先锋”的勇气，在四川刚刚结束军阀战乱的１９２９

年，创办了重庆大学。

建校之初，全校师生在战火连天、颠沛流离的艰难困苦中，不畏艰险，艰苦创业，推动学

校事业向前发展。解放前夕，重庆大学已成为拥有文、理、工、商、法、医等６个学院的全国著

名的综合性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积极支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经过１９５２年及以后的全国院系调整，

成为一所以机、电、动、采、冶等学科专业为主体的多科性工业大学。１９６０年被中共中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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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国重点大学。与此同时，１９５２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诞生，后更名为重庆建筑大学并成为

全国重点大学；１９７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学校成立，后更名为重庆建筑高等专

科学校并成为全国示范学校。

改革开放后，学校迎来了加快发展的春天。１９８１年，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权

单位；１９９４年，国家教委批准重庆大学成立了高校第一家校董会；１９９６年进入国家“２１１工

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为重庆大学迈向新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９７年重庆直辖以来，重庆大学抢抓机遇，顺势而上，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科学发展的关

键时期。２０００年，原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为新的重

庆大学；２００１年成为国家“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高校；２００４年被确定为中央直管干部高校；

２００４年占地３７００亩的虎溪校区开工建设，目前校区功能已基本完善，为学校办学奠定了百

年基业；２０１４年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入选国家“２０１１计划”。

回顾重庆大学的８５年，是始终坚持“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办学宗

旨的８５年。８５年来，学校始终把“造就人才”作为学校的核心使命，坚持教书育人、立德树

人，先后培养了近３０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其中４０余人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培养向巴平措、和志强、陈邦柱、蒲海清、刘鹏、聂卫国、秦宜智等数十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

部；培养了任正非、易军、唐立新、尹家绪、张洪飚、毕亚雄、王国春、刘明忠等著名企业家，还

包括今天来参加座谈会的曹军、石成华、陶清宝等杰出校友；培养了陈德文、李晓红、林建华、

张国林、张卫国、张宗益、吕明等著名大学书记校长；培养了总装备部参谋长李尚福、海军副

参谋长高波、总装备部电子信息部副部长辛毅、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等一批

将军，以及遍布祖国各地各行业乃至世界五大洲的业务能手、管理骨干、商界精英。８５年来，

学校始终坚持把“研究学术”作为学校的办学基础，为人才强国、科教兴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创造了中国科学界多项第一：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座３５千瓦短波电台；研制成功我国化工史

上第一批蒬酸塑料；冯简教授是我国第一个发现北极光的科学家；乐森洵教授第一个发现３

亿年前古生物鱼类化石；丁道衡教授第一个发现白云鄂博铁矿；重庆大学是我国第一批成功

研制出电子计算机的高校；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工业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装置（ＩＣＴ）；获得

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家发明奖、第一个城市规划国家科技进步奖等。８５年来，学校始终坚持

“佑启乡邦”的社会职能，扎根重庆，积极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学校根据国家和重

庆战略性支柱产业以及五个功能区建设，组建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山地城镇建

设协同创新中心、深空巡视探测协同创新中心，积极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战略需求。在三峡

工程建设中，我校承担了“三峡水库淹没区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专项技术研究”重大项目，创

新了大型水库库底固废清理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案，填补了国内外大型水库在固废污染物

溶出规律方面的研究空白，成功地用于库区蓄水区的固废综合治理，为保证三峡工程蓄水的

顺利实施、保障水质安全、避免库岸二次污染起到了关键作用。８５年来，学校始终坚持“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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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社会”的价值取向，把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服务民族振兴作为办学的重要使命。从抗日救

亡的重要阵地、沙磁文化发源地、红岩精神传播地、到今天先进文化传承创新地，重庆大学始

终与时俱进，走过了一段科学民主、爱国进步的光辉历程。正如２０１０年４月刘延东同志视

察重庆大学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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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重庆大学的８５年，是始终坚持“完备弘深之大学”办学目标的８５年。沈懋德、吕子

芳、吴芳吉、彭用仪等办学先贤，从建校第一天起，就提出了办“完备弘深之大学”的重大梦，

并参照世界近代大学的要求进行建设，无论是开办院系，还是课程设置，无论是校园建设，还

是师资延聘，都体现了高起点、高水平，并很快发展成为国立综合性大学。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

学校的文、理、商、法、医五个学院以及工学院的部分专业被调出，但学校仍然坚持发展以工

为主的多科性大学。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新型社会主

义理工科大学，此后，学校的办学目标不断深化，提出建设万人大学，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

心，强调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直辖以后，学校明确了建成重庆直辖市标志性综合大学

的办学定位，提出了综合性、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为适应国家提

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新要求，重庆大学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发展，将发

展目标进一步确定为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与美、英、法、德等

２０多个国家的１２５所知名高校，以及帕克、罗克韦尔、微软、西门子等世界著名企业及研究机

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接受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坦桑尼亚等

五大洲的１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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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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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辛辛那

提大学成立联合学院，与丹麦安特卫普大学联合培养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实施“国家建设

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国际访学，开展交换学习、实习、游学、短期访学等多种形

式的国际交流项目。到今天，重庆大学已进入中国高校第一方阵，研究型、综合性、高水平、

有特色大学格局基本形成，工程、材料、化学、物理四个学科进入世界ＥＳＩ学科排名前１％，重

庆大学正朝着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百年奋斗目标努力迈进，实现“完备弘深之大学”的重大梦

就在我们面前。

回顾重庆大学的８５年，是始终坚持“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校训的８５年。校

训的烙印，深深地体现在我们办学治校的理念中，深深地铭刻在每一个重大员工的心坎上，

深深地流淌在３０万重大校友的血液里。中国首台工业 ＣＴ机在重庆大学的诞生，正是校训

精神的集中体现。２０年多前，为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断层扫描成像技术领域的垄断和

对我国的技术封锁，满足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对无损检测技术和设备的迫切需求，学校

从多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ＩＣＴ研究中心。大家怀着打破西方封锁、为国防安全作贡献

的崇高使命，团结协作、密切配合、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经过一千多个昼夜的联合攻关，终于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工业ＣＴ设备。火箭发射、神舟系列飞船的很多关键部件，都是用我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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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体检设备”ＩＣＴ装置进行全面检验，确保了每个部件的安全可靠。目前，我校研制的

ＩＣＴ装置系统总体技术指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１９９４年，江泽民总书记亲临我校ＩＣＴ研究中心视察，对重庆大学ＩＣＴ研究中心为国家

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亲自题写“重大ＩＣＴ研究中心”以示鼓励。

又如我校的高压实验室，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适应国家西电东送战略需要，重庆大学开

始办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业，顾乐观、孙才新教授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带领团队投入到艰苦

的科研工作中。当时，白手起家、条件艰苦，没有起降设备，研究人员就坐在箩筐里，用绳索

吊着到十多米高的设备上做实验。多年来，一代接着一代电气人发扬自力更生、卧薪尝胆的

艰苦创业精神，高电压实验室从无到有、从跟随到引领、从落后到先进，建成了以高压实验室

为主体的“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电气工程类国家重点实

验室仅有５个）、“高电压输配电装备安全理论与技术”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全国

电气工程类国家创新群体仅有３个）、“１１１”国家高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全国电气工程类

引智基地仅有２个），在超高压绝缘与电气设备诊断技术方向取得突破，解决了国家“西电东

送”、超特高压绝缘、青藏高寒高海拔绝缘等关键技术难题。２００８年我国南方发生冰雪灾害

后，为解决电网覆冰这一世界级难题，“电气先锋”的党员专家们翻山越岭，深入一线抗冰救

灾，并自筹经费在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建立了我国第一座自然覆冰实验站。蒋兴良教授等

课题组成员，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工作和生活困难，住板房，吃冰萝卜冰白菜，没有

水没有电，放弃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连续三年坚守在雪峰山自然覆冰试验站，即便大年

三十也没间断覆冰研究。越是低温，越是下大雪，越是他们到试验现场采集收集数据的好时

机。在雪峰山自然覆冰试验站，课题组开展了机械除冰、电流融冰、憎水性涂料防冰等多项

技术研究，以及自然环境下交、直流融冰试验等，为攻克电网覆冰这一世界级难题积累大量

关键原始数据。电气人还建成了国内外最大、功能最全的人工气候室，开创了电气设备智能

化在线监测及故障诊断技术和陡脉冲不可逆电击穿治癌技术，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校训精神，古朴厚重，日久弥新，体现在今天重大人身上，就是一种追求真理、进步爱国

的精神；团结奋斗、努力登攀的精神；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

神；不畏强手、敢于争先的精神。可以说，校训精神是永远激励重大人拼搏奋进的精神动力。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重庆大学之所以有今日欣欣向荣之气象，得益于８５年来始终坚

持以人才培养为学校核心使命不动摇，始终坚持强化学校的优势与特色不动摇，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的办学理念不动摇。８５年来，学校得到各级领导、广大校

友、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我们不能忘记高瞻远瞩的重大创办者，没有他们就没有

重庆大学；我们不能忘记历届学校领导班子和代代重大先辈，没有他们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

力，就没有重庆大学今日的成就；我们不能忘记教育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重庆大学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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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以及社会各界对重庆大学的支持帮助，钱学森、钱伟长、李政道、田长霖、冯元帧等著名

科学家先后到学校访问，关心支持学校发展；我们更不能忘记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陆定一、

方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重庆大学发展的关心，不能忘记江泽民、李鹏、温家宝、吴邦国、张德

江、贾庆林、李岚清、贺国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重庆大学的殷切希望和亲切关怀，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的日子，中共中央授予重庆大学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等，这是对

重庆大学巨大的鞭策和激励，也是我们继往开来、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强大支撑和巨大动

力。

８５年，一代又一代重大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到２０２９年，重庆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

展望未来１５年，正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１５年，也是实现重庆大学百年奋斗目标

的关键１５年。党和国家对重庆大学寄予厚望，万千校友对重庆大学寄予厚望。发展重大、

实现重大梦的重任落在了我们当代重大人的身上。我们要始终坚持“研究学术、造就人才、

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宗旨，始终坚持建“完备弘深之大学”的办学目标，始终坚持“耐

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办学精神，把国家的重视、社会的关注、校友的支持和代代

重大人的重托化为巨大的精神动力，扎根祖国西南这片热土，肩负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

历史使命，深入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全面提高学校办学质量，为把重庆大学建设成为世界高

水平大学，进而实现重大梦、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２０１４年教学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５日

老师们，同志们，同学们：

在建校８５周年的时候，学校隆重召开了２０１４年本科教学工作会。本次会议围绕“凝聚

共识，回归大学教育本位；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主题开展了深入的探讨。这是

学校在谋划全面深化综合改革、促进内涵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周校长的主题报告，回顾了“十二五”以来，学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学过程改

革、培养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同时，从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要

求、学校区位等方面，对学校在改革关键时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客观而深入的分

析。提出了要树立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的价值观、人才培养质量是生命线的质量观、学生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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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的人才观、“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观。针对学校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以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要素，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改革举措。报告主题鲜明，论述深刻，内涵丰富，措施具体。

在会议上，工程学部廖瑞金、建筑学部杨宇、信息学部王茜、理学部韩忠、社会科学学部

吕进、人文学部唐杰、教师代表黄晓旭分别就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构建、引入国外优

质教学资源的教学方式改革、能力为重的教学改革、通识教育与思政课结合的教学改革、通

识教育课程建设、与国外本科教育比较等方面做了专题发言，从不同角度阐述各学部、各学

院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思考和实践。这些改革结合各学科专业自身实际，各具特色，在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效果明显，值得大家学习、借鉴。

今天上午，我参加了社会科学学部、工程学部的讨论，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在分组讨论中，六个小组结合校长报告、各学部发言、教师代表发言，就如何落实本科教学中

心地位、协调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开展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学生以学为主

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进行了学院工作的交流。刚才，六个组的代表也作了精彩

发言。大家发言很热烈，讨论很认真，大家对校长报告高度赞同，很受鼓舞，对学校近年来教

学改革工作充分认同。同时大家对学校回归大学本位、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寄予了

极大期望。大家高度认同教育教学改革的“四观”理念，认为在综合改革中凸显人才培养的

中心地位、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突破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符合当前学校实际的；通过校

长报告及相关文件的出台，看到了学校回归大学教育本位的决心和具体措施，对学校本科教

育教学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同时也期望学校能将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把对本科教学的重视

真正落实到教师岗位考核、职称评定中，落实到对学院的考核中。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学校要认真梳理，认真吸纳，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本次会议经过精心组织，内容丰富，既有精彩的大会发言，也有热烈而深入的讨论，达到

了统一认识、总结工作、发现问题、更新观念、明确举措的目的，是一次成功的会议。我代表

学校对积极参与筹备工作的各学部、学院、相关部门，尤其教务处的同志们的辛勤工作表示

感谢。

老师们，同志们，同学们：

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改革成果，但所培养的学生距国家的需要、人民

的要求、社会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加上学校地处西南，与其他“９８５”高水平大学相比，在地

域上的劣势，使我们也面临更严峻挑战。２０１４年是学校推进综合改革重要的一年，人才培养

机制改革是综合改革重要的内容。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本科人才培养

质量提出几点要求和希望：

一、统一认识，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全校有五千多教职员工，其中教师近三千人，有近五万名学生，只有不到４００人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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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参加会议。因此，要把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统一到这次会议确定的中心

工作上来，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了“把提高质量作为教

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

务，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周校长在主题报告中提出了回归大学

教育本位，进一步更新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理念，明确了要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学与科研结合，构建研究型教学模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切实落实责任，完善质量监控保障体系”、“规范管理、从严治教，塑造优良师

德师风”等五方面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举措。因此，参会的代表要将会议精神带回单

位，要组织全面传达和学习，尤其是要传达到每一位教师。各学院、职能部门教职员工要结

合自身实际工作，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目标，深入讨论教育教学改革改什么？怎么

改？要在讨论中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形成系统的工作方案；也希望学部、学院之间多进行工

作研讨、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各学院要尽快安排一次政治学习时间，组织全院教职员工学

习本次会议精神。

在落实会议精神中，要达成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共识。２０１２年学校提出了“培养适应和

驾驭未来的人”的培养目标，校长报告进行了诠释：“具有优良的思想品格、深厚的人文素养、

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强烈的创新意识、宽广的国际视野与浓郁的本土情怀的优秀人

才。”我认为这个诠释是准确的，是符合重庆大学对人才培养的期望的。

学校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发挥规划、管理、协调、服务的作用，提升管理及服务水平，建立

“服务教学、服务教师、服务学生”的管理育人文化。要加强部门之间联动，相互配合，形成推

进教育教学改革的合力。各部门要结合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措施和进度安排，制定相应工作

计划，并将其纳入部门年度工作重点中。

学院要进一步加强教学建设，完善管理制度，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科教协同，将

科研项目及成果及时转变为优质教学资源，凸显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优势和特色；要校企

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扎实推进课程建设，将育人理念、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固化到课程

中，完善课程教学规范，优化课程体系，整合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确保每个专业

的课程体系能满足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的需要、每门课程能实现教学目标；要加强院级

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学院对教学质量的自我监控、自我约束、自我改进。

进一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教师节在

北师大考察时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并提出了做好老师的四条要求：“第一，要有理

想信念；第二，要有道德情操；第三，要有扎实学识；第四，要有仁爱之心”。教育部在《关于建

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提出建立健全教育、宣传、考核、监督、激励和惩处

相结合的高校师德建设六大长效机制。要完善师德建设督导评估制度，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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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师德师风纳入职称评定、项目申报、评优评先等工作；对关心学生成长、潜心教学、爱岗敬

业的教师，要给予充分认可和表彰，树立典范，让“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成为教师的自觉意

识。

学工、教务、学院等各部门、各单位之间加强合作，进一步推进学风建设，充分发扬“耐劳

苦、尚简朴、勤学业、爱国家”的优良校风，从落细、落小、落实入手，形成课堂教学、校园文化

和实践等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帮助学生树立卓越学习的目标，引导学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

学习中。要积极开展以提升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为主的各种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努

力营造健康文明、安全和谐、奋发上进的学习氛围。要制定学风建设规划和工作计划，落实

学风建设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表彰诚信笃实先进班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学生

中选树先进典型，带动和促进学风建设，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风尚。学生要“坚定理想信念、

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努力学习，全面发展，积极服

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二、综合改革，为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做好保障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把推进高等学校综合改革作为破解高等教

育深层次矛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要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习总书记今年５月４日，在视察北京大学时做了重要讲话，

要求全国高校要当好教育改革的排头兵；刘延东同志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时强调“高校要切实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聚焦聚神聚力深化综合改革，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两个百

年目标和中国梦作出贡献。”学校为重庆市唯一的一所“９８５工程”建设的大学，无论是贯彻

执行党和国家要求，还是自身发展，都需要全面推进综合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为教育教学改

革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

目前，学校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转型期，在办学制度、内部治理结

构、人才培养水平、人事制度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存在差距，我校的教育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进综合改革，保证教育教学改革更好地推进，我们还要加强

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校、院、系三级教学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落实各单位在人才培养中的责任。

学校在教学管理中要发挥规划协调、指导咨询、机制体制建设、监督保障等方面的作用；学院

要担负起教学的主体责任，要进一步健全院级教学督导工作机制，充分发挥院级教学督导的

作用；要组建学院教师委员会，科学、客观地评价学院教学质量、教师教学效果；要在积极组

建教学团队，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要进一步加强系级教学基层组织建设，落实教学运行

日常管理责任，促进教学研究、教学基本建设、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等工作常态化。

二是进一步完善岗位聘任与职称评定制度，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协调好教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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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的关系，保障教师能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中，要落实教师为学生上课、上好课

的基本要求，将其纳入教师岗位考核、职称评定中。

三要完善教师激励制度。树立以“以教师发展为本”的理念，创造有利于教师发展的硬

环境和软环境，从职称、薪酬保障等方面为各种类型人员提供不同的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其

发扬特长，在本职工作中做出更大贡献，从而增强教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教师普遍接

受与认同的价值观；要鼓励教学经验丰富教授上讲台，做好传帮带的工作。

四是改革考核评价机制。改变对学院的考核评价机制，落实学院是人才培养的主体，要

把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运行水平作为考核学院领导班子工作称职与否的基本要求；改革教

师教学效果评价方法，建立由学生、院级教学督导教师、院教师委员会评价等多方参与的教

学质量评价方式；改变教学研究评价方式，要把教学研究纳入学术研究评价的范围。

五是改革资源分配制度。要加强教学建设、教学改革、教学运行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

投入，进一步提升实验、实践、信息化、图书资料等基本办学条件；完善资源分配制度，将绩效

考核与教学投入相结合。

三、加强教学建设，为迎接教育部审核评估打好基础

学校已经启动了迎接教育部审核评估的准备工作，学院要在２年内完成本科教学工作

的自评估。学校要尽快制订校内评估方案。各学院要认真理解教育部的文件精神，从审核

评估所提出的“适应度”、“保证度”、“有效度”、“满意度”出发，审视和指导本科教学改革与

建设。要积极配合学校工作安排，扎实推进迎评准备工作。充分利用审核评估的契机，本着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原则，完善专业办学机制，形成教学

质量持续改进机制，提高专业办学水平、打造专业特色、提升专业竞争力。

老师们，同学们：

我们要坚持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进本科教学质量不

断提升，办出具有重庆大学特色的本科教育，向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前进。

希望各单位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全面领会会议精神，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学校

的政策指向和发展需要，切实制定行动方案，认真贯彻落实。同时也动员大家振奋精神、坚

定信心，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实现学校办学目标努力工作！谢

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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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一道永不落幕的彩虹
———在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校长　周绪红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９日

亲爱的同学们：

凤凰花开，又到一年离别和欢送的时节。每当这个时候，校园里就激荡着一种复杂的情

感。这几天，漫步在校园里，你可能有些许惆怅，亲近多年的菁菁校园即将与之分别，不由感

叹“时间都去哪儿了”；你也许还有一点“小兴奋”，憧憬着未来拥有无尽可能的人生旅程，规

划着自己“稳稳的幸福”。还好，伴随着这种复杂的情感，我们有热火朝天的“散伙饭”，在推

杯换盏间表达着你我的深情厚谊；有熬更守夜的“世界杯”，在痛快欢呼中排解着彼此的离愁

别绪；有绿草如茵的“情人坡”，在卿卿我我中互道珍重。更让人意外的是，重大“史上最凉

快的毕业季”居然被你们遇上，同窗的情谊伴随着这份清凉，你们也要且行且珍惜！

此时此刻，你们沐浴着毕业的荣耀和喜悦，我代表学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在这重

要和激动的时刻，也请你们和我一道，感谢这一路帮助你们走来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家人！

岁月静好，似水流年，转眼又是毕业季。毕业季即收获季，在这所底蕴深厚的学府里，记

录了你们太多值得回忆的青春故事，你们也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几年前，你们还是局

促不安的懵懂新生，现在破茧成蝶般、业已成为意气风发的阳光青年。你们在这里接受了知

识的洗礼、智慧的启迪和人格的熏陶，也留下了奋进的足迹。你们与母校结下的不解情缘将

永远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今天开始，你们将完成“学生”到“校友”的转变，和以

往所有重大的毕业生一样，将永远打上“重大人”的烙印，共同承载起“耐劳苦，尚俭朴，勤学

业，爱国家”的文化符号，深切感受重大文化赋予你的品格、价值和力量，帮助你走近人生的

梦想。你们的未来就是重大的未来！

同学们，母校是美丽人生路上的一处驿站，你们终将离开这里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新的挑

战。大学之所以让我们这般留恋和回味，因为这里记载着我们最灿烂的青春年华。毕业季

即青春季，谈及青春，却好像总有那么一丝留恋，因为毕业似乎意味着青春渐行渐远。电影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掀起一股青春怀旧的热潮，正是切中了“青春散场”的心理。但我

以为，终将逝去的只是大学时光，青春不会随着毕业而消逝，你们的青春是一道永不落幕的

彩虹！

校园的青春之所以美好，因为它是纯真的，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它是骄傲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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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它是热情的，有着扬善弃恶的品质；它是勇敢的，毫不畏惧别人

的眼光和前路的风险坎坷；它是理想的，总有一份天下己任的豪情万丈。当感慨青春易逝，

其实更多的不是因为年华已老，而是心境已不似当年。从某种意义上讲，青春与年龄无关；

有些人年龄尚轻，但心灵已经枯萎；有些人虽然已是伏枥老骥，却仍然志在千里。岁月催生

的只是皱纹，但你若放弃青春，心灵就会布满灰尘。其实，青春不是逝者如斯的年华，而是积

极向上的心态。

那么，青春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它是遵从内心的真实倾听，是憧憬美好的激情燃烧，是

追逐梦想的执着坚守，是勇于批判的独立人格，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担当。同学

们毕业走向社会，从此进入成人的世界，心智将会逐渐成熟。但“成熟”不等于磨去棱角，不

等于平庸世故，不等于青春的夭亡。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对众多的人生抉择，“青春”的心

态不应老去，“年轻”的勇气不应丧失，我希望同学们永葆一颗年轻的心，让“青春”常驻心间。

保持一颗青春的心，能让你真实地认知自我。

“人贵自知，自知者明”。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对自我的认知，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不优

秀，而是对自己认知不正确，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本能地希望能

找到现成的答案，希望有人能直接告诉自己应该怎样去生活，但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每个人

的生活都是自己的，自己的问题应该由自己来回答。

青春是单纯的，也是富有理想的。保持青春的心态，我们就能在单纯中倾听自己内心真

实的声音，在理想中定位最真实的自己，从而找准方向，珍惜天赋，发挥特长。如果圆滑的人

笑话你不够“成熟”，如果聪明的人认为你不够明智，请你不用害怕和在意，你大可不必去效

仿他人所谓的成功范本，而应选择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做你最好的自己！

保持一颗青春的心，能让你乐观坚守梦想。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筑梦易，追梦难，实现梦想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执着的坚守。我

们生活在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市场经济的泥沙俱下，使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当功利、浮躁等思想逐渐侵扰“梦想”这块净

土，梦想的绚烂是否能抵抗住“具体琐碎”的消解，万丈雄心是否能承受“平庸世故”的消磨？

青春是坚韧的，也是富有激情和创造的。保持青春的心态，我们就具备了实现梦想所需

要的坚强意志、执着坚守和乐观积极的态度。青春也是勇敢和骄傲的，保持青春的心态，我

们就会勇于批判，摈弃随波逐流，不受他人摆布，不做功名的奴隶，不做欲望的俘虏，就能做

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保持一颗青春的心，能让你承担起应有的社会担当。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事不避难，敢于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多元文化错综并呈。走出校园，你们可能

会遇到更多的疑惑，可能碰到更多的“三观尽毁”、“节操尽碎”。老人倒地扶不扶？路见不

·９２·

特　　载




平吼不吼？乞丐伸手给不给？媒体澄清信不信？爱心捐款捐不捐？……？这些曾经在“思

想品德”课中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现在都让我们纠结于心。

青春是热情的，也是富有正义感的。保持青春的心态，我们就能坚守自己的信仰，明辨

是非、扬善弃恶，远离欺诈与罪恶，走出平庸与狭隘。社会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大众的良知和

社会的底线仍然守护着善良。作为重大的毕业生，必将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要肩负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担当，在社会中引领道德的风尚。作为校长，我不求我的学生

人人都成为社会精英，但我更希望你们人人都能成为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现代公民，在

社会上赢得尊重，在岗位上值得信任，在家庭里可以依靠。我不求你们个个“达官显贵”，更

希望你们人格完整、生活如意、幸福安康！

同学们，就要和你们说再见了。站在这里，我就像一位送行的长者驻足凝望，盼望你们

一帆风顺，一生幸福。今后，不管你正值春风得意居庙堂之高，还是等待厚积薄发处江湖之

远，母校都欢迎你们回来看看。母校将以博大的胸怀迎接你们，和你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

悦，一起排解心中的忧愁。我相信，母校给予你们的，除了美好的回忆，还有不竭的动力、坚

定的信念和快乐的源泉！

我想起一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

友”———同学们，再见！

祝你们平安、快乐、幸福！

你的大学　你的舞台
———在重庆大学２０１４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校长　周绪红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美丽的虎溪校园又迎来了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你们的到来为重庆大学注入了新

鲜的血液，使今日重大更加生机盎然、英姿勃发。重大校歌有言，“考四海而为俊，障百川而

之东”，你们经过多年的奋斗，在求学路上脱颖而出，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看着你们青春

洋溢的笑脸，意气风发的神情，我由衷地为你们感到骄傲，我也为重大“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感到自豪。在这里，我代表重庆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欢迎各位新“重大人”的“倾情加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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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你们追寻人生更高的梦想！

刚刚过去的暑假，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在期盼中感觉有些“漫长”。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那天起，就一天天地憧憬着“如果在重大遇见你”的韶华时光，向往着“嘉陵江畔度青春”的

历练成长，等待了这么久，今天我们终于在重大相遇。初次踏上这片土地，心情肯定无比激

动，山水之城没有传说中的氤氲雾绕，而是山明水晰、错落有致；虎溪校园也没有想象中的那

样深严老成，而是风景如织、灵动朝气。你们可能未曾预料，这座城市，这所学校，这里的人

们，将与你们的未来紧紧相连、情牵一生。

刚刚进入大学的你们，既充满了激动，也充满了豪情，可谓“春风得意马蹄急”，所以想着

“一日看尽长安花”，对大学生活跃跃欲试，但又不知从何做起。西方有句名言，“好的开始，

等于成功了一半”；我们古人也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初到大学，你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是如何迈好第一步。只有明白了什么是大学，大学能给你带来什么，你们才能为自己的未来

做好科学的规划，才不至于在大学里做一名“匆匆过客”。我想，这是我作为校长在开学典礼

上最应该给你们谈的话题。

什么是大学？在我们虎溪校区孔子广场的《大学》文化墙上这样开宗明义：“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虽然这里的《大学》并非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学，但我认为其

抽象和内涵是一致的。《大学》所推崇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人生境界，理应成为我们大学的理想和情怀。

大学并非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大学之所以为“大”，不仅因为她是知识的殿堂，她还是

传承文明的载体、时代精神的象征、社会风尚的灯塔、人类的精神家园。一所好的大学一定

是有灵魂的大学。所谓灵魂，就是一所大学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重庆大学创办于１９２９

年，在救国图存的时代呼唤中应运而生。建校不久，借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之利，人才荟萃，大

师云集，在上世纪４０年代重大就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综合实力最为雄厚

的十所国立大学之一，为学校发展奠定了优良的办学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建校八十五

年来，重大坚持以“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为己任，胸怀“建完备弘深之

大学”的梦想，在困难曲折中艰难创办，历战火纷飞，经院系调整，从单科性恢复综合性，从

“２１１”到“９８５”……，励精图治，踔厉前行，锤炼出“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重大

精神。她根植于巴渝大地朴实无华的淳朴民风，与山城儿女顽强不屈的“红岩精神”同脉相

承，正如重大校园里的黄葛树，即使置身于悬崖峭壁，也迎风昂首，奋力茁壮，一半沐浴阳光，

一半洒落阴凉。她体现的是振兴中华、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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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精神的感召

下，这里培育出了一批批杰出的校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繁荣和人类进步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著名教育家曹云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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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说：“所谓大学，并非专事诵读记忆而已，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为立足社会之准备。”

所以，我认为：大学之于学生，一是滋养学识，二是涵养心灵，即知识的提高和人格的养成；良

好的大学教育能赋予学生做人的“本真”、学习的“本事”和做事的“本领”。然而，实现最好

的教育效果，需要学校和学生的共同努力！

重庆大学始终把“造就人才”作为最根本的使命，把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当着最重要

的责任。蔡元培先生讲：“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长期以来，重庆大学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

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努力为学生发展提供自由、开放、多元的教育环境，通过滋养学识、

陶冶情操，最大限度地启迪学生智慧、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教会学生明辨是非、勇于担当、关注社会、善待他人，在知识、能力、素质上得到全方位

的发展，把学生造就成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和中坚力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无论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重大人奋斗的足迹和身影，

感受到重大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忠诚和奉献。

究竟怎样融入大学生活？英国思想家怀特在一个世纪前就说过：“在中学阶段，学生伏

案学习；在大学里，就应该站立起来，四面望。”学会自己作主是大学生活的前提和归宿。

实际上，大学是一个舞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舞台，在这里你既是导演也是主角，精彩的人生

节目由你自己主宰。大学提供了人人平等的设施、条件、资源和平台，你面对的是一个自助

式的教育环境，要靠自己去设计才能获得良好的大学教育。在这里，你要学会独立思考、学

会规划自我、学会自主学习、学会做自己的老师，要积极主动地去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几年

后，你们大都能得到一纸文凭，但对于不同的大学生活，这张文凭的意义和价值却大不相同，

其含金量与你的积极主动的努力和奋斗成正比。

首先，你要主动历练，形成自己做人的“本真”

大学校园融入了中学时代的纯真，也融入了天南地北与社会方圆，包罗了世间百态、人

间万象。面对种种如灰尘般挥之不去的诱惑，要做到心如止水，不为所动；要注重内心修炼，

培养健康人格，坚守做人原则和道德底线；要树立乐观向上的心态，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不愉

快；要学会感恩，懂得回报；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愤世嫉俗；要尊重他人，欣赏他人，重情谊，

善合作，讲诚信；要知书达理，不卑不亢；要敢于梦想，乐于追求；相信天道酬勤，功不唐捐。

不“夸逞功业，炫耀文章”、追名逐利……。如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菜根谭》上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

然。”本真做人需要的是思想的精深和灵魂的感悟，需要摒弃贪欲和妄想、卸掉面具和伪装、远

离时风和世俗，需要崇尚返璞归真，守住心灵的纯朴、自然、厚道和善良；本真是我们做人、做

事、做学问最珍贵的品质，只有本真做人，才经得起内心的拷问和时间的检验。健康本真的人

格能弥补知识的空白，但丰富的知识却难以填补人格的缺陷。只有做人成功，才能做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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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你要主动学习，提高自己学习的“本事”

大学生应该怎样学习？近代词人王国维做了生动精彩的回答，他说：“古今成就大事业、

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也就是说，要做好学问、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明确

的目标、执着的追求、坚定的自信和坚强的毅力，必须耐得住寂寞与孤独。只有经历过艰苦

的努力、无怨无悔的追求，才能收获成功的喜悦，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没有勇往直前

的牺牲精神，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必胜的自信心，学问是做不好的。

大学生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学习。你们要立下鸿鹄之志，这是学习的动力所在；要勤奋努

力，这是学习的前提；要安于寂寞，这是一种学习的心态；要持之以恒，这是学习的基础。要

树立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学习的远大理想，并且为了实现理想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矢志不渝；

要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游戏人生，不浪费时光；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板凳须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不沽名钓誉、投机取巧、抄袭剽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第三，你要主动尝试，锻炼自己做事的“本领”

如果在大学只是通过书本学习知识，那是狭隘地接受大学教育，而提高能力和素质是大

学教育中更为重要的内容。提高能力和素质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学校有学生会、科协等学

生组织，还有各级各类学生社团。在保证学习的前提下，你们应该主动把握各种锻炼机会，

多参加一些公益服务活动、专业竞赛和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活动、人际交往和社

团活动；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加入导师的科研团队。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扩

大交友面，认识各类优秀同学，收获真诚的友谊；培养自己的沟通和表达能力、领导和协调能

力、实践和创新能力，发挥自身的兴趣特长，拓宽自己的发展视野，增强自己的综合素质，为

将来的就业、创业和继续深造奠定基础。

同学们，大学生活是一本书，它的扉页已经揭开，我今天只为你们题写了序言，精彩的篇

章还需要你们自己去书写和完成。希望你们在重大的每一天都因收获而快乐，因进步而幸福，

让青春的花蕾带着美丽的梦想在这里傲然盛开，祝愿同学们人格健全、内心幸福、学习出彩！

从明天起同学们就要开始军训生活。新生参加军训是重大的光荣传统，你们要严格自

律、听从指挥、服从命令，把部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学到手，留在学校；你们要尊重教官、虚心

学习、刻苦训练、磨砺品质。再过一个月，我们将迎来重庆大学建校８５周年，希望你们通过

这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以精彩的汇报表演献礼校庆８５周年。

借此机会，我也代表学校向承接我校新生军训任务的部队官兵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最

崇高的敬意！

预祝本次军训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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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需要怎样的精神品质
———在重庆大学２０１４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校长　周绪红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金秋时节，重庆大学又迎来了海内外４７００名研究生新同学。首先，我代

表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对你们选择重大继续深造学习表示热烈的欢迎，也祝贺你们从今天起

又一次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研究、探索和创新将成为你们校园生活新的主题。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水平以及科技、经

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前景的重要标志，发展研究生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创新驱动发展和提高

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美国把研究生教育体系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资源，其创新能力和

全球竞争力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强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欧洲各国借助于“博洛尼亚进程”，

致力于推动欧洲教育一体化背景下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日本出台了《研究生教育振兴施策纲

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是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的综合改革与发展，把研究生教育作为

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也是研究型

大学的重要标志，研究生教育在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强调教育教学与学

术研究并重，培养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和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重

庆大学始终将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摆在突出地位，形成了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八十五

年前，为造福桑梓、拯救国难，一批海外留学归国的学者和本地社会贤达，借鉴世界先进大学

办学经验，于１９２９年创办了重庆大学。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重庆大学就已发展成为一所拥

有理、工、文、商、法、医等６个学院，学科门类齐全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

优良的办学传统和深厚的学科发展积淀。重庆大学研究生教育始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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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河。改革开放后，

重庆大学成为我国首批能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单位。２０００年，重庆大学获批成立研究生

院，我校研究生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目前，我校研究生规模已达到２万人。随着

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学校坚持以“服务需求、提升质量”为主线，全面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

革，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毕业生社会满意度，逐步实现了发展方式、类型结构、培养模

式、评价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在调整优化结构、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生源质量、加强研究生课程

体系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构建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分类培养机制方面、创新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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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评价方法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成为首批教育部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研究生”顾名思义就是做研究的学生，学术研究、做学问是你们的主要任务。但我不得

不说，做学问是一个艰苦的创造性的过程，寒窗油灯之下、凉椅陋桌之上需要有一种精神的

支撑。

首先，需要有创新精神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就意味着突破和领先，不创新就意味落后。最近几天，ｉＰｈｏｎｅ６

首发的新闻估计对国人有所“刺痛”，尤其让“果粉”们伤心欲绝。一方面，位于中国内地的

苹果代工厂正在抓紧加工出货并运往芝加哥；另一方面，苹果公司公布的上市国家和地区并

无中国大陆。虽然我们并不明白这是苹果公司的市场策略还是入网许可问题，除了免不了

有一丝“为谁辛苦为谁忙”的伤感外，也让我们再次明白，想要自主市场，必须自主创新，想要

自主创新，必须要有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竞争告诉我们，创新是民族

进步的灵魂，自主创新是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可以说，在座的各位研究生应该成为国家创

新力量的生力军和后备军，肩负了未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代表了国家未来创新体系的

中坚力量。你们强，则创新强；创新强，则国家强！你们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创新的希望寄

托在你们身上！

第二，需要有刻苦钻研精神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

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古人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负薪挂角的故

事，都向我们说明了做学问需要有刻苦钻研精神。做学问要持之以恒。无论做什么研究，绝

不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就能得到结果、取得成功的，都需要有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达尔

文、门捷列夫等大科学家都是苦心钻研几十年，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才取得了令人瞩目成

就。涓滴之水终究可以穿石，不是由于它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昼夜不停的滴坠。其实，失败

距离成功只差一步，但再走一步，失败就变成成功了。做学问需要点滴积累。荀子云：“不积

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做学问必须有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能奢望一口吃个胖子，一夜成为大学者、大专家。日积月累，才能厚积薄发，水滴石穿。做

学问也像蜜蜂采蜜一样，据有关专家说，蜜蜂酿造一公斤蜜，必须在１００万朵花上采集花粉。

也就是说，只有“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做学问要专心致志。术业有专攻，学术

贵在专一。有学者说，“做学问，就像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因此，做学问不能三心

二意、朝秦暮楚；一日曝十日寒，则读百年书，也难成大器。要一门深入，长期熏修；要明确方

向，集中精力，几十年如一日，坐住冷板凳，下些笨功夫。碰到问题，不要退缩，咬定青山不

放，像螺丝钉一样，钉进去，钻到底。做学问不能投机取巧。要循序渐进，力戒心浮气躁，急

于求成。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是学术研究的大忌。研究上的挫折和失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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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和宽容的，而学术上的不端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有些人寻觅做学问的捷径，投机取

巧，最终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类教训太多、太

深刻了，希望同学们本着严谨治学的态度，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遵循学校制定的学术道

德规范，发扬重大的优良学风，用自己刻苦钻研、辛勤劳动的成果，去恪守自己的学者本分，

捍卫自己的学术尊严和学校的声誉。

第三，需要有批判精神

创新离不开批判，批判是创新的源头活水。科技史上数以万计的发明创造，都离不开科

学家的批判精神。在１９世纪末，物理学家们普遍认为，物理学已经发展到顶峰，伟大的发现

不会再有。然而，伦琴射线的发现，居里夫妇的镭放射性发现，使物理学发生了巨大的革命。

如果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自然科学就不会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

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马克思主义也就难以登场。人类正是在批判中，突破了

一个又一个禁区，才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类似的例子，在学术史上不胜枚举。

在创造性活动中，批判性精神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包括求真、质疑、自信和好奇等；但批判

精神的存在，需要思想、人格和精神的独立。研究生要努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的

胆略，寻根究底的好奇心和舍我其谁的自信心，不畏惧权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

真、只唯实的科学精神；不要因循守旧、思想懒惰、唯命是从、人云亦云、固执偏见、独断专行。

其实，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是不容许怀疑的传统。爱因斯坦也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

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做研究工作，不要迷信已有的结论，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敢

于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敢于对前人的观点、结论、方法等提出质疑并予以修正。查阅

文献时，不要做文献的“奴隶”，不要被文献的观点牵着鼻子跑，不要受现有结论所束缚。当

然，批判精神不仅仅只是对他人或外界保留怀疑和提问，也要对自己的观点、结论进行科学

的审视、剖析和论证，努力改善和提高自己的思维素质，掌握科学的创新方法。在学术争论

中，也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人格，平等地对待批评和被批评。

同学们，尽管研究之路艰辛坎坷，创新之路任重道远，但作为有追求有梦想的新一代知

识分子，从“中国制造”实现“中国创造”的重任我们必须承载，这也正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所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是人生中最灿烂最耀眼的一幕。你们能够进入学术的圣殿，攀登思想

和科学的巅峰，窥探人类和宇宙的奥妙，在研究中探究真理，在探索中发现真实，在创新中领

悟真谛，这不仅是对前十几年学习的提升，更是对整个人生的升华。我衷心祝愿你们青春无

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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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协同创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在第六届中韩大学校长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重庆大学校长　周绪红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高校要积极推动

协同创新的要求。随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教育

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做出了积极推动协同创新的战略部署。由此，中

国高等教育在实施“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的同时，又推出了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

举措“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２０１１计划”。

“２０１１计划”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引导高校围绕国家急需和科学前

沿的重大问题，形成一流的创新优势和创新平台。“２０１１计划”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

创新能力提升为重点任务，增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三者之间的协同与互动，通过

高校与研究机构、企业、政府及国际间的协同合作，促进资源共享，实现高校创新能力的提

升，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从而推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

实施“２０１１计划”，已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重庆大学结合自身的学

科特点，联合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等大型企业和科研院所，牵

头成立了“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并于今年１０月得到教育部的认定，成为国家

级协同创新中心。

一、协同创新是集聚人才培养资源的重要手段

大学的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大学与研究机构、企业合作建设协同创新平台的主要目

的，在于集聚创新资源，为人才培养服务。高水平大学要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必须主

动融合校外资源，完善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技术转移机制。

在高校外部，由于体制障碍，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企业各成体系，资源分散，虽然也有

各种合作，但基本上各自为战，难以形成自主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合力。通过协同创新平

台建设，将有利于破除体制机制藩篱，广泛汇聚了各类创新要素，为高校注入强劲的发展动

力和活力，形成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多方投入和支持的格局；

有效盘活人才、学科、科研、政策、资金等教育科技资源，推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更加关注国家和区域发展需要，推动产学研紧密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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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内部，学术组织基本上是按照学科来设置的，这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学科的发展，

但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学科建设，轻专业建设”、“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学科建设、科学研

究与人才培养脱节，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人才培养的资源，影响了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而协同创新强调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协同与互动，有效集成创

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处理好人才、学科、科研相互关系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二、协同创新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有效方法

高校普遍存在“以学校、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封闭式办学模式，培养的学生存在与

实践脱节、与社会脱节的现象。以协同创新平台为依托，在制订或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吸

收协同单位参与，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联合开发课程体系，增强了大学人才培养适应性，

为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通过互聘方式，聘请科学家、企业

家等社会精英参与创新型人才培养，把创新思维和实践技能有效地传授给学生。通过校企

合作、联合共建实验室和实践创新基地、共同申报国家重大科研计划，建立协同创新的科技

资源共享机制，将研究基地、科学数据和文献资料等面向高校、企业和社会开放，为企业技术

创新提供支撑。作为产学研结合的教育平台，让学生有机会接触科学前沿领域和参与科研

实践，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三、协同创新是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重要途径

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发展战略，就要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

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以协同创新为重要途径，积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

资源，加快高水平大学走出去的步伐，是加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式。

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要吸纳国外高校或企业参与。通过与国外大学或知名企业开展合

作，一方面可提升学校自身的教育品牌和国际知名度，营造国际化学习氛围。但更为重要的

是，高校可依托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在国际化师资、国际化课程、跨国企业实习、联合培养学

位项目、国际交换生、短期游学项目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的复合创新人才。

四、协同创新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强大动力———重庆大学的实践

实施“２０１１计划”就是要在提升创新能力过程中，促进高校建立开放合作、协同育人的

长效机制，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变革，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重庆大学依托协同创新

平台，认真落实“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思想，系统地进行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

出打开课堂门、打开学校门、打开国（际）门（打开三扇门）的办学思路，按照“需求导向、开放

实践”的要求，着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型创新人才（简称三型人才）。由此可见，协同

创新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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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３＋１”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针对本科毕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学校与协同企业联合实施“‘３＋１’应用

型创新人才‘订单式’培养计划”。学生入学后在重庆大学学习３年基础课并到企业实习１

个月，第３年与企业签订就业协议。第４年在企业按需求培养，其中３月学习企业生产的专

题理论，１个月在车间实习，近８个月完成岗位技能训练和毕业设计。课程设置、实践实习、

设计选题均按企业生产的需求确定，采取双导师培养，按岗位一对一指导。这样培养的学生

提前完成职业转型，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型创新人才。此外，学校的教师也更多地了解

了企业需求和工程实际，提高了工程教育的水平。

（二）“３＋１＋２”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

针对目前按学科专业设置培养研究生与行业需求脱节的问题，我们进行了研究生教育

改革。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我们改变以往按学科专业培养的模式，代之以按行业领域培

养，打造行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以汽车行业领域为例，汽车工业涉及多个学科，有机械、材

料、电气、动力、力学、通信、自动化等，我们在这些相关专业的本科“３”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

学生，在“大四”这“１”年强化汽车相关课程，在研究生“２年”阶段与汽车企业联合培养。按

企业需求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由高校、企业联合组成导师组进行指导。

（三）“１＋３＋１”国际型创新人才培养

针对学生国际化水平不高的问题，我们充分利用协同创新中心的平台，寻找国际战略合

作伙伴，引进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培养国际型的创新人才。

我们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合作，成立了联合学院，引进了辛辛那提大学具有１００年历史

的“校、企合作的本科人才协同培养体系”，已在电气和机械两个专业实施。学生第１年在重

庆大学全日制学习，第２－４年在高校和企业之间交替学习和带薪实训，第５年在辛辛那提

大学学习，合格毕业生获中美双学士学位。所有课程全英文授课，５０％课程由辛辛那提大学

教师讲授。

推进协同创新，是打破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等体制壁垒，集聚社会资源，形成协同育人

长效机制，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有效途径，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实施“２０１１计划”的宗

旨和精髓所在。我们很愿意，也衷心希望能够在会后与各参会高校开展这方面的交流和探

讨，共同推动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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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识，回归大学教育本位

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在２０１４年教学工作会议暨迎接审核式评估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重庆大学校长　 周绪红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４日

老师们、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对当前面临的

形势和问题进行分析，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研讨和部署，这是在学校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

目标，着力构建高水平有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召开的一次

重要会议。经学校认真研究，确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凝聚共识，回归大学教育本位；深化改

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下面我代表学校作大会主题报告。

一、回顾与展望

（一）对过去工作的回顾

“十二五”以来，学校准确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的形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等文件精神，提出了“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发展方针，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

任务，把“立德树人”、“提高质量”贯穿于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始终，在构建高水平有特色的

人才培养体系中，继续巩固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完善课程体系，强化实践育人环节，健全质量保障机制，本科教育取

得了较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围绕强化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积极探索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融合

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丰富人才培养路径，促进学生多样化发展。

一是以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为导向，梳理和修订了本科生培养方案，调

整专业培养目标及规格，重新设计课程体系；同时，把“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与实施卓越

工程师、卓越法律人才等教育培养计划相结合，凸显了我校人才培养优势与特色。

二是加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力度，继续加强弘深学院建设，深化工程类学术型创新

人才培养改革；成立博雅学院，实施基础文科类研究型后备人才培养试点；成立“重庆大学—

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引进国际先进的ＣＯＯＰ工程教育模式，促进我校工程教育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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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ＡＣＣＡ（国际注册会计师）试验班，培养与国际接轨的高素质会计专业人才；在动力学院、

公管学院、数统学院、物理学院、艺术学院开展１－２年的大类培养。

三是以协同创新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发挥我校牵头成立的“重庆自主品牌汽车

协同创新中心”作用，深入推进与协同企业长安汽车公司实施“需求导向、开放实践”的“３＋

１”联合人才培养，成为“２０１１计划”的一大亮点；同时，还加强与中广核、长江电力等企业合

作，实施“订单式”协同培养；与４０多所国（境）外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实施国际交换联合培

养。

２．深化教学过程改革

一是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坚持高水平教授为

一年级本科生开设基于探究式学习的“新生研讨课”；《大学英语》把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思考

和交流能力融入语言教学中，促进学生在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协调发展，提升国际竞争

力；《大学物理》实施“以体验为引导，以问题为驱动”的探究式教学模式；《高等数学》按学科

大类实施分类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试点“大班专题授课、小班分组讨论”的教学模式；专业

课推进小班教学，开展基于问题的学习，加强师生互动。二是实施通识教育，建立相应课程

体系，常态化开设课程已达１２０多门。三是改革学生学习评价，探索注重学习过程和能力提

升的学习评价制度。四是改革教学管理，完善选、排课制度，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更多

空间。

３．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一是改革实验教学体系，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约占实验项目总数的５０％，实验项目年更新率１０％以上，从实际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实验

项目和课程超过１００项。二是建立了“大学生创新实践中心”，以创新团队、创新实践班等方

式加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三是构建了国家 －学校 －学院多层次、科研训练计划与学

科竞赛相结合的创新创业训练体系。参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校级本科生科

研训练计划（ＳＲＴＰ）的学生约占每届学生的３０％以上；年平均参加学科竞赛学生超过６０００

人次，近年来获得了“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全国结构设计大赛

特等奖、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特等奖等殊荣；开设创业系列课程，开展大学生创业训练和创

新创业大赛，创建了３３个学生创业企业和团队；教育部授予学校“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先进单位”。四是在建筑学部试点跨专业联合毕业设计，提

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４．加强教学运行保障

一是全方位落实教师教学责任，将本科教学质和量的要求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及晋

升、聘用和评优奖励；新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二是加大教学经费投入，每年投入２０００余万元用于本科教学补贴与奖励，６００余万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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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习补贴，１００余万元用于教改项目资助；近三年，累计６０００余万元投入教学实验室建设，

目前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教学实验中心、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数量位居国

内高校前列；近几年，学校还投入５０００多万元，对多栋教学楼实施装修改造和设备更新。

三是持续开展学情调查、用人单位调查、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每年发布《本科教学基本

状态白皮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红皮书》、《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初步建

立了校内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５．取得丰硕改革成果

在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十二五”期间学校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改革成果。新增

国家级教学名师１人，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３项，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本

科专业１３个，国家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１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５个、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１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１个，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１门、精品资源共

享课１１门，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２９种（４０册）。获批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

获得本科教学工程经费３４２３万元。２０１４年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５项。通信学院曾孝平

教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第一批教学名师。自动化学院马乐老师获得全国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

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满意度逐年提升。在校学生对“在校教育经历的满意度”连续五年上

升；“校友满意度”连续三年均达到９５％；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很满意”及“满意”连续三年均

在９０％以上。学校获评教育部２０１４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学校的社会声誉不断提高，生源质量连续七年稳步提升。理科生源当量从２０１１年的

５６．６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７９．７，２０１４年有３个省录取最低分高出当地一本线１００分以上，创历

史新高。

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是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

式发展道路，促进学校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广大师生锐意改革，推进高水平有特色人才培养

体系建设的结果；是学校上下通力协作，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全员育人的结果。

在此，我代表学校向大家并通过你们向全体教职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国家社会经济正迈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期，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成为创新发展的

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

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刘延东同志在今年的高校咨询会上强调指

出：要把立德树人、提高质量贯穿综合改革全过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切实落实人才培养中

心地位。因此，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主动适应国家创新型发展战略的需要。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是大学根本任务。在我们建设国

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进程中，必须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引领，开展高质量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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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富民兴渝”战略中，作为国家在

西部重要的大学之一，重庆市唯一的“９８５”高校，学校为了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为重庆

市打造长江上游科教中心和西部内陆开放高地提供高素质人才的智力支撑。因此，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是学校实现办学目标的需要。

面对当前形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布局、招生考试

制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实践教学环节、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还不能满足国家、社会对

学校的期盼和要求；规模与结构还有待优化；教师投入人才培养的主动性、创造性还有待加

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还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还有待提高；“培

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仍是我们需要去实践的重要课题。

目前，学校正在按照国家的要求和教育部的部署，全面规划、有序推进综合改革工作。

就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它必然成为学校综合改革的核心。能否抓住这个战略窗口期，实现

发展模式的根本调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必须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突破口，通过人

才培养目标的科学定位、专业与课程改革、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教育教学改革

举措，形成推动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强大动力。

二、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常言道：“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教育思想观念制约着教学行为，对教育教学

改革实践具有导向作用。因此，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转变发展理念是先导、是首要任务。

（一）树立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的价值观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与文化传承

创新”的使命，但这四大功能并不是并列的，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

有机统一的整体。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都是人才培养功能的延伸，这些功能

都是为了更充分地实现人才培养功能而存在。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

新归根到底都要服务于人才培养这一本体功能，人才培养才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当然，在学

校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时期会侧重于不同的阶段性任务，人才培养的规格、内容和方式

方法也会相应调整变化，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的一项根本任务却始终是不能改变的。当前，

研究型大学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学功能偏离、本体功能弱化等问题，有时过于强调大学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术性目标，忽视了大学教育完善人生、升华人性的本质，导致学生读

书、老师教书出现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使校园变得有些浮躁。作为一所有着优良办学传

统的“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我们应该走出误区，抛弃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共同守望教

育理想，回归教育的本质，回归人才培养的功能本位。

本科教育是研究型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本科教育工作是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基

础性工作，其水平和质量是衡量研究型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优秀的本科教育是学校

的立校之本，没有一流的本科教育，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将是无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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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无本之木。重视本科教育也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美国著名教育家欧内斯

特·博耶在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中谈到：“大学本

科生教育是整个教育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对于它之前的中学教育和之后的研究生教育

都是至关重要的”；“本科生教育的生命力影响到所有其它各层次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

育的独特性植根于学士教育。”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勿庸置疑的。

本科教学始终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抓本科教学工作，就像用圆规画圆。本科教学作为

“圆心”，各级党政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管理人员、教师（教授、名师）和学生都要自觉地围绕

这个“圆心”转，所有职能部门的工作都要围绕它去展开。各级党政领导要以教学为重。尤

其是学校党政一把手应成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要把本科教学作为学校立校

之本抓紧抓好。要亲自抓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国家级教学名师培养、国家级教学基地建设、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等大事。要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推动教学工作，研究解决教学中的

重要问题和关键问题。要定期指导、召开教学工作会议，及时研究解决本科教学工作中的新

问题，落实本科教学工作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不断推进教学工作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工

作创新，将本科教学质量提高到新水平。学院院长、书记作为学院本科教学的第一责任人，

负责具体实施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健全学院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制度，保证本科教学的

日常运行；通过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管理人员要以服务为本。

教学管理人员要转变服务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改变服务方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管理

和教学服务工作中，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完善教学管理与服务功能，健全教学管理规章制度，

加强教学管理规律的研究，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平。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要树立服务教学、

服务教师、服务学生的观念，从理解人、尊重人、塑造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努力营造“老师爱

教、学生爱学”的校园氛围。各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都要服务于（服从于）人才培养工作，要

把工作着力点集中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来。领导精力、师资配备、资源配置、经费安排、制

度设计和工作评价都要体现以教学为中心。教师要以育人为天职。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投入

到教学工作中，正确处理好本职工作与社会兼职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

学名师、教授、副教授要坚持为本科生上课的基本制度。老教师要上讲台，并做好青年教师

的传帮带，青年教师要积极从事助教工作，完成教学基本功训练，在协助主讲教师工作的过

程中锻炼自己、不断成长。教师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要以生为本、爱生如子；要尽职尽责、

热情奉献。学生要以学为主。要珍惜时光，勤奋刻苦，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学会学习、

学会思考、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努力学好本领，掌握真才实学，为自身发展做好准备。同时，

积极参加以提升知识、能力、素质为主的各种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

（二）树立人才培养质量是生命线的质量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颁布以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已经成为高等学校主旋律和人们的普遍共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等教育必须牢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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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质量这一主题。高等教育质量最终要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成长上，因此人才培

养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是学校生存的基础、发展的生命线、完成大学使命的保障，也

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妥善处理好规模与质

量、运行与发展、教学与科研等关系，坚定不移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要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社会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树立

以适应社会需要为检验标准的理念，把社会评价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要充

分挖掘大学生成长潜质，培养更多、更好的多样化人才，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针对性，提

升学生就业和发展的竞争力。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要进一步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把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追求。由传授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向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现代教育转变，重视学生学习过程，推进过程性、发展

性评价。坚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健全人格，学习知识，掌握

方法，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树立尊重学生评价的理念，把学生评价作为衡量教学

质量的重要参考。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要建立和完善内部教学质量评价和保障体系。要建立和完善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教学质量信息反馈系统、教学质量督导体系；改革教学评价，对院系、专业、

课程和主讲教师的教学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和考核方案；对人才培养教学过程进行监

控和评价。要更好地发挥教学顾问专家或督导专家的作用，把他们的评价作为衡量教学质

量的重要依据。

（三）树立学生多样化发展的人才观

学校提出培养“能够适应和驾驭未来的人”的目标，我认为，就是要着力培养“具有优良

的思想品格、深厚的人文素养、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强烈的创新意识、宽广的国际视

野与浓郁的本土情怀的优秀人才。”

要树立人人都能成才的观念。孔子曰“有教无类”，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个性

发展，就“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要帮助和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为每一个学生创造独立思

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成才环境和氛围，使人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相得益彰，不让一个

学生掉队。

要树立多样化人才的观念。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多层次性的，学生本

身也有差异性，有不同的梦想、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发展潜力，只有多样化、差别化、个性化地

培养学生，才能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多方面需求的人才，包括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技能

型人才、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等等。因此，人才的培养不能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要针对社会

需求、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关心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潜力的开发，帮助、引导和

教育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沿着自己的志向和兴趣，成为不同类型，各种规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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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树立德才兼备的观念。把既“成人”又“成才”作为人才评价的基本标准，“成人”就是

要求学生会做人，懂道理，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才”就是要求学生学有所

长，学有所成。既“成人”又“成才”的人就是“靠得住、有本事”的人。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把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

（四）树立“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观

教学过程是“教”与“学”的统一，“教”为“学”服务，“学”是“教”的落脚点。要调动

“教”与“学”两个积极性，让老师爱教、学生爱学。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教会学生学习”的重要方

法，其核心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自觉性、选择性、创造性。首先，要培

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增强学生自我认知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产生学习的内在动力，让学生

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探索研究者；学生不但要会“学”，还要会“问”。其

次，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合作者。要把握教学过程的走向，在教学过

程中与学生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并与学生交朋友。教师要摆正自己的地位，积极引导学生，

尊重学生，激励学生的主体性，为学生营造平等、民主的氛围。

因此，要改进和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鼓励开展启发式、探究

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倡导小班教学、小班讨论，探索学生自主学习的新模式。教学与科

研要良性互动，把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

队，在参与科研中学习。

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我校在人才培养的理念、思路、方法等方面还存

在不少问题，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途径。

（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文理分家，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脱离，工科教育存在

着“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的倾向，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没有把人文教育摆在应有的重要位

置。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高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重庆大学以应用型人才

培养为特色，专业教育成效显著，但“重专业、轻基础，重理工、轻人文；重技能、轻素质”的弊

端不同程度的存在，导致一些学生综合素质不够高。针对这种现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

融合，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但同样离不

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因此，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高等教育中

必须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积极推进通识教育，促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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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通识教育着力于人生观、价值观、独立人格的养成，培养学生“有效思考能力、

有效沟通能力、恰当的判断能力、对价值的认识能力”，成为有健全人格的社会公民。通过通

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实现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统一，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造就出既掌握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又具备较高的人文情怀的人才，正是现代大学

教育的目标。

通识教育的主渠道是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课程教学。通识教育正是通过人文科学课

程、自然科学课程、社会科学课程的合理设置，将培养能力与提升素养进行有机的融合，培养

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文素养。但是，目前学校的通识教育课

程存在设置的不尽合理性，数量不够、面不广，师资配置不到位、教师自身素养有限等缺陷，

致使我校的通识教育远没达到理想效果。此外，通识教育基本停留在知识层面，明显忽略了

人文精神的培养必须依靠熏陶来实现。因此，要进一步加强通识教育的顶层设计，改革原有

的教育模式，完善教学体制，优化课程体系，提高课程质量；科学设置文、史、哲、社会学等核

心课程，逐步形成重大自身特色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群，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理工结合、文理

渗透。鼓励学生文理交叉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以

高研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等为依托，建设一支适合学校通识教育需要的、稳定的

高水平师资队伍。出台激励政策，促进高水平教师开设通识课程；根据需要，设置专职通识

教育教师岗位。加强校园文化和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充分发挥其教育导向作用，创造出有利

于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良好环境，使学生在这种人文氛围中，陶冶情操，铸造人

格，提升人文精神。

（二）教学与科研结合，构建研究型教学模式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摇篮，寓教于研、实现教学活动与科

研活动的有机结合是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高校以育人为本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用什么办法来育人。教学是育人的主渠道，但是

光靠教学育人不可能实现我们提出的培养高素质创新性人才的目标。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创新也是我们育人的重要渠道，而且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对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尤为明显。所谓研究型大学与非研究型大学的主要区别，不仅在于学校是否

有科研活动，而在于所承担的科研任务的多少和重要性程度的不同，更在于能否通过科研活

动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创造性人才。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是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特

征。

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不仅要对学生传授知识，更要传授方法，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

展历程、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发展动态以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使学生自己去主动地学

习，去发现知识，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这不是光

靠课堂讲授知识就能实现的。要依托科研资源优势，强化学生参与科研实践，促进学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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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培养。要增加本科生参与科研的机会，帮助他们了解基本的科研方法，养成浓厚的

科研兴趣。实施“本科生科研助手”计划，通过导师制，实现科研活动与知识的对接；改变现

有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ＳＲＴＰ）项目来源渠道，通过项目直接来源于教师的课题或将教师科

研课题的一部分交由学生独立研究，实现教师科研活动与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的对接。要让

大学生通过参与科学研究来学习，就要把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与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生，首先教师自己要有创新意识和能力。因此教师必须参加

科研工作，追踪学科前沿的最新突破，研究学科前沿的最新命题。没有一流的科研，就不可

能造就和凝聚一流的教师，不可能建成一流的学科，也不可能建设出一流的大学。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不能与科研工作脱节。我们要求专业教师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教

学工作者，而且应该是一名出色的研究工作者。教师参与科研，深切体会创新过程，积淀丰

富的经验与教训，不仅有利于教师的成长，而且使教师培养创新人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条

件。教师通过科研活动，会加深对本学科专业的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最新、最先进的科学

知识，由此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学术水平，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思路会更加开阔，也能

站在新的高度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更新，对学生进行生动的、灵活的教学。在教育内容上，

不断引介新的研究成果，开设反映学术前沿的课程；结合承担的科研课题，指导本科生毕业

设计（论文）；在教育方式上，引导学生及早介入科学研究的过程，通过体验式、探究式、开放

式教学，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指导学生课外学习、阅读相关论文和科研资料，加深对课堂教

学知识理解运用；使我们培养的学生既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又具有主动创新的意识。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培养出优秀的创造性人才，在培养创造性人才的过程中产

生出创新成果，实现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此外，积极进行科学研究的教师，还

会在教学中比较自然地用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精神感染学生，使学生受到鼓舞，得到启

迪。由此可见，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必定要由高水平的教师来哺育，我们的专业教师必须走教

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

要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我们在强调科研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教学工作永远是

教师最基本的责任，教师必须承担规定的教学任务，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我历

来主张教师必须上课，教师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专业教师不搞科研，就难做好教师。最优

秀的教师应当学识渊博，不仅在教学中表现出特有的魅力，还应在科学研究中有独到的建

树，我们的专业教师和学术带头人都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有些教师存在“重科研、轻

教学”的倾向，不愿意把精力放在教学上，认为搞科研名利双收，做教学辛辛苦苦，费力不讨

好。因此，改革“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是当务之急。我们不仅要在职称评聘，考核激励方

面建立健全合理的评价机制和绩效激励机制，也要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质量观、人

才观和教学观，潜心的教学，安心的育人。我们在人才培养中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比如名

师上讲台、教师集体备课制度、助教制度等，在实践中效果非常好，应该要坚持和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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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解决教授上讲台的问题，充分发挥老教师教书育人的作用。一批老教授随着年龄增

加，对外承接科研任务的能力渐退，但他们思维缜密，作风严谨，教学科研经验丰富，正是上

讲台的好时光；青年教师正处于科研创新黄金时期，但教学经验不足，正好和老教授互补。

我们过去的传统是很好的，老教授重点是上讲台，并做好传帮带；青年教师重点做好科研创

新，但要花２年左右时间跟着导师做助教工作（进课堂给学生辅导、答疑、批改作业、上习题

课），完成教学基本功训练，等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再正式上讲台教学。要组建老中青相结合

的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在团队中发挥各自的长处，理顺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为此，我们要

改变教师评价考核机制。要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的教学质量评价办法、团队和个人评价办

法，让潜心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和团队成员都得到合理的评价。要探索将教学研究纳入人文

社科学术研究认定，并在岗位考核、职称晋升中，赋予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相同甚至更高权

重等制度。通过改变教师评价、考核、激励机制，使教师体会到作为教学工作者的成就感和

优越感。教师的天职是教学，是培养学生，晋升评选教授不仅看科研水平更要看教学水平，

改革过去一些本末倒置的做法。

（三）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关键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定不移地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的主战场，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大批社会需要的、多样化的、各种类型的高质量

人才。

首先，要提高专业设置的适应性，凸显办学特色。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建立专业适

时调整退出机制。设置国家急需、具有较强学科和队伍支撑的新兴专业。调整、改造、合并、

撤销不适应社会需求，经过长期建设但培养质量仍然不高、缺乏专业优势与特色的专业。加

快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体系。全校９０余个本科专业发

展不均衡，存在专业口径太窄、招生调剂率高、就业情况不好等问题。此外，本科招生规模仍

然过大，除面临办学资源短缺的矛盾外，也无法形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合理的本科生、研究

生结构。各专业要以国家发展战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通过进

一步调整优化，依托学科优势，拓宽培养口径，实施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加强学科交叉，打造

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优势特色专业。

其次，要打开“三门”办学，强化协同育人机制。要以实施“２０１１”协同创新计划为契机，

将科学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健全寓教于研的“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在提升创新能力过程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突破“以学校、教师、课堂、教材

为中心”的封闭式办学模式，克服培养的学生与实践脱节、与社会脱节的不足，打开课堂门、

打开学校门、打开国（际）门（打开三扇门）的办学，建立“校校、校所、校企、校地”以及国际高

水平大学之间的实质性协同与合作培养，探索学生多样化的成长路径，着力培养应用型、复

合型、国际型创新人才（简称三型人才）。通过协同合作，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服务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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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协同合作，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过程，进一步增强学校人

才培养的适应性和创造性；通过协同合作，提升教师的研究与教学水平。

弘深学院、博雅学院、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要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要扎

实推进“卓越计划”，培养有理想、重实践、求创新的卓越人才。继续鼓励学院“实验班”试

点；实质性推进学院（学部）大类培养，建立跨学部交叉学科认证课程项目。提升优异生培养

质量，探索建立本科荣誉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制度。探索 ＭＯＯＣ（慕课）、“翻转课堂”等新的

教学方式，以搭建网络课程、图书影像、实验设备共享平台为抓手，建设优质网上教学资源库

和资源共享机制，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支撑。引进国外优质教师资源，开设各类暑期课程，

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国际高水平大学教师的授课；推进学院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同类专

业开展实质性合作办学，通过交换生、分阶段培养项目（１＋３，２＋２，１＋２＋１）等，尽可能多地

提供学生出国、出境交流学习的机会，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

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四）切实落实责任，完善质量监控保障体系

通过强化质量意识、落实教学责任、完善过程监控、改进评价机制、健全激励制度，进一

步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

进一步强化校、院、系三级教学管理，加强教学管理组织体系建设。完善由主管副校长

负责、教务处牵头、学院为主体、院系抓落实、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本科教学管理组织体

系。学校要进一步发挥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工作组的作用，担负领导规划、指导咨询、建规

立制、监督保障的责任。学院要担负起日常教学组织、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的主体责任。学

校将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教学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系主任的责权利，加强系

级组织教学运行日常管理的作用。通过设岗聘任、职称晋升等人事制度调整，进一步强化教

师教书育人的责任。学校将出台新一轮的教学团队建设意见，设立“教学首席教授”和“教

学骨干”岗位，鼓励支持一线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从事教学改革，争创国内一流的教育教

学成果，并在人才培养实践中取得实效。

加强本科教学质量常态化监测。完善校、院两级督导，实现对所有课程督导听课的全覆

盖；定期发布教学秩序、督导反馈、学生意见和建议等信息，建立反馈督办机制；改进课堂教

学评教方式，引入课程准备、课堂管理、学生学习收获等评价要素，以及学院教师委员会参与

的、更加多元的评价主体，促进教学评价更加科学合理。

（五）规范管理、从严治教，塑造优良师德师风

优良的师德师风是办学的软实力，是优良学风、校风的基础，是大学精神的体现。师德

师风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和各项教育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师德师风

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必须坚持从严治教、从严治学，要继承弘

扬学校优良的办学传统和文化底蕴，加强大学文化建设，通过校训校风教育，典型标兵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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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章制度等措施，大力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以上就是我们对学校教学工作的一些主要思考，很难说在逻辑上十分完整，还请大家补

充和批评，这也是为本次教学工作会“引玉”而抛出的一块“砖头”，希望大家在讨论中多提

宝贵意见，我们在吸纳各方意见后将形成学校今后本科教育发展的思路，这是我们召开此次

教学工作会的主要目的所在。

按照会议的安排，本次会议也是迎接教育部对我校开展审核式评估的启动会。根据《教

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２０１１］９号），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必

须于２０１８年前接受教育部的审核式评估。此次评估重点考察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

标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教学资源对学校人才培养的保证度，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

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通过四个“度”的考察，从总体上判断学校人才

培养目标与效果的实际情况。审核式评估既是对学校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阅，又是对后续工

作的全面推动。学校决定，从今天起正式启动教育部审核式评估迎评工作。目前，学校正在

制定方案，要求各学院按照审核评估的基本要求，在２年内完成自评估，为学校评估打下坚

实基础。希望各个学院从今天起就开始行动起来。

老师们、同志们、同学们：

重庆大学正处于高等教育深化综合改革的战略转型期，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机遇和新

的挑战，我们应该坚持“育人是根本、本科是基础、教学是中心、质量是生命、管理是手段、党

建是保证”的办学思路，抢抓机遇、凝聚共识，大胆创新、勇于实践，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加快构建高水平有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着力推动我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为早日

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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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

２０１４年学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第２２次

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对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的重大部署，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任务，继续坚持“内涵发展、提高质

量”的基本思路，以改革统领发展全局，深入推进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提

升办学治校能力，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学校今年的重点工作如下：

一、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本科教学改革围绕构建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的高水平有特色教育体系

为主线，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完善理论教学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以迎接审核式评

估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强化学院人才培养的主体地位；围绕国家和地方产业

发展，调整人才培养结构规模；积极组织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研究生教育改革以“服务

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继续调整优化结构，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生源质量；加快建立学术型

和专业型研究生的分类培养机制，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力度；围绕培养目标，

改进研究生课程体系，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创新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方法，逐步建立以

培养质量和社会需求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学位点调整机制。学生工作按照“推进民主

管理、鼓励健康发展、崇尚独立担当”的思路，完善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机制，加强学生

社团建设，创新学生自主发展新机制，探索虎溪校区学生教育管理新模式，着力提高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二、统筹学科协调发展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强化工科优势、凸显办学特色，夯实理科基础、注重理工结

合，振兴人文社科、促进文理渗透，推动学科交叉、适应社会需求；以适应国家和地方发展需

要为目标，完善学科发展规划，加快战略新兴技术领域的学科布局和建设，组建学科平台，成

立相关学院；加强对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的分析与应用，明确学科的重点建设领域，推进学

科调整优化；加强基础文科建设，创造条件集聚和引进国内外顶尖文科学术人才，开展高起

点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以及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课程开发和教学试验。

三、增强科研创新能力

抓好“２０１１计划”建设，积极组织、培育、申报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增强学校人才、学
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创新运行管理体制机制，切实解决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和

发展中的问题；以争取重大科研任务和取得重大科技成果为目标，完善重点科研团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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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工程中心）培育和建设机制；建立以提高学术水准和鼓励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为目

标的科研考核评价机制；优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流程，完善科研服务体系，增强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提升科研管理服务水平；在人文社科领域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着力推出精

品力作，提升文科的学术影响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建设，做好咨政服务，提升文科的

社会影响力；适时召开学校科研工作会。

四、提升师资队伍水平

建立“多元聘用、分类发展、结构优化”的人力资源体系，促进“教学与科研”、“人才引进

与现有队伍培养”、“学术队伍与管理支撑队伍”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

高队伍水平，逐步降低生师比，重视文科队伍建设；完善预聘制，继续大力引进优秀青年人

才；进一步改进岗位聘任和职称晋升制度，鼓励教师分类发展，各展所长；制定学科领军人才

和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一批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和专业建设带头人，提升教师

队伍整体水平。

五、拓展国际国内资源

继续实施国际战略合作伙伴计划，推进学院、学部与国际知名大学广泛合作；大力拓展

学生培养的国际化渠道，提高学生海外学习的数量与质量；积极推动国际联合科研项目的开

展和联合中心（实验室）建设；引进海外优质智力，提高我校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加强国

际化课程建设，促进留学生的招生与培养；在做好现有孔子学院工作基础之上，积极争取新

孔子学院的立项建设。以全面提升学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能力为目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校际、校企、校地合作长效机制；推进重庆市大学联盟、卓越联盟的优质资源共享；充分发挥

相关部门与各学院对外联络作用，增强筹资能力；争取重庆市“９８５工程”后续配套资金。

六、构建现代大学制度

全面梳理修订学校内部规章制度，加快学校有关制度的“废、改、立”进程，建立和完善现

代大学制度体系；适当调整文理学部，完善学部制建设，发挥学部在学科建设、跨学科平台建

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评价等方面的组织、统筹与监督作用；强化学院在学校工作中

的责任主体地位。

七、提高服务保障能力

改革财经管理体制，深化全面预算及滚动预算，不断提高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探索以提高二级单位办学积极性为目标的预算管理；推行节约型校园建设，进一步降低“三

公”经费支出，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稳步提高教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待

遇；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规范性和服务工作；加大经费审计监督力度及经费使用的问效问责

制度。明确校区功能定位，推进校园规划修编；探索老校区住宅置换改造，加快交通停车等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科学配置和有效利用土地房屋资源；实施“大后勤”管理体制改革，建立

起师生参与后勤管理与服务监督的有效渠道和长效机制，成立社区工作办公室，提高后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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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务质量；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规范采购招标；深化校办企业改革，进一步规范

企业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发挥企业对学校建设的支持作用；加强虎溪校区条件保障能

力和育人文化建设。

八、加快数字校园进程

加快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学校公共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启动校园网络提

速计划，升级网络主干设备，改造学生宿舍网络，加快实现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推进二级单

位信息化进程，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建立网络问题快速反应机制；优化电子公务、校园一卡

通、呼叫中心等信息系统，启动老年人居家养老紧急救助呼叫中心建设；推动信息化体制机

制改革。

九、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倡导良好师德师风，实施立德树人工程，凝

练大学精神；以建校８５周年为契机，提炼办学经验，总结办学成果，强化校史研究，以学校传

统、大学精神和现代办学理念为主线，推动知校爱校教育，弘扬重大精神，传承办学传统，凝

聚师生校友；开展师生文艺汇演、文明校园建设主题活动等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校园

文化活动；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办好、管好、用好校方和二级单位新媒体；加强学术道

德和廉政文化建设。

十、抓好党建思政工作

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动力，以“政治定力更加坚定、整治‘四风’更加

有效、内涵发展更加自觉”为目标，深入推进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的有关要求，建立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

制；固化和拓展“学习教育”、“对照检查”阶段取得的成果，健全调研工作机制，提高决策的

科学化水平，完善校领导接待日制度，建立联系师生机制；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营造良

好的内外部发展舆论环境；加强校院两级领导班子自身和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高解决复杂

问题能力，增强办学治校本领；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机关运行体制，精简

校内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办事流程；深化党务、校务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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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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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工作总结

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部署，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整改任务，以深化改革统领发展全局，着力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管理体制机制、构

建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办学治校能力，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实现了科学发展。

一、启动学校综合改革，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编制综合改革方案。学校认真总结前期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经验，充分认识到深化综合

改革是从单项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从增量到存量的改革，涉及内部治理结构、人才培养机

制、人事管理制度、科研管理体制、学科发展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多个方面，尤其要在长期

没能得到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上取得突破，更是学校涉及长远、牵动全局的重大任务，必须加

强宏观思考、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学校成立了综

合改革领导小组和相应工作机构，结合创建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需求和学校发展实际，初步

完成学校综合改革方案的编制。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按分类管理，规范学部设置，把文理学部调整为人文学部、社科学

部、理学部，进一步明确了学部的定位与作用。梳理职能，理顺设置，行政机构由２０个调整

为１９个，直属单位由１８个调整为１３个。根据改革和发展需要，新成立发展规划处；撤销学

科规划办公室、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办公室、国家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教室管理中心；调整 ＩＣＴ中心作为学术

机构按基地平台管理，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调整为房地产管理处，大学科技园办公室从行政部

门转为直属单位；新成立社区工作办公室、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撤销虎溪校区建设指

挥部、科技企业集团；调整后勤集团为后勤管理处，发展研究中心作为研究机构管理，教师教

学发展中心挂靠教务处，校友工作办公室与国内合作办公室合并，国际学院作为办学单位纳

入人文学部管理，会议中心纳入后勤处管理。在整个调整过程中，坚持了“干部人数只减不

增，人员编制只减不增”的原则，实现了平衡过渡，进一步完善了管理架构。有序完成校学术

委员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换届改选工作，修订了校学术委员会章程，推进了教授治学和依

法治校。制定《重庆大学章程》，获得教育部核准，作为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

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和依据。

二、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深化本科教育改革。紧紧围绕提高质量的根本任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强化实践育人环节，健全质量保障机制。

·５５·

特　　载




召开全校教学工作会，强调本科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牢固确立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大学

价值取向。优化规模与专业结构，２０１４年调减招生５００余人。围绕强化学生综合能力与素

质培养，积极探索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推进博雅

学院、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学院专业实验班、国家“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以及

弘深学院大类实验班改革。加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常态化开设课程已达１２０多门。

２０１４年学校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４项，新增国家级“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６个，１６

种教材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新增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示范中心１个。坚持教学常态监控

与评价，推进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继续发布《学院运行与发展状态数据》等质量报告。组织大

学生学科竞赛２８项，参与学生６９００余人，全年获得省部级奖项５０８项，首次获得美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大赛特等奖。学校被评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

施工作先进单位”。学校社会声誉不断提高，生源质量连续７年稳步提升，录取分数创历史

新高。

多措并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提高硕士

研究生生源质量的意见》；为进一步向高层次人才和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倾斜招生指标，修

订了《重庆大学教师招收博士生资格审核办法》、《关于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指标核算办法

的补充意见》等文件；继续加强培养环节的内涵建设，完成全校１９种专业学位类别、２６个工

程硕士领域共４７个专业硕士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论证，在全国聘请２２０余位专家进行通

讯评审和现场论证工作，有效规范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以信息学部作为试点，探索以

学科大类为依托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实训基地，已通过方案论证并正式立项建设；继续

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建立了教学督导、学生评教相结合的课程评价机制，全年集中

检查１２８１门次课程、随机抽查９９０门次课程；规范了学校每年自行抽检已获授位的学位论

文的机制；启动构建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拟定了《重庆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

方案和实施计划》等系列文件。

２０１４年，我校在“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学校及行业优势学校的硕士生生源中录取比例

为５６％，较上年增加７％；《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多主体协同培养高层次专业学位人才》的研究

成果获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教育成果二等奖；重庆大学—长安集团获评全国首批２８

个“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之一；研究生参加全国性科技创新和学术赛事项目

１０７项，获特等奖２项、一等奖９项、二等奖１６项；圆满完成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换届推荐

工作，学校新增成员３名，总人数达到１０名，为历年之最。

三、创新学科建设思路，推进学科协调发展

建立分类发展机制。按照“强化工科优势，凸显办学特色；夯实理科基础，注重理工结

合；振兴人文社科，促进文理渗透；推动学科交叉，瞄准国际前沿”的学科发展思路，加强分类

指导，促进理工学科、人文社科协调发展。以国家的现代化需求为导向强化工科优势，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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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依托重庆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恢复重建了汽车工程学院，支撑重庆市支柱产业发

展需要；围绕国家和地方的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急需，推进了航空航天学院的建设；结合学校

在建筑行业的办学优势，整合土木、建筑城规、城环、材料及建管等校内外学科力量，加大了

“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力度，成立了“中建钢构—重庆大学钢结构工程研究中

心”。以原始性创新为目标夯实理科基础，参照国际标准，继续推进了“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建设；融合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应用数学以及材料科学，正式组建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加强学科间的资源共享。以提高办学水平为宗旨，继续推进了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及博雅

学院基础文科体系建设。

调整完善学科体系。新增教育硕士与航空工程领域工程硕士授权点，在艺术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点下自主新增“电影”和“广播电视”两个授权领域；以文理交叉为基础，在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了“语言与智能信息技术”博士二级学科；“矿冶工程”等４

个特色学科专业群获准重庆市高等学校特色学科专业群建设项目；新增数学、物理学、生态

学、安全技术与工程、风景园林学共５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新增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３

名，增强了学科话语权。此外，国际一流学科建设形势趋好，工程学与材料科学以较大优势

稳居ＥＳＩ前１％学科行列，化学学科在ＥＳＩ前１％行列中逐年趋稳，物理学又再次接近ＥＳＩ前

１％的基准线，计算机科学与数学也有望在近年迈入前１％。

加强学科规划评估。针对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引领缺失，完善学科机构建设，整合原学科

规划与建设办公室职能至发展规划处，理清学科重点建设规划和学位点运行管理的关系，落

实学科重点建设项目经费的预算、调配、管理与监督检查，旨在突出规划引领的作用。启动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形成评估工作方案、评估管理办法、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标准等初稿，

制定了《重庆大学专项评估工作方案与实施计划》，召开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启动工作

会议，探索构建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

继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争取到重庆市政府给予“２０１１计划”培育项目专项经费和

“９８５工程”配套经费共计７０００万元的支持。完成对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实验基地建设方案、

航空学院基础设备建设方案、钢结构工程中心启动建设方案、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升位学科

奖励方案、分析测试中心建设方案、可信服务计算平台和高性能计算及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方

案的论证与审核，划拨学科建设经费４０２８万元。

四、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推进协同创新。针对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结合学校学科特色优势，汇聚校内外优质资

源，积极组织和推进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以我校牵头的“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和

“山地城镇建设”两个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建设工作。深空巡视探测协同创新中心成功认定

为重庆市级协同创新中心。通过实施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建立“需求导向、市场驱动”的科研

组织新模式，与协同单位实行“等权限共享”、“商业化优先共享”和“共建共享”的资源配置

·７５·

特　　载




新方式，与协同企业实施“３＋１”开放实践的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保障了协同创新中心有效

运行，提升了学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促进了教育与科技、教育与经济的

有效结合。在２０１４年国家第二批“２０１１计划”申报认定工作中，“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

新中心”通过教育部、财政部认定，成为重庆市首个通过国家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并获得国

家２０１１计划专项经费１．２亿元。

提升学术研究水平。为鼓励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修订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拟定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修订并实施《重庆大学科技奖励办法》、《重庆大学人文社科科

研奖励办法》。同时修订了科技成果评价考核办法。学校获得２０１４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１７０项，其中创新研究群体１个、二期创新研究群体资助１项、杰出青年基金１项、重点

项目６项、国际合作重点项目１项，总经费达到历年最高水平。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２８项，

其中重点重大项目４项，质量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年度项目立项数在西部高校排第３位；

获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４７项，同样也创历史新高。人文社科科学首次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重大改革研究课题”。学校全年实到科研经费６．５８亿元，较上年增长２０．２９％。获国

家科技发明奖二等奖１项（排名第１）、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排名第２）、教育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１项（排名第２）、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排名第１），１人被教育部推荐为２０１４年

ＣＣＴＶ科技创新人物候选人。获省部级人文社科类奖１７项，省级艺术类展演奖２项。１名

引进文科教授获评“长江学者”，实现我校人文社科领域“长江学者”零突破。发表 ＳＣＩＥ论

文１４７６篇（较上年增长１９．５％）、ＥＩ论文１８０１篇（较上年增长１７．７％），高水平论文增长幅

度明显，人文社科论文质量稳步提升。专利获权４６７件，其中发明专利３５９件。

创新平台与团队建设。提出实验室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思路，出台《重庆大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体制改革意见》，创新研究人员聘用模式，探索合理高效利用的资源配置模式，建立健全

“分层、分类”考核机制；改革重点实验室管理架构体系；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以优秀成绩通

过评估。切实抓好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后的整改工作，加强了实验室班子建设，完善了管

理，出现了新的局面。积极探索学校科研团队建设的长效机制，制定实施科研创新团队建设

培育计划，遴选出１１个科研团队，并对每个团队给予建设期为３年、每年３０－１００万元的建

设经费。组织申报国家８６３计划、支撑计划、９７３计划和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等国家主体科技

计划项目（课题）８５项，获准４８项，国拨经费超过９５００万元；新增人文社科国家级项目３９

项、省部级项目１３０项。

五、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继续完善人事制度。改革对非学院各单位的学年度考评方式，出台《部处及直属单位考

核评价实施办法》，建立了分类考评体系。进一步完善教师聘用制度，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特

点，出台《重庆大学预聘制教师（人文社科类）评价管理办法》；完善各类体制新进教师退出

机制，出台《新进教师转入长期聘用考核评价办法》；改革教师晋升机制，教师职称评聘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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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限制，既畅通了晋升渠道，又树立了坚持标准、内涵发展的良好风气；完善了工勤人员的

发展通道，出台了《工人技师和高级技师评聘管理暂行办法》。

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大力推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引进成效显著，全年召开５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会议，讨论通过引进人才１８３人次，目

前已正式入职１３４人，其中包括全职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１人、教授６人、“百人计划”２９人；

国家级优秀人才申报遴选喜获丰收，新增长江学者２人、杰青１人、“千人计划”１人，“青年

千人计划”２人，入选“高端外国专家项目”人才２人。改革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方式，将高

层次人才的培养同科研团队建设融为一体，与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科研成果的培育相结合，

形成人才梯队的培养，全校完成首次１１个科研团队的遴选。为提升教师职业能力，全年开

展各类项目培训教师３００余人，派出７０名教师出国研修。

六、拓展交流合作机制，提升资源获取能力

深化国际合作交流。不断拓宽学生培养国际化渠道，与国外和境外大学新签订校际合

作协议４３个；借意大利在重庆建立领馆机会，拓展与意大利高校的合作；与美国辛辛那提大

学ＣＯＯＰ办学项目获教育部批准。全年７７８名学生参加国（境）外攻读学位、联合培养、短期

交流和国际会议，较上年增长１０％。留学生规模稳步增长，全年达到１３９２人，来自９５个国

家，人数较上年增长１５．１４％。积极开展海外引智工作，获批“学校特色项目”１个、“促进与

美大地区科研合作与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１个。大力开展校园国际文化建设，成功举办了

韩国文化展演活动，２０１４年学校聘请外籍专家９５人，比上年增长２７％。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１１个，以及第六届中韩大学校长论坛、重庆大学第三届国际文化节、重庆市“孔子学院日”暨

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丰富了国际交流内容，拓展了国际化合作新渠道。加强因公

出访管理，２０１４年全校有９４６人次因公临时出国（境）交流访问，其中教师学术交流出访比

上年增长２３．８％。

拓展国内合作空间。校地、校企、校校合作不断深化。协调重庆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支持重庆大学的发展，配套支持学校“２０１１计划”和“９８５工程”建设经费达到７０００万。基

金会募集货币资金和实物捐赠折价近１．８亿元。深化了与苏州等５个城市以及长安集团的

合作。重庆市大学联盟、“卓越联盟”等校际合作持续深入推进。对口扶贫云南省绿春县和

西盟县、重庆市秀山县等贫困地区和石河子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帮扶工作继续稳步

开展，学校荣获“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扶贫先进集体称号”。成立了澳大利亚等５个国

家和地区校友会。积极引导校友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生就业和办学捐赠等方面贡献力

量，广大校友也积极为母校发展捐资助学，其中促成校友为 ＰＡＲＣ研究院注资２０００万元，唐

立新校友捐资３亿在虎溪校区修建１２万平方米综合楼，捐赠经费已逐步到位。

七、加强条件建设，增强支撑保障能力

优化财经管理。开展重点项目三年滚动预算的试点编制工作，按照“零增长”原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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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预算，年度部门运行经费压缩５％，“三公经费”减少２８２万元，较上年降低３９．

５５％，全校行政运行成本进一步降低。通过争取国家和重庆市政府的支持，将“委培研究生”

调整为“自筹研究生”，获得国家拨款每年２０００万元；与重庆市相关部门沟通，调整研究生收

费标准，每年为学校增加收入 １５００万元；通过定期存款结构的调整，利息收入逐年增加，

２０１４年为学校增收近６０００万元。积极争取附中附小中央办学经费补贴。２０１４年，学校财

经总收入达到３４亿元，创历史新高。教职工收入稳步提高，离退休人员收入同步增加。制

定了２０１５年教职工住房公积金调整方案，进一步增加教职工收入。人才培养新增项目资金

５８００余万元，学科建设经费投入８０００万元，队伍建设经费投入８２００万元，较往年大幅度提

升。强化“管理审计”，率先在教育系统开展专用资金绩效审计和内部控制评审，全年开展财

务审计２７项，审计金额２４．７４亿元；基建审计３２０项，审计金额１．５８亿元，审减金额１３６５万

元。完成科研经费自查自纠，通过教育部组织的科研经费管理的检查并获得好评；进一步完

善了财务管理规章制度。

提高后勤服务质量。实行小机关、多实体的后勤管理体制，明确责任主体，提高运行效

率。建立师生参与后勤管理与服务监督的机制。加强物业管理考核。充分发挥后勤服务呼

叫中心职能，全年受理报修、建议等各类事项３４５６１项，物业服务质量和效率有较大提升。

改善学生就餐环境，Ａ区柏树林教工餐厅投入使用，Ｂ区建工东村教工餐厅即将投入使用，

餐饮服务满意度有效提升。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占道经营情况得到显

著改善。会议服务水平和效率有新的提高。开展绿色校园建设，实施节能改造项目，２０１４年

学校能源费净支出较２０１３年减少３２１万元。推进与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合作办学，改善幼

儿园办学条件。完成Ｂ区校医院改造，校医院硬件设施得到改善，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提

高。

加强房产资源管理。完成７０多个二级单位的公房定额核算，提高公房利用效率。优化

房源调配，有效解决协同创新中心和新成立学院等的急需用房，调整优化部分单位用房。按

照教育部文件要求，加强办公用房和公房出租出借的清理整改工作，规范公房管理。按照

“政府指导、学校协调、小区管理、居民自治”的指导思想，设立社区工作办公室，加强教师住

宅区管理。设立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基金，及时解决新进教师和引进人才的住房问题。加快

开展土地确权房屋办证工作。完成Ａ区松林村、新华村片区的土地确权并取得Ａ区建校来

第一批房地权证，基本完成Ｃ校区房屋产权证办理与发放，办理老校区３１栋已售住房栋证

和１１２户房屋产权证，虎溪校区６０５户房屋产权证。

完善基础条件建设。对校区功能定位和规划调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提出了校园规划

修订方案，召开了学校校园规划委员会和工作会，将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确定校园规划修

编。调整细化了近期各校区建设计划，对缺口较大的用房提出了建设规划。形成了校区土

地置换与教师住宅区改造方案，为学校决策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将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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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交通组织，改造升级道路系统，改善交通环境。完成了建管楼、材料学院实验楼等临时

停车位的修建，正在推进Ａ区柏树林停车场建设；完成了Ｂ区运动场地下停车库的建设规划

和设计，将于近期开工建设。完成Ａ区第二教学楼、第五教学楼、图书馆和 Ｂ区土木学院振

动台实验室、城环学院给排水实验大楼、材料学院实验大楼及 Ａ、Ｂ区供配电系统改造。完

成民主湖污染治理和环境改造，水环境得到净化美化。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档案馆建设不

断推进，智慧校园建设的总体规划与实施方案的各项工作按计划有序开展。虎溪校区学生

活动中心、理科大楼的建设加快推进。

规范校办产业运营。通过改制和股权处理等方式，进一步理清企业产权关系，规范企业

运营，并对科技企业集团撤销后其下属企业及代管企业的管理关系进行了调整。推动企业

内控制度建设，逐步完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将学林宾馆无偿划转学

校。对部分停业企业开展清算注销工作。科技园入园企业达３１１家，有国家级平台３个，科

技园平台功能日益显现。数字出版项目再次获得财政部、科技部６００万元文化产业发展基

金资助，销售码洋２．０７亿元，较上年增长１１．３％。

强化虎溪校区管理。以保障校区教学、科研和生活条件以及师生的最大满意度为目标，

加强管理工作制度化、信息化和精细化。完善条件建设，更新了学生食堂厨房设备、学生公

寓热水设备，改善了教师公寓居住环境；更换了中心机房 ＵＰＳ电源、８００多台二层设备和４０

多台汇聚交换设备，新建视频监控点位１７８个；组织实施校区大型专项维修改造工程１５项；

新建蔷薇园、蕨类园、杜鹃园等８个专类园，使植物园的专类园达到１３个。进一步细化后勤

服务质量监督及奖惩制度，质量监督工作向纵深推进，使校区后勤服务形成了“发现问题更

直接、解决问题更及时、服务师生更高效”的良好局面。探索学生舍区教育新形式，加强新生

教育、学业辅导、安全法制教育、心理辅助、兴趣引导和素质提升等，开展 “学长团经验介

绍”、“优异生传帮带”等活动３００余次。组织毕业季（告别虎溪）系列活动、第八届“优秀学

生之家”创建、虎溪校区第五届足球赛、元旦迎新游园等，不断增强校园文化品味，提升育人

水平。

八、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领导学校事业科学发展

学校党委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

称职”的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党建工作和学校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

起考核，把整改落实工作与学校综合改革紧密结合，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况、从严要求的思

想作风、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领导

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梦的深刻内

涵和精神实质，凝练“重大精神”以凝聚精气神。探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强化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制定了加强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施意见，利用新媒体开展 “五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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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组织了全国首次高校网络评论员培训班，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教育部充分肯定。多途径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推行学生综合能力提

升项目，创新心理咨询与服务方式。推进研究生思想教育创新，着力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学生社团“五彩石”留守儿童心理关爱志愿服务项目获民政部中央财政支持社会服务示范项

目立项资助１００万，获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回信高度赞扬，获团中央、教育

部“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公益创业赛西部高校唯一金奖，被评为全国“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团队。组织召开了全校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二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推

动了校园民主管理机制建设。独立设置“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以来，迅速完成研究生、

本科生就业工作整合，规范就业管理流程，提高就业工作信息化程度，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３０日，本科生就业率为９４．９９％；研究生就业率为９７．２７％，全校整体就业率达到９５．８１％。

学校荣获教育部“毕业生就业工作典型经验高校”。大力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１名学生

工作干部获得第六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并获教育部思政杰青培育计划支持。

《教育部简报》、《重庆市委每日要情》和《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主流媒体５０多

次报道我校学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细化责任分工，严格考核，强化责

任追究，成立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实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实施办法，相关经验被《中国教育报》推广。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在重

要节点向中层干部发送“廉洁短信”。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编印发放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案例选编》。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制定实施办法；落实中纪委“转

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三转”要求，清理退出议事协调机制，聚集主业、突出监督、执纪、

问责；做好学校基础建设、招生、采购、职称评聘、干部选拔、考核测评及评先评优等重点领域

的监督工作，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认真做好办信办案工作，查结信访３６件，纪律

处分１人，有效地发挥了办案的治本功能。

加强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修订党员发展程序，对有关内容

进行补充完善；配合学校机构改革，调整部分二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和党组织委员；积极探索

新形势下党组织设立及运行的新模式；召开支部书记座谈会、支部书记培训交流会；完成党

建研究项目１１个立项、１５个结题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修订学校干部选任实施细则，进

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择优提拔干部２４人，调整干部６６人；选派６名干部和教师赴新

疆、云南挂职，积极向市教育工委推荐处级干部；改进干部考评方式，面向不同层面进行民主

测评；联合井冈山干部教育学院举办２期中层干部培训，创新设立集体研讨环节并获得好

评。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管理，从干部人事档案审核管理、因私出国（境）证件管理、个人事

项申报规定、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行为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和干部管

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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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活动，结合８５周年校庆活

动，打造了以“爱岗、敬业、文明、和谐”为主题的教职工文艺汇演、以“立德树人，立教圆梦”

为主题精品晚会，传承重大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演出和专题艺术讲座，

丰富师生文化素养；拍摄重庆大学系列全国优秀教师专访短片，弘扬优良师德师风；２０１４年

获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二等奖。针对学校中心工作主动策划宣传报导，充分运用新

闻网、校报、电视台、手机报、官方微博、微信、ＬＥＤ大屏幕、专题网站等立体宣传学校改革发

展，《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多次深度报道学校改革发展；学校官方微博

粉丝已达７２万，２０１４年１月被教育部评为教育系统十佳官方微博，２０１４年获评新浪十大最

具影响力的高校微博；学校官方微信影响力继续居全国高校前列；全年主流媒体（含网络）共

直接报道学校新闻１５００余次，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声誉。创新和完善工作机制，网络舆情监

控、研判、引导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舆情信息工作获中宣部表彰。

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围绕做实党际协商，通过组织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民主党派

负责人联席会、专题协商会等活动，就推动学校重大问题、重要决策征集各民主党派意见建

议，促进学校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建立了“校情民意”征集、办理、回复机制和“党委出题、

党派调研、行政采纳、部门落实”的课题调研机制；精心组织推荐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创新人

才２人，创新成果１项，创新团队１个。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结合校情制定了党外

人士个性化培养计划。深入挖掘统战文化走廊内涵，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统战文化影响。

重视离退休及工会教代会工作。高度重视离退休工作，多种形式倾听老同志诉求，真心

帮助老同志解决困难，热心为老同志办实事办好事。主动按政策不打折扣落实老同志们的

待遇；在职职工的薪酬增长机制与离退休人员的共享方案同步考虑、同步设计；特别关注高

龄老人、空巢老人，坚持重要节日慰问、住院慰问、丧事慰问、困难慰问；“重庆大学居家养老

紧急救助呼叫中心”投入使用，离休干部率先受益，目前正积极拓展服务对象和服务功能；学

校积极支持老同志组织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

充分发挥工会、教代会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作用，广泛听取教职工对学校章程草

案、年度财务预决算草案和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等事关学校长远发展和广大师生

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处理的意见和建议，切实维护师生合法权益，尊重教职工的主体地位。

积极开展教职工节日慰问和平时看望活动，实施体检预约制度，开展大病帮困基金资助、帮

扶资助、便民服务工作。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全校教职工大型文体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

活。

维护校园和谐稳定。将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有机结合，硬件建设和制度完善并举，有效

加强学校治安、消防、交通、环境秩序等安全管理工作；以开展安全教育月活动、用好三大网

络平台为抓手推进群防群治体系建设。加大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和暴恐事件防范力度，

实行维稳工作时间节点前移，工作重心下沉。通过信息研判，形成安全稳定形势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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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把控学校安全稳定形势。加强与师生沟通交流，及早发现矛盾、帮助解决问题、耐心解

释疏导中赢得群众理解支持。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军工保密资格复查和国家保密局组织的保

密检查，出色地完成了全国保密普查工作，全年无任何失泄密事件发生，保密工作真正做到

了“绝对安全、绝对畅通”，有效确保国家秘密安全，同时也为进一步发挥学科及人才优势、提

高服务国防科研的能力搭建了平台。在国内安稳形势严峻情况下确保了校园稳定。

九、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提升办学治校能力和水平

学校着力加强校级领导班子建设，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

位，切实增强驾驭全局、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和引领学校科学发展的能力，为学校改革发展提

供坚强有力的保障。按照中组部和教育部党组要求和“懂政治的教育家”标准，着力抓好学

校领导班子建设，突出增强把方向、揽全局、抓大事、谋发展、促和谐的领导能力。利用党委

会、党委常委会、党政联席会等加强班子成员的理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班子适应高等教育

发展新形势的办学兴校能力。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

核心作用，支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注重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

工作机制，修订了党委全委会议事规则、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强化民主集中制，坚持“三重

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学校领导班子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任务的落实，坚持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收尾不收场，确保各项整改任务落到实处，并取得明显成效。目前，２４项整改任

务已完成２３项，完成度９５．８％；７项专项整治工作已全部完成，完成度１００％；１５项重点修

订制定的制度已发布实施１１项，完成度７３．３％。至开展专项清理整顿工作以来，经过认真

排查梳理，学校没有允许领导干部参加的高收费培训项目。

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借全面深化改革的劲风，积极推进综合改革，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取得

新的明显成效，一些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指标实现了突破，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不

断提高，朝着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办学目标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但学校也面临着高

层次人才不足、科研水准不高、学科特色优势不明显等制约学校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学校

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继续扩大成效，彰显办学水平，努力开创学

校科学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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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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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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白晨光

副 校 长　　　　　黄宗明　　杨　丹　　刘　庆　　孟卫东　　李茂国　　

党 委 常 委 欧可平 周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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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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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正处级秘书，十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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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记 白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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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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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免）

蒋研川 李　永

（就业办） 主 任 张红春（兼，七月免）

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
主 任 严太华（兼，十一月任）王　浩（十一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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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恒毅（十一月任）

（政治稳定办公室） 主 任 郑恒毅（副处级）

机 关 党 委 书 记 谢渝霖

工 会 主 席 白晨光（兼）

常务副主席 黄世荣

副 主 席 黄　萍　　杨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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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勤集团党委 书 记 杨正书（七月免）

副 书 记 廖元亮（七月免） 尹国华（七月免）

后 勤 党 委 书 记 杨正书（七月任）

副 书 记 廖元亮（七月任）

离退休党委 书 记 明兴建

副 书 记 贾　源

虎溪校区党工委 书 记 田　明

副 书 记 王宇红 李　胜（七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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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党总支 书 记 彭晓东

副 书 记 陈　文

产 业 党 委 书 记 雷小红

出版社党总支 书 记 柏子康

校医院党总支 书 记 蒋明伦

建筑设计研究院党总支 书 记 何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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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企业集团党委 书 记 袁政强（七月免）

副 书 记 李广治（七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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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规划处 处 长 蔡珍红（七月任）

副 处 长 谭　进（七月任）　　　陈兴品（七月任）

饶劲松（兼，七月任）

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主 任 喻洪麟（七月免）

副 主 任 陈兴品（七月免）

人 事 处 处 长 刘　东

副 处 长 何　敏　谢昭明　胡雪松　阳　春

人 才 引 进

办公室主任
阳　春（兼，副处级）

教 务 处 处 长 易树平

副 处 长 刘西蓉　付红桥（四月免）　曾佐伶　袁云松

张　忠（七月任）　张小洪（十一月任）

（招生办公室） 主 任 刘西蓉（兼）

语 委 办 主 任 易树平（七月免）

副 主 任 韦春霞（七月免）　何　敏（兼，七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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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基地
主 任 刘访华（三月免）

教室管理中心 主 任 张　忠（副处级，七月免）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副 主 任 彭　静　付红桥（四月任）

科 技 处 处 长 王　旭

副 处 长 雷　达　王开成　刘敢新　王敬丰　

杨永齐（七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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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免）

副 处 长 姚　飞

期 刊 社 社 长 蔡珍红（兼，七月免）

副 社 长 游　滨　曾　忠（十二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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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德忠（副处级，四月任）

郑小林（兼，四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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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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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勤 集 团 总 经 理 凌　明（七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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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总 经 理 伍百洲（七月免）　袁昌武（七月免）

曾　上（七月免）　刘志成（七月免）

李豫湘（七月免）

后勤管理处 处 长 凌　明（七月任）

副 处 长 伍百洲（七月任）　陈泽晖（七月任）

（节 能 办 ） 主 任 陈泽晖（兼，七月任）

资产与后勤管理处 处 长 刘仁龙（七月免）

副 处 长 陈泽晖（七月免）　蔡　军（七月免）

彭华明（七月免）　杨海华（七月免）

（节 能 办 ） 主 任 陈泽晖（兼，七月免）

房地产管理处 处 长 刘仁龙（七月任）

副 处 长 蔡　军（七月任）　彭华明（七月任）

杨海华（七月任）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 处 长 严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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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会元（七月任）

离退休工作处 处 长 李永海

副 处 长 何　杨　 李　纾

虎溪校区管委会 主 任 杨　丹（兼）

常务副主任 夏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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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信息中心主任 方蔚涛（四月确定为副处级）

国内合作办公室 主 任 赵　骅（七月免）

副 主 任 曹　阳（七月免）

校友工作办公室 主　　　任 许　骏（七月免）

副 主 任 任　明（七月免）　姜雪峰（七月免）

国内合作办公室、 主 任 赵　骅（七月任）

校友工作办公室 副 主 任 许　骏（正处级，七月任）　任　明（七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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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雪峰（七月任）

图 书 馆 馆 长 杨新涯（七月任）

副 馆 长 杨新涯（主持工作，七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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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免）

副 主 任 唐蓉君（四月任，七月免）

信息化办公室 主 任 熊忠阳（七月任）

副 主 任 唐蓉君（七月任）

社区工作办公室 主 任 夏玉峰（七月任）

副 主 任 尹国华（七月任）

校办产业管理 主 任 邓绍江（七月免）

委员会办公室 副 主 任 刘　斌（七月免）

资产经营有 总 经 理 邓绍江（九月任）

限责任公司 副 总 经 理 刘　斌（九月任）

财 务 总 监 杨　涛（副处级，九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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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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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秘 书 长 朱正伟

教育基金会秘书处 秘 书 长 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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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秘 书 长 何荣山

大学科技园办公室 主 任 李　林

副 主 任 王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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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就业指导 主 任 陈　东（七月任）

与服务中心 副 主 任 张红春（七月任）

科技创新与成

果转化办公室
副 主 任 杨永齐（七月免）

虎溪校区建设 指 挥 长 张四平（兼，七月免）

工程指挥部 常务副指挥长 钟树生（正处级，七月免）

副 指 挥 长 王俊才（七月免）　李　胜（七月免）

章庆学（七月免）　吴传明（七月免）

卢　平（兼，七月免）

（虎溪校区住宅办） 主 任 钟树生（兼，七月免）

副 主 任 黄世荣（兼，七月免）　李　胜（兼，七月免）

章庆学（兼，七月免）

发展研究中心 主 任 李　华（七月免）

副 主 任 蒲勇健（七月免）　林　勇（七月免）

龙　彬（兼，七月免）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院 长 陈德敏（兼，七月免）

副 院 长 蒲勇健（兼，七月免）

（城乡统筹发展研究院）院 长 陈德敏（兼，七月免）

副 院 长 李　华（兼，七月免）　龙　彬（兼，七月免）

（高 教 所 ） 副 所 长 李　华（兼，七月免）　蒋华林（七月免）

科技企业集团 总 经 理 雷小红（七月免）

副 总 经 理 赵　宇（七月免）　聂会元（七月免）

林　勇（七月免）

会 议 中 心 主 任 李艾冬（七月免）

副 主 任 崔志强（七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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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二级学院及党政负责人

文理学部 主 任 吴云东（五月免）

副 主 任 蔡珍红（兼，五月免）

主任助理兼综

合办公室主任
谭　进（副处级，七月免）

人文学部 主　　　任 杨　丹（兼，五月任）

副 主 任 蔡珍红（兼，五月任）

社会科学学部 主　　　任 孟卫东（兼，五月任）

副 主 任 姚树洁（九月任）

综合办公室主任 韦春霞（副处级，七月任）

理 学 部 主　　　任 舒立春（兼，五月任）

副 主 任 夏之宁（兼，七月任）

综合办公室主任 曹　阳（副处级，七月任）

工 程 学 部 主 任 刘　庆（兼）

副 主 任 周雒维（五月免）　尹光志（兼，五月任）

胡友强（七月确定为正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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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自主品牌汽

车协同创新中心
专职副主任 郭　钢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 主 任 谢更新（九月任）

中心重庆大学工作办公室 副 主 任 熊　辉　杨小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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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助 理 叶春晓（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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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语学院 党 委 书 记 余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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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 何建华

院 长 李　红

副 院 长 欧　玲　黄
!

琳　董平荣　李小辉（七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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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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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政强（七月任）　陈　东（七月免）

党委副书记 李阳模　

院 长 张国立　

常务副院长 彭吉象

副 院 长 袁政强（兼，七月任）　陈　东（兼，七月免）

杨尚鸿

国 际 学 院 院 长 赵成平

副 院 长 江　燕　 黎　静

博 雅 学 院 党总支书记 吴德银

副 院 长 姚　飞　李　东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院 长 张旭东

副 院 长 陈忠林（三月免）　张　瑾

弘 深 学 院 院 长 唐胜利

副 院 长 华建民（一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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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院 长 何　跃　刘渝琳　张　鹏　

马克思主义 主 任 肖铁岩（兼）

理论教研部 副 主 任 何　跃　徐　鲲（一月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党 委 书 记 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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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 袁晓浩

院 长 刘　星

副 院 长 龙　勇　廖　冰　但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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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徐建华　

党委副书记 张　燕

院 长 黄锡生（七月任）　陈忠林（三月免）

常务副院长 徐建华（兼）

副 院 长 黄锡生（七月免）　胡光志　秦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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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同意辞职）

常务副院长 秦　岚（兼）

副 院 长 穆春来（七月起主持工作）　何传江

徐立伟（一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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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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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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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总支副书记 白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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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院 长 李正国（主持工作）　张　泽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主 任 贺　耘（六月任）　秦　勇（五月免）

副 主 任 李卫东　 周余斌

电气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周　林（四月任）

党委副书记 李成祥　王晓静（四月任）

院 长 廖瑞金

副 院 长 韩　力　唐　炬　周　林（五月免）

杨　浩　李　剑（五月任）

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 主 任 廖瑞金

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 主 任 熊小伏　唐　炬（兼）

机械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王勇勤（十一月任）　陈　进（十一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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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免）

汤宝平（七月任）　贺岩松（七月免）

（工程培训中心） 主 任 任亨斌（兼）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 陈兵奎（四月任）　王时龙（四月免）

常务副主任 王勇勤（正处级，十一月免）

副 主 任 陶桂宝　邵毅敏（五月任）　胡建军（五月免）

动力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彭　岚（九月免）

党委副书记 周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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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义磊（四月任）　张永祥（四月免）

院 长 姜德义

副 院 长 卢义玉　刘　莉　宋福忠（一月任）

刘占芳（一月免）

煤矿灾害动力学与 主 任 李晓红

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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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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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煤气层瓦斯抽采国 常务副主任 姜德义

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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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 委 书 记 万　玲

党委副书记 张永祥

名 誉 院 长 刘人怀

院 长 胡　宁

副 院 长 刘占芳　严　波（一月任）

汽车工程学院 院 长 刘　庆（兼，三月任）

副 院 长 郭　钢（三月任）　贺岩松（三月任）

胡建军（三月任）

重庆大学－辛辛那 院 长 陈　进

提大学联合学院 副 院 长 张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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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学院 党 委 书 记 李英民

党委副书记 奉　飞

院 长 刘汉龙

副 院 长 张　川　李正良　阴　可　夏洪流

龙渝川（九月免）　钟树生（兼）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

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副 主 任 龙渝川（九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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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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副院长 郭永彩

副 院 长 刘嘉敏（五月任）魏　彪（五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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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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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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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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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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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与 党 委 书 记 张　玲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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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信息学院院长 刘嘉敏（副处级，五月免）

建筑管理学院院长 郑小晴（不定级，九月任）

（胡　佳　刘茜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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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各类常设委员会
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情况

燃放烟花爆竹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重大校办〔２０１４〕１号，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成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周绪红
副组长：张四平　　白晨光
成　员：吴丙山　　杨成云　　王健卉　　严太华　　凌　明　　张　毅　　
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　任：王健卉
副主任：黄　杰 贺　兵 郑恒毅 罗　晓
工作人员：杨　晋 杨　帆 袁　渊 于　军

重庆大学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重大校〔２０１４〕１８号，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０日调整）

一、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欧可平
副组长：舒立春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旭 冉茂盛 杨　俊 杨成云 李　华（组织）　　　李海拉
吴丙山 陈　科 杜春兰 赵　骅 罗晓梅 凌　明

二、定点扶贫工作办公室

主　任：赵　骅
副主任：曹　阳
联络员：谭　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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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研究生违纪处理委员会

（重大校〔２０１４〕１１３号，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成立）

主　任：肖铁岩
副主任：白晨光 黄宗明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京诚 刘清才 李　志 李正良 何云金 陈　刚 陈大勇

郑小林 胡光志 钟　波 谢心灵

重庆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重大校〔２０１４〕１１６号，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日成立）

主　任：黄宗明
副主任：孙　跃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飞 王　刚 左曙光 朱才朝 刘清才 杨　俊 杜春兰

李　志 李英民 李秉奇 张　波 张　玲 张云怀 周雒维

郑　忠 郑小林 徐世六 徐昆耀 彭吉象 蔡珍红 薛尚玲

秘书长：郑小林

重庆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重大校〔２０１４〕１７２号，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调整）

主　任：舒立春
副主任：肖铁岩 黄宗明 杨　丹
委　员：杨成云 易树平 刘清才 李学静 何云金 王健卉 陈　科

杨春平 教师代表（１名） 学生代表（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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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本科招生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１８９号，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调整）

一、招生录取领导小组

组　长：周绪红
副组长：杨　丹 肖铁岩 白晨光

成　员：何云金 易树平 严太华 刘西蓉

二、招生监察领导小组

成员组成以《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招生执法监察工作实施意见》（重大校监〔２０１４〕１号）公
布名单为准。

组　长：白晨光

副组长：何云金

成　员：于心党 岳　军 蒋研川 黄　杰 张　毅
招生监察领导小组下设招生监察办公室，为非常设机构，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其组成

人员如下：

主　任：何云金
副主任：于心党 岳　军

成　员：杨　许 张玮玮

各录取工作小组设一名招生纪律监察员。

重庆大学本科招生工作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１９０号，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成立）

组　长：杨　丹

副组长：肖铁岩 白晨光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健卉 刘西蓉 张　毅 何云金 严太华 易树平 凌　明

熊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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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人才引进工作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２３１号，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调整）

组　长：周绪红

成　员：欧可平 舒立春 张四平 白晨光 黄宗明 杨　丹 刘　庆

孟卫东 李茂国 李　华（组织部）

秘　书：刘　东

重庆大学２０１５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遴选
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２６９号，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９日成立）

组　长：杨　丹

副组长：黄宗明 肖铁岩　

成　员：易树平 郑小林 严太华 陈　科 张兴国 曾孝平 何云金

曾佐伶 何德忠

重庆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２８９号，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成立）

组　长：黄宗明

副组长：肖铁岩 白晨光

成　员：何云金 刘清才 郑小林 冉茂盛 蔡珍红 周雒维 胡学斌

张　玲 廖　冰 齐爱民 郑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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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校园规划委员会

（重大校〔２０１４〕３４７号，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调整）

主　任：周绪红

副主任：孟卫东 赵万民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里奥 卢　平 卢　峰 冉茂盛 刘仁龙 许世虎 杜春兰

张四平 张兴国 孟卫东 杨　丹 杨　柳 欧可平 周绪红

赵万民 钟树生 夏之宁 黄世荣 舒立春 蔡珍红 魏宏杨

学生会主席 研究生会主席

秘　书：卢　平

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３７４号，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１日成立）

组　长：周绪红

副组长：张四平 舒立春 白晨光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旭 白晨光 刘　东 刘　庆 李　华 杨　丹 何云金

张四平 杨成云 郑小林 孟卫东 欧可平 易树平 周绪红

黄宗明 舒立春 蔡珍红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发展规划处，负责组织落实校学术委员会候选人提

名推荐工作。

办公室主任：蔡珍红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旭 刘　东 何云金 杨成云 郑小林 易树平 姚　飞

蔡珍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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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暨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

（重大校〔２０１４〕３８３号，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成立）

１．重庆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暨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杨　丹

副主任：白晨光 刘　庆

委　员：夏之宁 王健卉 严　薇 王　旭 易树平 冉茂盛 刘仁龙

卢　平 凌　明

２．重庆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暨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下设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办

公室依托创新药物中心建立，挂靠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

重庆大学校办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３９９号，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成立）

组　长：孟卫东

副组长：邓绍江

成　员：冉茂盛 雷小红 何云金 李嘉明 刘仁龙 刘　斌 李豫湘

采矿工程专业第二次工程教育认证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３５７号，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成立）

一、采矿工程专业第二次工程教育认证领导小组

组　长：杨　丹

副组长：易树平 姜德义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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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玲 王　旭 冉茂盛 刘　东 刘仁龙 严　薇 严太华

杨新涯

秘　书：董凌燕

二、采矿工程专业第二次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小组

组　长：姜德义

副组长：万　玲 刘　莉 卢义玉 张　忠 袁云松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维忠 李　林 宋福忠 姜永东 顾义磊 唐建新 黄　滚

葛兆龙

秘　书：明春宏

后勤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４２９号，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日成立）

一、后勤改革领导小组

组　长：孟卫东

成　员：蔡珍红 刘　东 冉茂盛 何云金 李嘉明 凌　明 杨正书

黄世荣 黄　英

二、后勤改革工作小组

组　长：凌　明 杨正书

副组长：何海涛 何　敏

成　员：蔡　军 伍百洲 陈泽晖 廖元亮 史　云 孙志华 张易勇

李　劲 尹国萍 潘金怀

重庆大学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校〔２０１４〕４６８号，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７日调整）

组　长：欧可平 周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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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舒立春 张四平 白晨光 黄宗明 孟卫东

成　员：李　华 李学静 吴丙山 杨成云 张承康 王健卉 黄世荣

刘　东 冉茂盛 凌　明 刘仁龙 卢　平 明兴建 李永海

李　平 夏玉峰 张　毅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离退休工作处，由明兴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重大委办〔２０１４〕１６号，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８日成立）

一、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舒立春

副组长：黄宗明

成　员：李　华 刘　东 李　平 何云金 易树平 郑小林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组织部）

主　任：李　华

成　员：李　平 何　栎 何　敏 杨　艳、于心党以及组织部、人事处、档案

馆、纪检办等单位相关工作人员。

重庆大学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委〔２０１４〕６７号，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６日调整）

组　长：舒立春

副组长：肖铁岩 白晨光

成　员：田　明 李学静 吴丙山 杨成云 严太华 刘清才 王健卉

黄世荣 陈　科 刘贵文 明兴建 熊忠阳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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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办公室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党委办公室围绕推动学校综合改革、建立现代大学

制度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提能增效，进一步提升了服务领导、服务基层、服务师生的工

作能力和水平。

【综合协调】

切实加强与部、市及有关部委办局的联络沟通。协同科技处等有关部门积极做好“２０１１

计划”的申报、联络工作，参与接待部、市领导赴我校专项考察调研；协助校领导向教育部和

重庆市领导，特别是重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我校申报“２０１１计划”的有关情况进行汇

报和争取支持。外联与接待工作程序规范、节俭务实，全年接待部、市领导和政府、高校及企

业公务来访上百人次，为学校发展赢得了多方支持。对深化综合改革等学校决策部署主动

沟通上下，对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等重要会议及活动牵头组织协调，确保了政令畅通、运

行高效。

【督查督办】

切实发挥中枢作用，推动上级和学校决策落实。起草《关于贯彻重庆大学章程的实施意

见》，以《章程》为准则，对合校以来学校党委系统１２９６份文件进行全面梳理，统筹开展下一

步的“废改立”工作。全年督查督办落实师生反映的问题、上级布置的工作以及领导批示交

办的事项近３００件。对党委全委会、常委会议决事项全程跟踪督办，全部议决事项均及时得

到落实。建立健全抓调研、促落实的机制，推动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实整改、建

立机关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等工作。督促检查与指导帮助相结合深化督查工作内涵。

【公文处理】

全年撰写文件、讲话、上报材料等近４０万字，规范流转公文７４８份。除机要文件外，公

文９５％以上实现网上流转办理，比去年提高了十个百分点，运转周期平均由一周缩短为两

天，印制及流转成本得到大幅降低，且所有公文均可在网上即时查询处理进度。

【信息工作】

系统总结信息工作经验，编写《信息写作指南》，有效指导学校信息工作实践。全年上报

信息１４５篇，５篇通过《教育要情》直呈中央领导；《教育部简报》单篇采用１篇（全年简报单

篇采用数仅１９校次）、综合采用４篇，教育部网站登载５篇，取得信息工作历史最好成绩。

编发直呈校领导的《重大要情》２１期，第一时间反映情况３０余条，获主要领导批示２次，促

进解决问题１０余起；编发为改革创新提供经验借鉴的《信息参考》１５期、《重庆大学简报》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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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调研工作】

牵头研究制定了学校改进调查研究和密切联系基层有关制度文件，建立健全了学校调

研工作机制。统筹校领导年度调研安排，协助校领导深入基层一线开展了“机构职责及干部

配备情况”、“二级党政班子建设情况”等专题调研工作，形成有关意见建议和调研报告１０余

份。组织并参与部、市及兄弟高校领导来校调研１０余次，提供有关调研类汇报材料和应询

类意见建议９份。编写直呈校领导的《调查与研究》５期，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的

新思路和新举措。

【安全稳定】

切实加大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和暴恐事件防范力度，实行维稳工作时间节点前移，工

作重心下沉。通过信息研判形成安全稳定形势分析报告，全面把控学校安全稳定形势。深

入基层一线加强与师生沟通交流，在及早发现矛盾、帮助解决问题、耐心解释疏导中赢得群

众理解支持。实行责任分工、包案处理，及时解决影响校园稳定的矛盾问题。全年会同保卫

部等相关部门主动排查、整消隐患１０余项，化解矛盾冲突２０余次，实现群体性事件或极端

恶性事件零发生。

【机要保密】

组织协调并顺利通过军工保密资格复查，收集整理近三年保密工作档案１００余卷。顺

利通过涉密科研项目、涉密中央文件保密管理专项检查。组织开展６次保密检查活动、１次

涉密载体集中销毁，督促做好保密自查工作，认真做好日常保密审批事项，深入开展保密宣

传教育培训，编印订阅保密宣传教育资料１４００余本，集中教育培训３００余人次，按时完成保

密普查数据汇总上报工作。积极推进市委党政内网安全改造升级工作，“零差错”收发机要

件４０００余份，处理涉密文件２３５份，接待机要查询３００余次。机要密码通信实现了“绝对安

全、绝对畅通”工作目标。集中管理涉密人员因私出国（境）证件，切断泄密渠道，堵牢泄密

漏洞，消除泄密隐患。

（关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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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办公室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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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履

行管理、咨询、服务职能。结合全年重点工作，立足工作实际，创新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

优化工作流程，推进作风建设，提升服务水准，出色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和学校领导联系

基层和师生的桥梁、纽带作用，圆满完成工作目标任务和学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办文、

办会、办事工作保持了高效率、高质量，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制度建设】

围绕中心，抓住关键，以要文办理为重点，规范高效开展各类办文工作。按要求完成学

校全年工作要点、学校章程、重要专题汇报材料、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汇报材料、校领

导重要讲话、校长办公会纪要、“２０１１协同创新中心”现场考察等涉及全局性、全校性工作重

要文稿材料和文件的起草，不断优化日常办文，保证了办文质量和效率，推进了学校工作。

结合学校部分机构调整，及时规范了调整机构的办文工作，同时制作“公文格式标准”演示操

作流程，供校内各二级单位规范办文参照。坚持精减文件，严格质量审核，围绕校内签报和

发文，重点加强对“重大校”、“重大校函”、“重大校办”、“重大校处”类文件的审核把关，对二

级单位存在的不规范办文情况及时给予指导，强化办文规范化意识。全年共流转公文２９６４

件、编制公文１１０８件，无漏办错办情况发生。深化ＯＡ系统推广应用，除涉及经费、涉密、审

计等内容的校内签报文件外，其他校内办文均推行网上流程，校外收文通过 ＯＡ系统中转办

理率达９０％。立足校内信息化办公需求，与信息化办公室、有关二级单位协同配合，在 ＯＡ

系统中升级公文格式标准化管理功能，新开发督查督办（含书记、校长信箱）、印信使用等管

理模块，完成测试和试运行，进一步提升了校内办公信息化管理水平。规范学校印章、法定

代表人印章的司法取证管理，制定统一规范的提取流程和提取模板。年度完成各类用印３０

万余次，开具行政介绍信１１６次。

【行政事务】

围绕各类行政事务，优化统筹协调机制，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学校周工作安排、校长办

公会、党政联席会及其他全校性重要行政工作会议得到规范有效的统筹落实，保障了学校工

作顺利开展。结合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公务活动规定，牵头制定学校《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

办法（试行）》，规范了学校公务接待流程，细化了公务接待标准。牵头组织或参与组织接待

杜占元、吴刚、丁肇中等有关领导、专家来校视察工作；接待清华大学等１０余所高校的校领

导带队来校调研交流。承办“教育部部分直属高校第３２次办公室主任会”，参与组织“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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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韩校长论坛”、“第二届中国工程院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论坛”等重要国际国内大型会

议。统筹协调、组织策划和实施２０１４年学校毕业生典礼暨授位仪式方案，以及组织完成８５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和迎接“２０１１协同创新中心”现场考察、教育部科研经费专项检查的方案

策划与现场协调工作。推动学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网上办理工作，全年

受理、办理超过２１００人次。实现全年校领导公务用车服务工作“零失误”与安全驾驶“零事

故”目标。

【信息工作】

积极稳妥地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全面启用集成于ＯＡ系统的“重庆大学信息公开发布平

台”，优化信息公开管理流程，按照教育部《信息公开清单》要求，进一步组织完善公开目录、

拓展公开内容，全年在专题网站主动公开信息１００余条。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８日《中国教育报》头

版头条综合报道“教育部直属高校推进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推介我校深化和拓展信息公开

内容和范围的积极尝试。努力推进基于高基报表的学校基础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完成平台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高基数据汇总填报与审核的测试工作，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中。积极参与

推进实施学校数据共享行动计划。组织完成学校２０１３年度教育部高基统计报表、市教委高

等教育事业统计及其他重要综合数据统计报送工作，保证了统计工作质量；继续编写基于统

计数据的办学条件指标分析报告、部属高校２０１３年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重要数据分析报

告、学校基础数据季报、综合统计信息年报等，为校领导和部门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保持学

校主页相关版块信息的正常维护。注重质量，组织完成《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鉴》的编撰、印

制与交流工作。

【督查督办】

构筑良性督查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实现督查督办与ＯＡ系统集成管理。重点抓好对校

长办公会决定及专题会议事项的督促与查办、协调与反馈工作，全年对１５期校长办公会议

题逐条督查督办，形成落实情况督查报告３期，并在校长办公会上通报督查结果。针对师生

反映的校园环境建设、教师上课、教师职称评聘等重点问题，下发政务督查单２０余份，做到

了有效督办、全面落实。全年处理校长信箱有效信件３００余封，其中针对反映强烈和落实情

况缓慢的问题进行立项，展开专项督查督办，做到了“件件有跟踪，事事有回应”。完成编写

《校长信箱近期来信分析报告》，汇总阶段主要或共性问题呈送校领导阅示，提供工作参考。

组织完成对八届五次教代会有效提案的专项督促办理。立足构建校长与师生沟通交流新机

制，特别策划实施了以“我想要的研究生教育”为主题的“校长有约”研究生座谈会，受到师

生普遍好评。

【信访申述】

秉承“师生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无大小”的工作理念，强化法治意识，坚持“首问首接”

制度，主动前置工作程序，变被动信访为主动预防，提高处理信访申诉事务的能力。做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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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信访接待和处理工作，着力落实涉及民生时事和安全稳定的重要信访事项以及历史积案

的化解工作，针对龙开国上访、柏兴贞信访等“重访”、“缠访”问题进行了专门会议研究。全

年接访７８件（次），共８６余人（次）。其中，群访５件（次），电话及书面信访４７件（次），中央

和市级部门转办的信件 ４件，重复上访 ４件（次）。目前已落实、解决 ７５件（次），办结率

９６％。学生申诉处理工作不断规范，协助制定《重庆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试行）》，基

本实现学校对各类学生处分工作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协调统一。参加涉及学生处分工作会

议８次，学校大型考试的考务工作会议３次，审查涉及学生处分文件２９８份，接到学生申诉３

起，撤销原处理意见１起。审查各类合同、协议３０余份，审查规章制度、文件１０余份，接受

法律咨询１５起，参加或协调法律顾问参加涉法工作会议７次，协调法律顾问或校外律师参

加诉讼案件４起。努力化解了有关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了师生合法权益，促进了校园和谐稳

定。

【驻京联络】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及时改进了学校驻京联络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进一

步密切了与教育部、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有关部委的日常联系，保持了信息沟通渠道

畅通，为服务学校整体运行和科研、教学等工作发挥了帮手和助理作用。认真做好学校领导

赴京汇报、调研或走访等联络协调工作，协助学校成功完成“２０１１计划协同创新中心”申报

工作。全年接待学校赴京公务活动１０００余人次。积极推动北京校友会工作，参与组织北京

校友会互联网金融系列沙龙论坛活动３次，参与２０１４年年会组织和筹备工作，编印重大北

京校友通讯第四期１５００本。积极参与重庆市驻京机构党委的各项活动，拓展了资源空间。

（杨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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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校区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４年，虎溪校区管理委员会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为师生精细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贯彻执行学

校的决定和指示，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优质高效地完成了２０１４年校区各项管理任务。

【综合协调与统筹管理】

１．管理制度不断优化

全面清理“重庆大学虎溪校区规章制度汇编（２００６版）”内容，废止不适应发展需求的内

容，修订并新增了部分规章制度，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规范，为校区党政实施科学管理奠

定基础，使其更符合校区的发展实际。进一步细化了后勤服务质量监督体系的奖惩制度。

管理制度的优化为校区的高效管理提供了根本保障。

２．质量监督做好保障

后勤服务质量监督工作向纵深推进，扩展到物业、饮用水、交通车、电瓶车、绿化、多媒体

教学、餐饮等各个方面。后勤服务质量监督工作的开展，保证了食堂价格和质量双稳定，也

改变了食堂以前长期只受罚的被动局面。同时，物业管理出现的问题大幅度下降到不足原

来的２０％；绿化养护出现的问题也大量减少到不足原来的４０％；校园车队一改以往投诉不

断局面。目前，校区后勤管理服务已形成“发现问题更直接、解决问题更快捷、反馈情况更及

时、服务师生更高质”的良好局面。

３．资源管理卓有成效

继续探索商业街商户的进入和租赁机制改革，年内分两次对合同到期商铺进行公开招

租，取得初步效果，为学校回收了更多的资产效益。在校区房屋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策划建

设虎溪校区机动办公室，既满足入驻学院和单位办公用房短期过渡需求，也为学校发展外教

等公共事业提供办公条件支撑，极大地提高了房屋资源的使用效益。

【条件支撑与后勤保障】

１．生活条件极大改善

统一更新学生一、二食堂厨房设备，极大地改善了食堂的操作条件。统一更新了松园、

竹园学生公寓和留学生楼的燃气热水器２８００台，更新气表３０００余只。更新梅园、竹园 、松

园学生公寓的窗帘４１００套。及时组织维修学生公寓家具和漏水房间。改造综合楼、学生食

堂、工培中心卫生间５０间，为校区学生提供了更加整洁、安全、卫生的生活环境。教师公寓

统一更换了全新的热水器、窗帘、电热水壶、灭蚊器、纸巾盒，为入住教师尽可能提供更好的

·６９·

发展与综合管理




条件。

２．网络条件更有保障

更换了中心机房ＵＰＳ电源设备，使中心机房电源系统能为更多的设备提供高质量的电

源供给，中心机房为校区其他部门的服务器设备托管提供了能源支撑。完成了公共建筑物

内部弱电机柜、多媒体教室、多媒体讲台的网络线路改造和电源线路等改造，对校区内部８００

多台二层设备进行了更换，同时对两台核心交换设备和４０多台汇聚交换设备进行更换。增

加光纤链路，为每栋楼新增了物理光纤，在网络线路上有力保证了网络带宽和上网速度。新

建网络管理系统，将校园网络设备的管理从人工逐步过渡到智能化管理。为网络设备进一

步精细化管理提供了软件支撑。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设备数据精细化管理的软件平

台。

３．安防条件日趋完善

继续做好校区视频监控报警系统维保管理工作，全年共实施５２０余次维修和日常维护、

巡查工作，保证了系统故障的及时排除。在系统建设方面，根据校区需要新建监控点位１７８

个，特别是新建学生宿舍楼道监控点位１２６个，其中６９个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点位，对活动室

进行视频监控扩建，校区学生宿舍的安全和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加大了对校区监控中心

值班工作的管理，推进管理运行的精细化进展，全年共受理录像取证查询约２６０人次，为校

区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学生管理与思政教育】

１．思政工作方式创新

继续开展思想教育电影周活动，共计３０００多人次观看。推进网上学生工作平台建设，

校区学工队伍在“中国大学生在线”撰写博文２６０篇，浏览量近１０万人次；在校区主页开设

“辅导员博客”专栏，推荐优秀博客链接，在学生中弘扬主流价值观，传递正能量；建设“缙云

湖畔”，打造团体博客品牌，引导学生努力学习，励志成才，“缙云湖畔”博客协会所采写的多

篇博文被校报采用；利用微博、微信做好学生服务工作。

２．舍区教育作用初显

继续完善和丰富学生舍区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将活动内容扩展到新生的适应性教育、学

业辅导、安全法制教育、心理辅助、兴趣引导和素质提升等方面。全年开展“麦穗堂讲座”、

“学长团经验介绍”、“智立方”、“竹林畅晚”、“优异生传帮带”等各类讲座、沙龙、技能培训

３００余次。外教进舍区、学业辅导进舍区、人文素养提升等活动因形式新颖、互动性强，受到

学生广泛好评。

３．校园氛围和谐稳定

始终把学生安全教育管理放在第一位，以辅导员为责任人，层层把关，保证学生活动的

安全；强化辅导员、舍区老师的安全责任意识，加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的教育和引导，对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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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启用应急机制，及时、谨慎、妥善处理各类安全事件，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了学

生群体的稳定。加大宣传信息工作，采编《信息采集》共３３期，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切实了解

校区师生的诉求。在学校主页和校区主页发表新闻稿件近１００余篇，信息稿件１０余篇；及

时处理回复校区领导信箱和校长信箱来信４２封，密切跟进师生关注的热点问题的解决，保

持校园和谐稳定。

【校园环境与校园文化】

１．文化品味持续提升

开展星期日讲座、高研院“古典学·哲学青年论坛”系列讲座及其他学术讲座共１７场

次；组织毕业季（告别虎溪）系列活动，第八届“优秀学生之家”创建，“中华魂”（放飞梦想）读

书活动及征文、演讲比赛、虎溪校区第五届足球赛、元旦迎新游园等活动；策划制作“节约型

校园”、“防盗防骗安全教育”、“重庆大学植物园建设（月季百科、魅力湿地、彩叶之秋）”宣传

专栏；丰富ＬＥＤ显示屏发布的信息内容，发布学术公告、重要通知、重点单位就业招聘启事

７００多屏；改版校区主页大图，由单一的摄影作品展示演变为图文结合的多样展现形式，推出

“你不知道的虎溪校区”、“谁的青春不迷茫”、“最美好的时光”、“我要上主页”和“让优秀成

为一种习惯”等专栏；策划建设“毕业季沙画视频《再见，我的重庆大学》”和“时光·四季”拍

照活动等主页品牌；联合舍区推出 “小心！隐藏在你身边的黑车杀手”、“当外教走进舍区”

等主题教育活动，多角度、全方位延续新老校区文化传承，增进学生对学校的了解，校园文化

品味持续提升。

２．环境形象不断美化

注重植物品种多样性配置，年内完成蔷薇园改造、蕨类园招标及施工、杜鹃园施工、图书

馆前花境施工、新增植物栽植、墨池景观、美化环境、药用植物园勘测设计等８项工程，使植

物园专类园达到１３个，保质保量完成了植物园的基础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大植物园科学教

育的宣传力度，完成蕨类园、羊蹄甲林、美人蕉谷、杜鹃园、荷苑、热带植物展览区、山茶园、苗

圃与引进植物园、月季园、含笑漫步道等专类园牌、指路牌、挂树名牌、插地名牌、认知牌和警

示牌１０００多块的制作安装。让校区四季有花开，校园环境更美丽，植物科普入人心。

（石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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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与规划

【综述】

２０１４年７月，学校成立发展规划处，负责统筹学校发展战略规划编制与实施，承担高等

教育政策研究与参谋咨询、综合改革方案编制、校学术委员会日常事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重点建设等综合性、全局性工作。自成立以来，发展规划处按照学校统一部署，紧密围绕

学校重点工作，坚持服务学校工作大局、服务学校发展的宗旨，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在校领

导的大力支持和职能部门积极配合下，出色、高效地完成了学校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部门建设】

成立初期，部门成员积极赴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北京交通大

学等高校开展调研工作，明确部门定位，完善部门职能，为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在学校领

导及相关部门的帮助下，落实了部门办公场地与运行经费、招聘科室人员、购置办公设备、建

设部门网站等基础性工作，为工作开展提供支撑与保障。制定各项规章制度，明确管理职

责，规范工作流程，为工作有序开展提供制度依据。同时，按照机关党委和工会要求，成立党

支部和工会小组。

【综合改革工作方案编制】

１．开展高校综合改革工作的深度调研，完成《高校综合改革情况调研报告》，为我校综合

改革方案的制定奠定基础。完成《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教育改革进展情况报告》，总结我校改革

推进情况、改革举措及其成效、主要亮点，并对深化综合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

２．理清工作思路，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等困难，及时启动了我校综合改革工作方

案的编制工作。为此，学校成立“综改工作”领导小组，书记校长担任双组长，负责综合改革

的顶层设计。成立综合组、组织保障组、工作监督组，分别负责综合改革工作的总体协调、组

织保障及监督与评估。成立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组、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组、学科发展机制改革组、资源配置机制改革组等六个专项组，形成分

工明确、高效协作的工作机制，牵头单位具体负责、成员单位积极配合，负责专项改革方案的

起草与改革的落实。

３．具体承担《重庆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的统稿，并牵头起草完成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方案、

学科发展机制改革方案，提交专项组会议讨论，并积极参与其它专项组的工作研讨。

【第六届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

根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教育部令第３５号）和《重庆大学章程》等规定，进一

步完善和加强校学术委员会的建设，承担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办公室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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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完成了换届工作方案的制定，组织委员人选推荐工作，经学院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

会）、学部学术分委员会、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自下而上民主推荐，公平公正选举

产生本届委员，并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党委常委会审议确定４５名委员名单。

２．完成《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审议稿）的修订工作，对完善学术委员会运行制度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３．负责开展拟建学术专门委员会前期工作情况调研工作，为后续五个专门委员会建立

打下基础。

【政策研究工作】

１．结合国家教育发展与改革形势，收集整理出“９８５”高校十年关键数据，在与其他高校

发展数据对比的基础上，形成我校近十年发展分析与对策报告，直观反映学校发展动态与方

位，为学校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２．针对国家管、办、评分离的改革形势，积极开展了 ＱＳ、ＴＨＥ及上海交大等著名的世界

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的调研分析工作，完成了我校ＥＳＩ前１％发展趋势分析报告，为“一流大学

与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实施方案的制定提前做好准备。

３．对照教育部高校办学质量重点观测指标，复核了学校２０１４年“高基报表”，并组织力

量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比对，形成了分析报告。

４．加强药学学科的调研与分析，做好了成立药学院可行性论证准备。

５．承担学校事业规划相关工作，理顺了与人事处的工作关系，协助校领导进一步明确社

区办、国合办等新成立部门的工作职责、组织结构及人员编制。

【学科建设工作】

１．承接原学科办“９８５工程”建设相关管理工作。对“９８５工程”三期各项目建设单位提

出的设备购置计划进行审核，共计完成７０余台／套、１６００余万元的设备购置计划审核（含原

学科办审核）。

２．承接原学科办组织的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议定项目的经费资助工作，审核完成生

科院植物实验基地建设方案、航空学院基础设备建设方案、钢结构工程中心启动建设方案及

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升位学科奖励方案，完成经费划拨工作。

３．赴教育部学位办、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单位调研国家新一轮“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计划的工作动态，初步掌握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的

改革思路，为我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工作方案制定打下了基础。

【其他工作】

１．依据教育部学位办要求，提交《重庆大学关于高校水平和建设成效评价要素的建议》

调查问卷反馈意见，分别针对最能体现高校水平和建设成效的评价要素、体现我校建设成效

评价要素、体现我校优势特色评价要素三个方面提出我校建议，供教育部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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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参与起草校领导重要讲话文稿７篇，累计５万余字。

【原学科办工作】

１．组织召开两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共计审议１１项学科建设项目，在２０１４年７月

前，审核完成微电子器件制备及测试平台、电镜中心建设、公共管理学院学科建设等项目方

案，并划拨建设经费。

２．以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实施为契机，支持青年教师开展自主选题科学

研究工作，进一步提升青年教师的自主创新能力、原始创新水平与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共

计遴选资助面上项目１６６项，重点重大项目９３项，资助经费３０００万元。

（樊小龙）

对外联络与合作

国内合作、校友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７月，学校正式发文将国内合作办公室、校友工作办公室职能合并，精简机构和

人员，重新确定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迅速启动相关工作。主要工作定位在校地合作、校企

合作、校际合作、校友联络、校友信息化建设等五个方面。

【校地合作】

协调市领导及市委办部局落实２０１４年市政府对重庆大学“９８５三期”奖励资金配套

１２５０万、“９８５过渡期”建设资金配套３８５０万、“２０１１计划”培育期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共７１００

万到基金会帐户。落实重庆市旅游局合作协议，２０１４年第二期资金１００万元已到基金会账

户。进一步深化与重庆市各区县、市级机关等部门的全面合作，获得２８０万元资金支持。围

绕“２０１１计划”建设，协助建筑学部深化与建设部、武隆、万州的合作。与苏州、高邮、扬州等

５个城市合作，协助推广学校科研项目产业化，获得资金支持已到帐３０万元。协调校内学院

部处，按教育部、重庆市委等要求完成了年度对开县、云南省绿春县的对口扶贫任务，支援扶

贫项目折合经费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完成了对云南西盟、贵州黔南的扶贫培训组织工作，折合扶

贫经费５０万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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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市政府办公厅推进了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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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持续落实与市属国企合作平台的建设。与重庆市国资委共同推进八户重点企业的“平

台建设”，２０１４年获得资金支持３２０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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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获得资金支持３８０万元。协助建筑学部深

化与中建总公司及中建钢构、西南设计院等下属企业的合作。

【校际合作】

积极主导重庆市大学联盟建设，协调各盟校理顺合作机制，推进合作项目，扩大并整合

联盟学术讲座资源，资源共享取得成效。协调“卓越联盟”合作，我校作为２０１４年度轮值理

事长单位，牵头推进资源共享、研究生培养、人才引进等各个领域合作的深入开展。圆满完

成了中南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的对口帮扶项目，协调３０余位本硕博交换生、１０余位教师支

教等工作。

【校友联络】

加强各地校友会建设工作，２０１４年，发展成立了海南（５月）、澳大利亚（８月）、新加坡

（１１月）、江西（１１月）、长春（１２月）等５个国家和地区校友会，此外还成立了河北沧州分会、

河北建筑分会、河北电力分会、青岛建筑分会、北京校友会美视电影分会，并顺利完成成都、

深圳、浙江、西安等地校友会的换届工作。２０１４年５月，重庆市高校校友工作联盟正式成立，

１７所高校一致通过联盟章程，重庆市教委简报专门加以报道。在校庆期间，成功举办校友总

会八届理事会暨第五届会长论坛，１２０多位校友代表齐聚母校，共商校友发展大计；完成总会

的换届工作，陆续完成教育部的总会资质年度审核相关工作。协调联系了曹军、詹复成、陶

清宝、石成华等校友回校参加校庆座谈和年会活动，并为詹复成和陶清宝两位校友共计５５０

万捐款做了积极的推动工作。为加强和地方校友会联系，参与各地校友会活动２０余次；参

与全国高校校友工作会议，接待其他高校交流人员７次，启动并大力宣传了校友年度捐赠，

成功协调校友为ＰＡＲＣ研究院注资２０００万元。

【校友信息化建设】

校友信息化建设工作得以加强，校友联络率增加到约１４万人，有效校友联络率约２５％。

获得学校４万元的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同时“校友云服务”项目９月得以获批，得到项目资

助１４万元；开通了１３万人级的企业级 ＱＱ（８００５１９２９），进一步完善微信、微博等平台；配合

学校毕业季工作，第三届３２５名校友联络员顺利交接。成功完成聘请杰出校友，世界５００强

企业，新兴际华董事长刘明忠为客座教授的工作；引导校友回馈学校，校友企业专门提供就

业岗位超过５００个，约１００余位毕业生签约；积极组织 “校友企业行”和“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寻访校友村官”的活动。

（杨蒙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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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金会

【综述】

２０１４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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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筹资，力争最大资金支持。全年实现全口径社会筹资１．４８５８亿元（现金部分），其中募集捐
赠资金４９４０万元，获批国家捐赠配比资金２９１８万元，争取市财政支持７０００万元；实物捐赠
２８００万元。

【筹资工作】

在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筹资难度加剧的情况下，２０１４年募集到社会捐赠资金４９４０万元，

与２０１３年同期相比，增长１０．３％。
１．充分挖掘国内市场，筹资能力提升
建立项目组，实行项目负责制，集中力量狠抓重点项目。２０１４年筹资金额在５０万元以

上的重点筹资项目３５项，同比增加４０％，实现筹资金额占捐赠总额的近４７％。在重点筹资
项目推进中，“唐立新教育发展基金”最具典型性。该基金自签约以来，执行期届满３年，执
行项目总经费达２０３１万元，得到了捐赠方的高度认可。经过学校上下多年的努力，唐立新
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３日与母校签约，承诺捐赠资金３亿元人民币，创全国高校单个项目接受社
会捐赠资金之冠。

２．积极开拓香港市场，筹资成效显著
为拓展香港筹资市场，基金会理事长欧可平率队访问香港各界，达成捐赠意向２４００余

万元，已到账１２５３．７１万元。在拓展香港筹资市场中，香港理文集团捐赠设立“重庆大学 －
香港理文环境科技研究院”基金项目成为校院两级合作典范。该项目协议金额１０００万港
币，已到账５００万港币。在项目落实中，校领导率先垂范，多次率队访问理文集团，城环学院
积极配合，该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３．积极推进建立校、院两级筹资机制，形成筹资合力
起草了《重庆大学社会捐赠配比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经基金会理事会、校长办公会

通过，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正式发文。该“办法”从基金会募集的非限定性基金中规划１０００
万元经费作为社会捐赠收入配比基金开展试点，旨在鼓励校内二级单位开展社会筹资。

２０１４年３月基金会秘书处正式启动了该项工作，经初步评审，１１家单位共２０个捐赠项目符
合配比奖励条件。

４．加强工作联动，创新筹资模式
积极加强与国合办、校友会的工作联动，主动联络重庆市有关区县政府，帮助校友企业

来渝发展，已联系接待多家企业来渝考察投资环境，以促进这些企业对学校教育事业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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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支持。２０１４年，协助争取市财政支持７０００万元；在８５周年校庆之际，设计推出“校友年度
捐赠”项目，得到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积极响应，共募集捐款２０余万元。

【基础工作】

１．强化项目管理服务，增大受助者的教育力度
２０１４年执行基金项目总数达３００余项，其中，社会捐赠设立的奖（助）学基金项目累计

９２项，奖（助）资金近１４００万元，奖励和资助近３５００余名学生，社会捐赠已成为学校奖励优
秀学子和资助贫困学生的重要补充。积极协调校内各单位，加强捐赠指导和服务。走访和

接待捐赠单位共计５５家，举行捐赠签约和颁奖仪式共计２２场次，直接服务受奖助学生１６００
余名。

２．做好学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申报工作
基金会对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日期间募集的１０万元以上的５５个捐赠

项目逐一填写捐赠项目情况、核对捐赠协议与进账单信息，对不符合要求的协议进行反馈修

改。经多次书面补充说明，并前往教育部、财政部力争，对３００余万配比资金进行挽回，２０１４
年获批国家配比资金２９１８万元，申报国家配比奖励通过率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信息服务】

通过加强信息宣传建设工作，及时公开捐赠信息，开展公益项目，培育捐赠文化，基金会

公信力和影响力逐步提升，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被推选为新一届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７家副理事长单位之一。
１．加强信息宣传公开，提高基金会公信力
加强“两库一网一系统，一册一书一简报”的信息宣传建设工作。加强网站建设，本年度

发布新闻４０余条，公布捐赠信息１３８条。开通网上捐赠平台，在校友年度捐赠活动中发挥
积极作用；重视捐赠信息查询系统的利用，在构建校院二级筹资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完善

基金会宣传册、项目书、简报建设。严格按信息公开制度，加强捐赠信息公开，在指定媒体和

基金会网上发布年度工作报告，供捐赠者、受赠者、社会公众查阅和监督。

２．积极培育捐赠文化，提升基金会影响力
基金会联合校团委在对西南地区部分中小学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学生志愿者

实际，设计了“五彩石”项目。２０１４年成功在民政部申报“五彩石”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立项资金１００万元，是立项单位中唯一获批的９８５高校，也是获批金额最高的单位之一。项
目实施一年多以来，招募大学生志愿者４５００余人，在西南地区结对中小学校２０所，批改作
文１５７００余次，受益中小学生达４５００余人。该项目先后得到了重庆市市委书记孙政才、民
政部部长李立国的高度肯定，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受到多家媒体报道，对提升校基金会影响

力意义重大。

（孙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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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

本科教育教学

【综述】

２０１４年，本科教学工作紧紧围绕“能够适应和驾驭未来的人”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加大

投入和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为保障，加强本科教学基本建设，深化本科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推

进高水平有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日常教学运行管理】

按“先排后选”教学运行模式，完成１．１５万个教学班的排课、６３万人次的选课、９．２２万

人次的期末考试、３．３万人次的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４１．４万人次的学生网上评教等

教学运行任务。

实验课开设 ７１６门，项目 ２３７０个；各级大学生创新计划立项 ６０４项，学生参与率达

３０％；组织２８项学科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奖项５０８项，并首获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特等

奖；学校被评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先进单位”。

协助完成Ａ区第五教学楼、第二教学楼教学环境的改造工作。

【教学工作会议组织】

圆满完成２０１４年学校教学工作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大会围绕周绪红校长的主题

报告展开深入讨论，将全校的教育教学观念统一在树立“人才培养为根本的价值观”、“人才

培养质量是生命线的质量观”、“学生多样化发展的人才观”及“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

观”上，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改革举措。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在常态化开设１１０门通识与素质教育课程的基础上，新开２０门，修读学生３．２万人次；

启动核心课程《大学国文》建设。

深入推进与长安汽车合作，“需求导向、开放实践”的“３＋１”联合人才培养，成为“重庆

自主品牌汽车”国家“２０１１计划协同创新中心”的一大亮点。

ＵＣ联合学院采用“４＋１”学制、“Ｃｏ－ｏｐ”培养模式，开始实施与企业合作的“带薪实习”

环节。

成立“卓越计划”推进工作组，指导１３个“卓越计划”专业建设工作。

实施大类招生学院由４个增为５个，并实施两年或一年大类培养方案。

继续推进弘深学院、博雅学院的工程类学术创新人才与基础文科类研究型后备人才培

·７０１·

人才培养




养。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及课程建设】

对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全程跟踪，走访２９个学院，组织９４个专业培养方案的答辩与评

估，印制并上网公布全部培养方案。制定新一轮课程建设方案，完成３０００余门课程教学大

纲的修订和网上发布。

【本科教学工程】

新增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３门；第二批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１６种（２３册）；曾孝

平教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第一批教学名师；新增重庆市“三特行动计划”

特色学科专业群４个；获得本科教学工程经费１２１０万元。推荐的４项成果全部获准国家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

【招生工作】

组织１７０余名教师赴２８个省市、２３０所重点中学开展招生宣传，改进和优化特殊类招生

实施办法，生源质量再创新高，理科生源当量７９．７，同比提高１２．１％；文科生源当量４７．８，同

比提高３．９％。

【教师教学能力建设】

完成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教学观摩、沙龙、午餐会、讲座等形式的教师交

流平台；组织各类专项培训；以“课程教学、教师培训与教学比赛”三者合一的方式改革青年教

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提升教学技能。自动化学院马乐获得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

【教学管理制度建设】

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教学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团队建

设的意见》等文件，修订完成《重庆大学普通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审定稿）》、《重

庆大学教师本科课程教学评价办法（试行）》（讨论稿）、《重庆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

目运行管理办法》等文件，有力保障了教学秩序，提升了教学质量。

【信息化教学】

以《高等数学》录制工作为起点，利用录播教室录制课程视频，开展了课程视频资源建设

工作，收集整理精品课程视频１６０余个；协助完成了由全国３０所高校同时参与的《工程图

学》课程同时异地网络互动教学试点工作；组织参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各类远程互动教

学、讲座４４学时。

推进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共建立教学班站点５９８个，总访问量超过１１０万次，上

传资源容量６８５Ｇ，资源数量２．４６万个，应用效果良好；ＥＯＬ课程平台累计访问人数超５６００

万人次，共享精品课程、大类课程等共计２５６门。

【语言文字工作】

组织普通话水平测试２７期，测前培训４６场次，参加测试考生１１，８４５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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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各专业招生计划及完成情况

学部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４年招生目录

招生专业 招生大类

计划

数

录取

人数

人文

博雅

人文科学试验班（汉语言文学、历史学、

哲学、法学）
１０ ９

合计 １０ ９

电影

表演 ４５ ４０

播音与主持艺术 ６０ ６２

戏剧影视导演 １５ １５

广播电视编导 ３５ ３７

戏剧影视文学 ４０ ４０

影视摄影与制作 １５ １６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美与人物造型设

计、数字影视媒体设计方向）
３５ ３５

合计 ２４５ ２４５

体育
体育教育 ３０ ２９

合计 ３０ ２９

外语

日语 ３５ ３５

英语 ８５ ８３

德语 ２５ ２４

合计 １４５ １４２

艺术

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 设计学类 １３０ １２８

绘画（油画、中国画方向） ３０ ２９

动画 ２５ ２４

舞蹈表演 ３５ ３５

音乐表演（声乐方向） ２５ ２５

合计 ２４５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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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４年招生目录

招生专业 招生大类

计划

数

录取

人数

法学
法学 １２０ １１８

合计 １２０ １１８

公管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类 １００ １００

行政管理、城市管理 公共管理类 １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００ ２００

社科

经管

能源经济 ３０ ３０

工商管理 ６０ ５９

会计学 ３０ ３０

会计学（ＡＣＣＡ方向） ３０ ２８

金融学 ３０ ３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３０ ３０

物流管理 ３０ ３０

市场营销 ５０ ５１

合计 ２９０ ２８８

新闻

新闻学 ６０ ６１

广播电视学 ６０ ５９

合计 １２０ １２０

理学

化工

材料化学 ３０ ２９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８０ ８０

应用化学 ７０ ７０

药学 ３０ ３０

制药工程 ３０ ３０

合计 ２４０ ２３９

生科
生物科学 ３０ ３０

合计 ３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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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４年招生目录

招生专业 招生大类

计划

数

录取

人数

生物

生物工程 ５５ ５６

生物医学工程 ５５ ５５

合计 １１０ １１１

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统计学

理科试验班类

（数学和统

计学类）

１５０ １５０

合计 １５０ １５０

物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应用物理学

物理学

理科试验班类

（物理与电子

信息科学类）

１２０ １２０

合计 １５０ １５０

工程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２９５ ２９４

冶金工程 ９０ ９０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９５ ９９

合计 ４８０ ４８３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３００ ３０６

合计 ３００ ３０６

动力

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能源动力类 ２００ ２００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６０ ６０

合计 ２６０ ２６０

航空
工程力学 ６０ ６０

合计 ６０ ６０

机械

工业工程 ５５ ５５

机械电子工程 １２５ １２５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３００ ３０３

合计 ４８０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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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４年招生目录

招生专业 招生大类

计划

数

录取

人数

汽车
车辆工程 １５０ １５０

合计 １５０ １５０

资环

安全工程 ６０ ６１

环境科学 ３０ ３０

采矿工程 １００ １０１

合计 １９０ １９２

建筑

城环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９０ ９０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１５０ １５０

环境工程

环境生态工程

工科试验班类

（环境工

程大类）

８０ ８０

合计 ３２０ ３２０

建管

财务管理 ５５ ５５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５０ ５０

工程管理 １１５ １１５

工程造价 ６０ ６０

合计 ２８０ ２８０

建筑

城乡规划 ６０ ６０

建筑学 １２０ １２０

风景园林 ３０ ３０

合计 ２１０ ２１０

土木

测绘工程 ３０ ３０

土木工程 ３３０ ３３０

勘查技术与工程 ３０ ２９

合计 ３９０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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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４年招生目录

招生专业 招生大类

计划

数

录取

人数

信息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７０ １７０

网络工程 ３０ ３０

信息安全 ５０ ５０

物联网工程 ５０ ５０

合计 ３００ ３００

软件
软件工程 １８０ １８０

合计 １８０ １８０

通信

电子信息工程 １５０ １５０

通信工程 １２０ １１９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３０ ２９

合计 ３００ ２９８

自动化

自动化 ２２０ ２２０

物流工程 ５５ ５５

合计 ２７５ ２７５

学校合计 ６５００ ６４９８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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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９ ５７１ ５７８ ６０７

北京 理 ５４３ ６０３ ６１９ ６４９

福建 理 ５０６ ６０７ ６１４ ６３９

甘肃 理 ５１６ ５２２ ５９７ ６２８

广东 理 ５６０ ５９８ ６０６ ６３６

广西 理 ５２０ ５９５ ６１０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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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科 类 一本线 录取线 平均分 最高分

贵州 理 ４８４ ５９１ ６０４ ６５５

海南 理 ６０６ ６７４ ７２６ ７９５

河北 理 ５７３ ６３６ ６４１ ６７６

河南 理 ５４７ ６１９ ６２５ ６４２

黑龙江 理 ５２９ ６２２ ６２８ ６５３

湖北 理 ５３３ ６０４ ６０７ ６３４

湖南 理 ５２２ ６０３ ６０８ ６２６

吉林 理 ５５５ ６０１ ６２４ ６５７

江苏 理 ３４５ ３６５ ３７１ ３８０

江西 理 ５２６ ５８８ ５９４ ６１８

辽宁 理 ５２６ ６１７ ６２５ ６４５

内蒙古 理 ５０１ ５８９ ６０５ ６３２

宁夏 理 ４７３ ５５８ ５７８ ６２０

青海 理 ４０６ ４０７ ５２０ ５９２

山东 理 ５７２ ６４６ ６５２ ６７８

山西 理 ５３４ ６０２ ６０８ ６２６

陕西 理 ５０３ ６０４ ６１３ ６３９

上海 理 ４２３ ４５１ ４５６ ４６８

四川 理 ５４０ ５８７ ５９８ ６４６

天津 理 ５１６ ５９１ ６０５ ６３４

新疆 理 ４７５ ５７２ ５８３ ６１５

云南 理 ５２５ ５９４ ６１９ ６５２

浙江 理 ５９７ ６６１ ６６７ ６８６

重庆 理 ５１４ ５７６ ５９５ ６４４

安徽 文 ５４１ ５９４ ５９６ ５９７

北京 文 ５６５ ５６５ ５９２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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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科 类 一本线 录取线 平均分 最高分

福建 文 ５６１ ６１９ ６２０ ６２４

甘肃 文 ５４３ ５５３ ５８２ ５９９

广东 文 ５７９ ６０２ ６０７ ６１２

广西 文 ５５０ ５９７ ６０３ ６１０

贵州 文 ５６９ ６２２ ６２８ ６３５

河北 文 ５６３ ６０７ ６０９ ６１５

河南 文 ５３６ ５７８ ５８１ ５８５

黑龙江 文 ５４１ ６０２ ６０７ ６１１

湖北 文 ５３５ ５７３ ５７６ ５８１

湖南 文 ５６２ ６１５ ６１７ ６１９

吉林 文 ５６０ ５９５ ６０１ ６０９

江苏 文 ３３３ ３５３ ３５７ ３６２

江西 文 ５２４ ５６６ ５６８ ５７０

辽宁 文 ５５２ ５９７ ５９９ ６０１

内蒙古 文 ５２５ ５８４ ５９０ ６００

山东 文 ５７９ ６２７ ６３０ ６３７

山西 文 ５２６ ５５９ ５６３ ５７１

陕西 文 ５４８ ６１１ ６１４ ６１７

四川 文 ５５１ ５８０ ５８３ ５９１

天津 文 ５２３ ５７４ ５７７ ５８３

云南 文 ５６５ ６１７ ６２０ ６２５

浙江 文 ６２１ ６６４ ６６６ ６７０

重庆 文 ５５５ ５９９ ６０７ ６２７

（刘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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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４年，党委学生工作部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为目标，

以“规划指导、制度规范、队伍建设、服务支持、考核评价”为工作职责，以“学生事务管理、思

政教育、发展指导”为工作主线，努力提高服务学生、服务学生工作者的意识和能力，务实开

展工作，取得显著效果。

【学生工作队伍建设】

拟定完善了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划等１０余个文件，一是组织学工部门和辅导员３０余人

次参加教育部骨干辅导员培训班学习；二是扩大辅导员队伍。完成２３名辅导员的全国公开

选聘，开展了辅导员职业能力现状调研；三是邀请校内外专家来校作思政专题讲座７次，如

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冯刚等；四是加强辅导员专业技能培训。举办“全国高校年度辅导员面对

面”等辅导员沙龙７期，承办全国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第六赛区复赛，组织辅导员参加或观

摩重庆市和全国辅导员技能大赛、教育部微课比赛等；城环学院蒲清平荣获２０１３年度全国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杨联星、李颖获得第三届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复赛第六赛区一等奖。

五是加强对外交流，承办２０１４年卓越联盟高校学工部长、研工部长联席会，启动“卓越联盟”

高校辅导员沙龙活动。

【学生工作理论研究和教学团队建设】

承担了全校《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必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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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课建立了军事理论课程题库，实现了军事课教学的统一备

课、统一课件、统一着装，民防知识进高校成为全国试点高校；举办“相约星期一”案例督导活

动１６期，创办并开展“成功者心理品质建设”工作坊６场。形势政策教育教改成果获得重庆

市政府颁发的教学成果二等奖；成功组织申报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１项，重庆市教

改重点项目２项，市教委高校人文社科专项５项；发表思政类核心期刊论文１１篇。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

拟定了《重庆大学本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导意见（试行）》，修订了《学院学生工

作考评办法》、《重庆大学本科学生手册学生管理文件（修订）汇编》等相关制度１０项。与人

事处、教务处、后勤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了学生工作联席会制度。组织学生争先创优标兵

事迹宣讲活动。围绕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开展系列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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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校范围举行了心理健康、生涯教育、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等活动月系列活动；组织开展

“时光回放·重大故事”等毕业季系列活动；开展“健康舞起来”健美操比赛等系列学生体育

活动；开展敏感时间节点的安全稳定摸排引导，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动态与教育管

理；开展了学生思政工作的实效性调研，制定《重庆大学加强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

施意见》；开展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五微”活动；承办了全国高校校园网络

评论员培训会，组建了３０余人的学工网络评论员队伍；重庆大学在２０１４年教育部学工部长

论坛作网络思政的专题交流发言；全校评选出先进个人于集体标兵３０个，利用宣讲、展板、

校报和微信等平台宣传标兵事迹，以榜样的力量促进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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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第三批３８

个项目的结题答辩和成果展示；组织１０００名本科学生到全市１０４家企事业单位进行暑期带

薪实习；组织第五届“青年踏寻孔子行脚活动”等海内外学习交流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深入开展“开心校园”心理健康工程，实施《毕业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选拔心理健康

讲师团２５名成员，按照“讲座菜单”举办６７场心理健康主题讲座；开通网络预约功能，网络

心理咨询６５例，开展个体心理咨询９３４例；指导学院开展心理健康主题活动４０场。为心理

健康协会、学院心理协会会长开展培训１６次，组织开展“开心部落”同辈心理活动３５期，指

导学院开展心理健康主题活动４６场。成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１３例。

【奖助学金工作】

办理西部艰苦地区就业学生的学费及助学贷款代偿 ２８４名，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９２２３名。提供各类勤工助学信息６７００余条，组织３０余项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发放国家励

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社会奖助学金、勤工助学补助、临时生活补助、孤儿慰问金等５０００余

万元。建立受助学生公益服务总队，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未成年人救助中心义务支教等公益

活动６０余次。组织“资助育人，励志青春”系列活动，结合毕业季进行诚信教育、感恩教育；

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与素质拓展、征文比赛、文艺晚会，受助学生团队开展爱心家教、爱

心包裹义卖、爱心捐书、捐物等公益活动。

【国防教育】

４５名高年级国防生担任新生军训教官工作继续得到落实；两部国防教育微电影参评教

育部“美丽中国”微电影大赛；开展了参观军营、实弹射击、论文征集等国防教育活动月系列

活动；征集推荐参加全国论文比赛学生论文１２０余篇、教工论文１２篇，推选国防教育年度人

物评选１人，推送参加教育部军事课视频展示教师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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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与信息工作】

我校学生工作先后２０余次被中国教育报、高校辅导员学刊等校外重要媒体和杂志专题

报道；中央电视台七台、重庆新闻频道、重庆卫视、人民日报微博及重庆主流媒体对我校开展

的学生特色工作、标兵答辩、新生军训和征兵宣传工作进行了报道，策划和编辑了校报标兵

典型和军训专版；创建了“重庆大学学生工作”和“重庆大学本科学生民管会”微信公众号。

【学生参与民主管理工作】

成立学生自主管理的ＳＱＩＰ学生管理办公室，建立了本科学生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学工部

直属学生社团民主管理委员会，全面参与、监督涉及学生的各类评优评奖和寝室卫生检查；

依托本科学生民主管理委员会开展了近３０００人的“是否设立通宵自习室”等工作调查，发挥

了学生的自主管理作用。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学生“争先创优”先进个人、先进集体标兵名单

一、先进个人标兵

１．优秀学生标兵

建筑城规学院　　　　　　　　　　　２０１２级　朱　瑞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２０１１级　方德新

２．优秀学生干部标兵

软件学院 ２０１１级　柏景文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１１级　罗　尧

３．科技学术创新先进个人标兵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２０１１级　王　颖

电气工程学院 ２０１１级　周　宇

４．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标兵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２０１２级　张逸洲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１１级　王辉浩

５．体育活动先进个人标兵

计算机学院 ２０１１级　王泰祺

６．文艺活动先进个人标兵

公共管理学院 ２０１２级　齐静怡
二、文明寝室标兵

物理学院２０１１级Ｄ区梅园二幢５２４室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Ｂ区１２舍１２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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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２０１１级Ａ区６舍４０３室

土木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Ｂ区１０舍５０３室

自动化学院２０１１级Ａ区Ａ舍３０１室

通信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Ａ区Ａ舍８１７室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２０１１级Ｂ区１２舍８２８室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２０１１级Ａ区４舍１０９室

光电工程学院２０１２级Ａ区７舍１０１室

动力工程学院２０１２级Ｄ区松园四幢２３０室

三、先进班集体标兵

电气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弘深班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２０１２级金融学１班

机械工程学院２０１２级机自实验班

建筑城规学院２０１１级建筑学２班

自动化学院２０１１级自动化４班

新闻学院２０１３级新闻学３班

弘深学院２０１３级土建大类实验班

通信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２班

土木工程学院２０１２级土木工程３班

化学化工学院２０１１级制药工程１班

重庆大学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学生“争先创优”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标兵提名奖、候选标兵最佳人气奖名单

一、先进个人标兵提名奖

１．优秀学生标兵提名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０１１级　张文龙

光电工程学院 ２０１１级　王　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１１级　印伊玲

２．优秀学生干部标兵提名奖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０１１级　王昊远

电气工程学院 ２０１２级　马硋辰

物理学院 ２０１２级　蔡正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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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科技学术创新先进个人标兵提名奖

光电工程学院 ２０１１级　张　强

公共管理学院 ２０１２级　康　悦

动力工程学院 ２０１１级　方　娟

４．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标兵提名奖

电气工程学院 ２０１２级　刘丰华

软件学院 ２０１１级　曹全兴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２０１２级　杨　悦

５．体育活动先进个人标兵提名奖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１１级　张安锐

自动化学院 ２０１２级　李云龙

６．文艺活动先进个人标兵提名奖

艺术学院 ２０１１级　左乘源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０１１级　车彦文

二、文明寝室标兵提名奖

公共管理学院２０１２级Ｄ区竹园五幢２４７室

弘深学院２０１３级Ｄ区松园二幢４１９室

新闻学院２０１２级Ｄ区梅园二幢５０５室

软件学院２０１１级Ｄ区梅园七幢５２１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Ｂ区７舍４０５室

三、先进班集体标兵提名奖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给排水科学与工程２班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２０１１级采矿工程１班

外国语学院２０１１级英语２班

动力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新能源科学与工程１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材料科学与工程２班

四、先进个人、文明寝室、先进班集体候选标兵最佳人气奖

电气工程学院２０１２级刘丰华

通信工程学院２０１１级Ａ区Ａ舍８１７室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２０１２级金融学１班

（蒋研川　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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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综述】

２０１４年，研究生院围绕国家三部委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文件精神和学校提出的研究生
教育改革主要任务，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规模大、层次种类多、改革与发展任务重的实情，在

规范研究生教育体系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上入手，从招生、培养、授位、质量监控与保障等

环节入手实施系统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继续规范我校研究生教育体系】

以规范研究生教育发展机制及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为核心，从招生、培养、授位全过程

进一步规范研究生教育体系。

１．初步建立以培养能力与质量为核心的招生资源调配机制
２０１４年研究生招生指标首次实行根据培养条件、培养质量按时下达，实现以质量为导向

的招生计划改革。制定了《关于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指标核算办法的补充意见》，在博士生

年度招生指标分配中单列高层次人才招生指标，将２０１５年招生计划测算值与现状值占比调
整至６∶４，实现从以导师数定招生到以质量为主定招生的转变。
２．进一步完善以研究水平为核心的博士生导师考核与评价机制
２０１４年，按《重庆大学教师招收博士生资格审核办法》，７３４名教师获２０１５年博士生招

生资格，其中９４名教师首次获招生资格，３４名教师因科研经费、年龄等原因不继续招收博士
生。修订《重庆大学教师招收博士生资格审核办法（修改）》，进一步提高教师招收博士生资

格的条件。

３．初步建立培养环节、教学督导、学生评教相结合的培养质量考核与评价机制
进一步完善听课查课制度，研究生教学运行秩序更加规范有序。坚持每月一次对研究

生教学秩序进行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任课老师与学生出勤情况、教学效果、教学设备使用

情况等。实现对本学年开出课程全部开展学生评教，评教数据对教师公开并首次用于学校

职称评定中。

４．启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构建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
成立学科建设与质量管理办公室，启动学位点合格评估工作。形成《重庆大学学位授权

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和实施计划（征求意见稿）》、《重庆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重庆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标准（征求意见稿）》，制定

了《重庆大学专项评估工作方案与实施计划》，专项评估学位授权点工作有序开展。

５．进一步完善学位论文送评及抽查制度
制定《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送评管理办法》、《重庆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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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试行）》，修订《重庆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申请硕士、博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基本要

求》。从２０１４年９月起，博士论文送审按新办法执行，将学校盲评篇数由２篇增加到３篇，

加大了盲评力度和评审的权威性。根据教育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抽取６４篇博

士学位论文，邀请国内同行专家进行双盲评审。继续开展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盲评，送审

１３３名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论文质量总体良好。

【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

紧密围绕国家“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主线，重点从生源质量提升、课程体系建设、专业学

位研究生改革等方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１．研究生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
修订了《研究生新生奖励实施办法》等系列文件，创新国家奖学金使用思路，用部分国家

奖学金指标吸引校内外优秀生源，招生指标分配对生源质量好的单位倾斜，继续鼓励各学院

通过举办夏令营等“请进来”方式选拔优秀推免生源。共有经管学院等８所二级单位举办学

术夏令营活动，较２０１３年增加５所。我校２０１４年优质硕士生源总体录取比例增加到５６％，

较２０１３年增加７％，其中推免生比例增加３％。

２．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按照“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建设—课程建设—质量评价”框架，从２０１４年４月起，在全

国高校中率先聘请全国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相关行业资深专家以及兄弟高校同行专家等

２２０余人，对我校２６个学院１９种专业学位类别，２６个工程硕士领域，４７个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建设进行论证，初步建立了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部分专业学位培养特色逐

步呈现，为提高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良好基础。教指委专家 ＋行业专家 ＋校内外

专家的论证方式得到国内同行充分肯定，全校规模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报告论证在国内

高校中开创先例。行业专家全程参与的论证形式体现了“服务需求”的改革发展思路，２０１４

年５月，中国教育报对此作了专题报道。

３．围绕行业需求创新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针对目前按学科专业设置培养研究生与行业需求脱节的问题、围绕国家及重庆市打造

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战略，构建以行业人才需求为导向的联合培养模式。由机械、车辆、电

气、材料、动力、自动化等７个工程领域，组建跨学部、跨学院、跨学科的汽车行业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班，培养既熟悉汽车研发生产全流程，又精通专门技术与管理领域的高层次专门人

才。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主流企业积极合作，创新性地实施“３＋１＋２”本硕

贯通式教育，成为学校成功申报“２０１１计划”一大亮点，《中国教育报》、香港《文汇报》、教育

部简报先后对此进行专题报导。２０１４年，包括华中科技大学等近１０余所高校专程来我校就

这一培养模式进行调研。２０１４年９月，重庆大学—长安集团获评为全国首批２８个“专业学

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之一。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重庆大学《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多主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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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培养高层次专业学位人才》获中国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二等奖（西部地区仅

两个获奖项目）。

４．构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探索双学位联合培养国际化人才
研究生院、国际处及相关学院积极拓展渠道、为研究生打造国际交流平台。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研究生出国（境）交流见习项目，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法国图卢兹大学，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等开展了交换学习、短期访学等国际交流项目。汽车班

到美国底特律国际实践、物流班到安特卫普实践，机械学院到贝尔法思特大学见习。２０１４

年，以上项目共派出研究生２８８人，比２０１３年增加１２０％。

完成２０１４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派出８２名研究生赴国外联合

培养和攻读博士。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１２７人次，参加国际会议２２４人，比２０１３

年增加６５％。接收各类别来华留学研究生近１５０人，比２０１３年增加５０％。

围绕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建设和重庆市打造西部物流高地的发展战略，引进国

际先进的物流运输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与教学方法，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运输与海运管理

学院（ＩＴＭＭＡ）开展物流工程硕士双学位培养项目，选拔物流、管理、控制等相关专业学生构

建物流行业硕士专业学位班。重点引进专业核心课程，开展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专业实践活

动，部分优秀学生前往安特卫普大学联合培养，可获双学位。首批３８名研究生于２０１４年９

月入学，１０月选拔７名优秀学生赴安特卫普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此外，建筑城规学院与日本北海道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与美国加州州

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硕士等联合培养项目派出４０余名

研究生。

５．构建研究生创新实践复合平台，促进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
坚持“以生为本、创新为魂”的研究生培养理念，以创新实践平台建设为依托，以打造创

新团队为重点，以多学科交叉培养为途径，充分整合校内外各种优势资源，最大限度地拓展

学生成才空间。２０１４年，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重点围绕“科研资助”、“大赛奖励”、“品牌活

动”、“创新实践”四大领域开展工作，新增“境外短期访学项目”与“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

项目”，提升了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团队协作及科技研发能力。２０１４年 “重庆市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立项８５项，项目涵盖各个学院。组织全国性赛事１０项，资助赛事项目１０７

项，获全国特等奖、一等奖１１项，二等奖１６项。在教育部系列创新实践大赛中，重庆大学斩

获第九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１项，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一等奖１项，第十一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２项，为历年来最好成绩。

６．围绕国家及地区需要，加强学科建设，优化学科布局
新增教育学（高职教育方向）及航空航天工程两个硕士专业学位（领域）授权点，填补了

重庆市的学科空白。在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下自主新增“电影”和“广播电视”两个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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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领域，推进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自主设置“语言与智能信息技术”博士二级学科，已在教育

部信息平台公示。组织完成重庆市高等学校特色学科专业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申报的４
个特色学科专业群全部获批，申报成功率１００％，获批数量在重庆市高校中居第一位。

圆满完成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换届推荐工作，新增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３名，总人
数达到１０名。我校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为王家序（机械工程）、尹光志（矿业工程）、刘庆
（材料科学与工程）、刘星（工商管理）、刘汉龙（土木工程）、杜春兰（风景园林学）、郑小林

（生物医学工程）、赵万民（城乡规划学）、温志渝（仪器科学与技术）、廖瑞金（电气工程）。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名单

一、“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名单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陈伟杰　　　　　　　　数学与统计学院：周寿明
机械工程学院：董绍江　汪　泉 光电工程学院：贾平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郭威威 动力工程学院：吴春梅

电气工程学院：刘 帆　周生奇　秦志龙 通信工程学院：张　磊
自动化学院：李华锋 建筑城规学院：魏晓芳

生物工程学院：袁　琳　来　敏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陈　结
物理学院：曹春兰 航空航天学院：梅　欢
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名单

艺术学院：贾国涛 建筑城规学院：魏书祥

公共管理学院：李建玲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郭　蕾　朱　敏
外国语学院：刘晓华 数学与统计学院：叶丽霞

机械工程学院：李 飞　王小明　项俊锋　王　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宋宏芳 动力工程学院：周　菁
电气工程学院：支树播　杨　涛 通信工程学院：李　丹　 李江雯
自动化学院：江伟波 计算机学院：李铁柱

建筑城规学院：张文涛 土木工程学院：陈　强　岑夺丰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魏英华 化学化工学院：肖裕平

生物工程学院：马娜娜　陆陈层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李铭辉

美视电影学院：孙伟帅 法学院：黄　莉
新闻学院：尹梦颖 物理学院：谢　晓

（周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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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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学院成功申报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与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

地获得学校记大功两次，学院获得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学校记功一次。２０１４年，成人高等

学历教育招生４３００余人，在校生６４００余人，总收入４０００万元。学院进一步落实《重庆大学

继续教育改革发展专题规划》，以推进基地建设为突破口，发展高端继续教育；以改善办学条

件为抓手，营造良好育人环境；以国家学分银行项目为指引，做好继续教育前瞻研究。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学院在编教职工７７人，其中一般管理岗位５４人、专业技术岗位２８人，工人技

术岗位５人。

聘任专业主任和课程负责人３０人，外聘教师１４１人。６人次参加重庆市“高职学校说

课、说专业”交流活动。３２人次参加市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中心及广联达公司等的培

训。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有党员５５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４２名、学生党员１３名。党支部７个，其中教职工党

支部５个，学生党支部２个；２０１４年度新发展学生党员７名；教职工党员比例５４．５４％。

１．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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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组

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努力推进党务、院务公开，组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５６次，科级干部

会议５次，全院教职工会议４次，民主管理及各类单项工作研讨会议４次，着力推进和谐学

院建设。完成建筑管理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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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全校成教学生归口管理，利用心理咨询

室，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组织开展丰富的学生活动，获校春季运动会男子团体第三名；

女子团体第二名；校第三届心理手语操比赛二等奖；校游泳比赛男子团体第一名；重庆市成

教协会诗歌朗诵比赛二等奖。通过全面推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保障了校内外

１６０００余名学生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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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学院评出２９９名“优秀学生”，２３１名“优秀学生干部”，２０３名“优秀毕业生”。

在校共青团委员会“五四”评优中，评选出３９名“优秀团员，”，３９名“优秀团员干部”，４个

“五四红旗团支部”，２个“优秀团日活动”，１４名“优秀青年志愿者”和“自立自强”先进个

人。处理违纪、考试作弊学生共１０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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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归口管理各类办学６６１０人（共１２０个教学班）；办理重修２０００余人次，开办２０余个

重修班，完成近４００门课程的重修管理；完成１２０个教学班１０００门课程的正考与补考工作；

完成新增《人力资源管理》、《建筑工程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三个专业定向培养计划研

究论证；完成 １７７名外聘教师的聘任及聘后管理，聘任３０名专业主任和课程负责人。按照

新的培养目标定位，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在相关试点专业教学计划修订基础上，完成教学大

纲修订。全面实施教学及管理信息化改革，实现ＳＡＫＡＩ辅助学习平台一期建设目标，完成５

门主干课程网站建设及上线试用。学院充分发挥教学督导专家组作用，实施全过程教学检

查和质量跟踪，组织开展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优活动。学院加强１１个函授站点、１０６１４

名函授学生的教学规范管理；完成２９１９名函授本专科学生毕业资格审查，授予３０８名学生

学位等工作；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４５人次到函授站巡考，抽考学生９０２０人次，派出５２人次

参加３２３８名学生的毕业答辩验收；完成１２个函授站的年审工作。组织召开年度函授工作

会，对５个“优秀函授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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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学校共有自考本科、专科助学专业１６个，在籍在读学生１６１８人，２０１４

年９月后涉及四个本科专业，在籍在读学生１８９人，拟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全部离校。

本年度完成１６１８人在籍在册学生普通课程、艺术实作、学分互认、课程考核、商务管理

证书课程考试及相关证书办理。完成学分互认考试２７门课程命题；完成６９门课程、６９５９份

试卷网评任务；艺术实作课程考试２９２份试卷、学分互认考试１０２４份试卷评阅。完成２次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８１５９名考生，２次《全国英语等级考试》１０８名考生的考试工作，２次

《中英合作商务管理》独立本科专业证书课程２２２人次、３４２科次报名输机；组织２２２名考生

参加工商大学专业证书课程考试。

３．非学历继续教育

学院现有ＥＤＰ、３Ｄ技术培训、ＩＴ培训、继续教育培训中心，以及职教师资培训基地、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等。推进建筑类考前培训合作项目、重庆大学 －广东理文集团校企

合作项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培训项目的培育。

２０１４年，开展国家级“环境保护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一期，重庆

·６２１·

人才培养




市《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一期。组织实施６９人的国家级中职骨

干教师培训；３８人的重庆市中职双师型教师培训。开办高级总裁研修班４期、金融班１期，

共计４１８人；举办 “嘉陵江高管论坛”４期，参与学员１６００余人；干部管理类培训、经济管理

类培训２５６５人次；建筑类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培训１５４３人次；ＩＴ、３Ｄ动漫等技能培训１０００

余人。完成与重庆理文公司联合培训项目两期共４８人。

【教学研究】

学院成功申报重庆大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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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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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以“优秀”等级获准结题，为建设学习成果认证中

心打下坚实基础。出版教材２本，发表学术论文６篇。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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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招生数 毕业生数 在校生数

本科 专科 小计 本科 专科 小计 本科 专科 小计

函授学生 １６０２ ７５４ ２３５６ １８０６ １１１３ ２９１９ ３７４９ ３４７０ ７２１９

周末学生 ９１９ ６６９ １５８８ ８９９ ３４７ １２４６ ２８０８ １１６９ ３９７７

半脱产学生 １０２ ２４９ ３５１ １１１ ８４０ ９５１ １０４３ １３８３ ２４２６

成教学生小计 ２６２３ １６７２ ４２９５ ２８１６ ２３００ ５１１６ ７６００ ６０２２ １３６２２

自考学生 ０ ０ ０ ５０８ １８５ ６９３ １８９ ０ １８９

合计 ２６２３ １６７２ ４２９５ ３３２４ ２４８５ ５８０９ ７７８９ ６０２２ １３８１１

表２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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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 半脱 理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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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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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 专　业 学习形式 科类 学制 备注

工程造价 周末 经管 ２．５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周末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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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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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 函授 经管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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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营销 半脱 文理 ２．５ 未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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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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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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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 专　业 学习形式 科类 学制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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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技术（定向） 业余 理工 ３

计算机信息管理（定向） 业余 文理 ２．５

人力资源管理（定向） 业余 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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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函授 文理 ２．５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函授 文理 ２．５

工程造价 函授 文理 ２．５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理 ２．５

行政管理（定向） 函授 文理 ２．５

（杨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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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育

【综述】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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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一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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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校长办公会决议，降低招生数量，提高生源质量；以技术支持为核心，以教学

管理、学生管理和学习中心管理为重点，提高服务效率，注重服务品质；全体员工齐心协力，

圆满地实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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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建设及系统研发】

２０１３年学院建设申报的《互联网及其应用》、《经济法》、《市场调查》３门课程获得“国家

级网络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２０１４年学院按照国家精品课程的评选指标完成了《财务管

理学》、《机械电气控制及自动化》和《微机接口及应用》３门课程的建设，拟参加下次精品课

程的申报。组织课程更新，逐步实现网络课程的改造，全年完成了１１门普通课程重新建设

和１４门课程的改造上线。

完成终身学习平台的开发上线运行，为网络教育毕业生提供课程学习、课程辅导答疑等

功能，受到学生广泛好评。完成基于 Ｍｏｏｃ课程在线学习的学习平台开发上线，该平台集成

了课程学习平台、试题库、教师辅导答疑系统、教师辅导管理、学生学习管理、公告及新闻系

统等，可用于任何学校的在校生和在职人员的教育教学。完成学生“网络教室”手机及平板

电脑应用ＡＰＰ开发上线，已有学生１５６３４人下载使用。修改完善学院部门工作平台和教师

工作平台。完成题库、课程学习平台和学籍管理系统的升级。

【教学管理及教学改革】

精心组织日常课程教学工作，规范组织３次课程考试，完成３６０万学分，比２０１３年的

３３０万学分增长９．１％。按时组织学生参加４、９、１２月全国统考，共计３３９６０人次取得统考合

格成绩，其中《计算机应用基础》高出全国平均合格率２个百分点；《大学英语Ｂ》高出全国平

均合格率４个百分点。完成１７３２５名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其中１５９１８名学生

取得合格成绩，及格率为９１．８８％。完成了３０门课程试题库题目的更新与补充，其中完成了

１３门课程７２１７道试题的更新入库工作；开展了１７门课程试题的全面审核工作，共补充试题

４０２０道。总计完成１１２３７道试题的更新和补充工作。

完成了计算机专业培养计划从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名称、课程体系等的全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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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学生学习过程记录与评价方案，为学生学习提供反馈，有利于实现教学过程的科学化，

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提高教学质量。加强 ＭＯＯＣ课程的学习，促进我院教学设计的实用

性。

【学生管理】

为使新生尽快了解和融入网络教育教学方式，２０１４年，各学习中心共组织开学典礼２００

余场，引导学生尽快掌握学习方法。为了解学生需求，开展了学生需求问卷调查，回收有效

问卷１２１７３份，占在籍人数的８．５％，共涉及１１８个学习中心，学习中心占比６９．８２％。问卷

调查共设计１１道选择题，２道开放题，涉及学生上网习惯、学院及学习中心对学生支持服务

的效果和学生对活动的建议三部分。６９％的学生习惯使用电脑（含笔记本）上网，９４％的学

生使用智能手机，学生对移动学习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学院应加快开发移动学习平台的步

伐。学院目前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生支持服务体系，学生对学院服务的满意度较高。学

院近几年一直强调开学典礼和班级建设工作，也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８５％的学生都加入了

班级ＱＱ群，通过班级认识了更多的同学，平时的学习通过班级群也能及时得到老师和同学

的帮助。

在学生活动方面，学生渴望学院能搭建交流平台，组织专题讲座，增加线下活动。在学

生中打造“一元钱一片爱”学院系列公益活动。完成网络教育学生终身学习平台开发上线，

实现了网络教育毕业生可通过该平台学习学院的全部课程及参加全部课程的网上辅导答

疑，，已有近万人登陆毕业生再学习平台，该平台的上线得到了学生和学习中心的普遍认可。

【学习中心及招生管理】

完成服务产品化相关模块说明书，实现学习中心服务标准化、流程化。按照入学、学习

准备、学习和毕业阶段确定相关业务模块，共编写了包括咨询、报名、选开课、教材、免代修、

学籍异动、开学典礼、毕业、学位和毕业典礼共１０个业务模块２６项工作说明书。每个业务

模块说明书均统一按业务名称、业务描述、操作步骤、表格资料、备注等五项内容进行了清晰

的描述，使各项工作标准化、流程化，为学习中心提供了简洁实用的工作说明，同时也便于学

院的规范化管理。

２０１４年，新建学习中心５个，我校已在２７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了１８０个学习中

心。全年召开学习中心培训会议４次，培训学习中心工作人员３５７人。配合各省教育行政

部门对１５个省市自治区重庆大学网络教育１１３个学习中心进行年报年检评估，全部通过。

严格执行校长办公会决议，将２０１４年的招生从２０１３年的４６０３９人减少到４０３５０人，比

２０１３年减少招生１２．３６％。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由腾讯网主办的２０１４“回响中国”教育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在盛

典上发布的“回响中国”腾讯网教育年度总评榜中，重庆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以来自社会各界

共计４２８９０３票的雄厚实力高居榜首，荣获“２０１４最具知名度网络教育学院”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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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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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技术 高起专
土木工程（工业与民

用建筑方向）
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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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年

高 起

专、专

升本均

为 ８０
学分

本科二

学历为

６０ 学

分

表２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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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招生数

本科 专科

在校生数

本科 专科

小计 ５５５３７ ８７２９９ ９８０８４ １４４０９２ １６８５９ ２３４９１ ４１６８１ ５６１７７
合计 １４２８３６ ２４２１７６ ４０３５０ ９７８５８

（金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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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指导与服务

【综述】

２０１４年７月，学校新增设立了正处级单位———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下设市场拓

展、信息管理、综合管理及就业指导三个科室，统筹管理和指导全校本科生、研究生就业工

作。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坚持“满足需求，全程服务”的工

作思路，以市场开拓、信息建设、就业服务、日常管理为重点，不断开拓进取，积极创新，在稳

定就业率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就业质量，取得显著成绩。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届毕业生共有１１１７０人，其中博士毕业研究生４２２人，硕士毕业研究生

３６００人，本科毕业生 ７１４８人。截止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３１日，２０１４届毕业生已就业总人数为

１０７３８人，全校总体就业率为９６．１２％，其中，本科生已就业人数６７９０人，就业率为９４．９９％；

研究生已就业人数３９４８人，就业率为９８．１６％。

【编制并发布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就业质量报告】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顺利完成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就业质量报告的编

制，并首次向全社会发布。在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社会调查中，我校２０１３年就业质量

报告在教育部部属高校中排名第一。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完成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毕业生就

业质量报告的编制与发布工作。

【就业指导工作】

开设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业管理》３门课程运行良

好，选课学生已达６０００余人。组建了重庆大学职业生涯个体咨询团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日正

式接受学生预约，提供个体咨询服务。组织开展了“职业生涯规划主题教育讲座”、“职通讲

坛”、“基层就业训练营”等活动，学生受众达１１０００余人，活动反响强烈，进一步拓宽了就业

指导第二课堂阵地。以国家级创业训练项目为抓手，坚持抓好创新创业教育，不断强化我校

学生的创业指导，组织立项２８项。

【市场拓展工作】

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校园招聘活动。２０１４年，成功举办春、秋两季“大型双选会”，６３６

家企业到场参加，接待来校招聘企业１０００多家，召开专场招聘会９７６场、组团招聘会１００余

场。积极对外开拓，应邀参加了苏州科技园区人才推介会、绵阳市科技城人才延揽会以及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重点单位举办的需求信

息洽谈会。加大校企合作力度，与广东顺德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烟台市人才服务中心、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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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委员会、仲量联行测量事务所等１６家单位签订了人才合作协议，共

建了实习基地。

【就业管理与服务工作】

全面实现毕业生就业流程信息化、网络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就业系统功能，成功开发了

研究生就业信息管理模块并投入使用。２０１４年，审核并上报了１９０７７名毕业生１０５万条数

据信息，顺利完成了毕业生派遣工作；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发布招聘信息４．６万条，提供有效

岗位５万余个，网络注册用人单位达７９５２家。据调查统计，我校已就业的毕业生８０％获取

信息的渠道来自学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让就业信息第一时间到

达毕业生手中，截至２０１４年底，通过就业中心官方微博发布信息８４００条，关注量超８万。

组织编印了２０１５届毕业生《招聘指南》、《就业指南》、《工作指南》１００００余册，分别发放给用

人单位、学生、就业指导老师。

【就业帮扶工作】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文件要求，继续做好应届毕业生的求职补贴工作。与学工部联

合制定了《关于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发放求职补贴的通知》文件，将帮扶覆盖到所有的就

业困难群体。２０１４年，累计为１１４７名毕业生发放了近４０万元就业补贴。

【荣誉与奖励】

２０１４年，经教育部专家组初选、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社会满意度调查、全国就业指导中

心专家组实地调研，我校最终成功斩获教育部“２０１４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荣

誉称号（全国部属高校仅四所高校获评）。在教育部委托的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和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联合开展的由４０００多家用人单位、７０００多名重

庆大学２０１３届毕业生参与的对高校满意度的社会调查中，我校在所有参评的高校中荣列第

一名，获得专家组一致称赞。

２０１４年，经重庆市教委专家组材料初评、实地考察和集中评议等环节，重庆大学成功获

评“重庆市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示范中心”（重庆市仅６所高校获评）。

（陈　东　杨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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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

【综述】

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科技工作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经过全校相关学院和职能部门

的共同努力，紧紧围绕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坚持“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基本思路，以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为重点，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突破

口，以提升科技服务能力为着力点，科学统筹资源、积极组织策划、推进协同创新、增强服务

意识、强化过程管理、努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工作环境，为提升学校科技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推进协同创新，注重科教结合，促进学科融合】

教育部、财政部启动的“２０１１计划”是继“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之后，第三个体现国家

意志的长远性、战略性的重大专项计划，是高等教育发展新的里程碑。

我校依托工科和建筑学科优势，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国家、行业及区域重

大需求，积极组织策划，整合校内相关学科形成学科群，汇聚地方和行业相关创新资源，联合

政府相关部门、校内相关部门，通过整合创新要素、设置“共性技术创新基金”等建立“需求

导向、市场驱动”的科研组织新模式；与协同单位实行“权限共享”、“商业化优先共享”和“共

建共享”的资源配置新方式；学校实施人才“共聘／共引”和“互聘／共用”、青年教师工程素养

培训的创新人事制度；与协同企业实施“３＋１”、“３＋１＋２”等开放实践的创新人才培养新模

式，保障了协同创新中心有效运行，积极推进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队

伍建设等方面改革创新，提升学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实现内涵发展，促进

教育与科技、教育与经济的有效结合，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牵头，联合重庆长安汽车公司和中国汽车研究院等单位组建的“重庆

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和重庆大学牵头，联合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和中国建筑科学技

术研究院等单位组建的“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申报教育部、财政部第二批 “２０１１计

划”认定工作，全国共计２０３个协同创新中心申请认定。经过专家初审、会议答辩、现场考

察、综合咨询、社会公示和领导小组审定等过程，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通过了教

育部、财政部认定（全国一共２４个通过），成为重庆市首个通过国家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获

得国家“２０１１计划”专项经费１２０００万元，现已到３０００万元；“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山地城

镇建设”获得重庆市级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建设经费支持２０００万元。

【引导原始创新，激励高端成果，提升学术水平】

以“激励创新，高端引导，分类实施”为原则，创新管理机制，完善激励评价制度和办法，

着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进一步调动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鼓励并支持青年教师潜心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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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从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学术水平，突出科技贡献，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

社会影响。

１．进一步做好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的组织策划工作，邀请专家指导、咨询及预评审，对初

评未获得批准的青年基金和全职博士后进行资助，鼓励他们完善研究持续申报；对学院开展

的基金组织策划及评审工作进行资助，努力提升基金的申报质量。

２０１４年，共组织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２６项，获准１７０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创新研究群体１项（刘庆），二期创新研究群体资助１项（廖瑞金），杰出青年基金１项

（李剑），重点项目５项（周绪红、尹光志、王家序、廖瑞金、魏子栋）、参与重点项目１项（王贵

学），国际合作重点项目１项（刘汉龙），面上项目８１项，青年基金６３项，其他１６项，获资助

经费１．３亿元，总经费达到历年来最高水平，是获得资助类别最多的一年。

图１　近五年申请及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示意图
２．建立申报标志性科技成果的培育机制，加强对标志性科技成果的主动设计、整合凝练

和组织协调，并采取分步骤、分阶段给予经费资助支持，加大对标志性科技成果的培育建设

和支持力度。２０１４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１项（自１９９９年后我校再次获国家科技发明

奖）、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合作）；蒋兴良教授在 ＣＣＴＶ科技风云人物评选中获得教育部推

荐提名并获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合作），自然科学

二等奖１项。

３．修订并实施的《重庆大学科技奖励办法》，按照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分类评价标

准和开放评价方法，逐步实施科研经费业绩奖励。２０１４年，ＳＣＩＥ、ＥＩ核心检索论文达３２７７

篇（２０１３年２７６１篇，增长１８．６９％），其中，ＳＣＩＥ检索论文１４７６篇（２０１３年１２５４篇，增长１７．

７％），ＥＩ核心检索论文（不含会议）１８０１篇（２０１３年１５０７篇，增长１９．５％）；ＳＣＩＥ１区８４篇

（２０１３年３８篇，增长１２１．１％）、２区３７７篇（２０１３年２３５篇，增长６０．４％），高水平论文增长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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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奖励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单位 获奖人

气体绝缘装备特

高频局部放电监

测的关键技术及

其应用

国家技术

发明
２

重庆大学，华北电力大

学，武汉大学，国网重庆

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

唐炬、张晓星、李成榕

（华北电力大学）、文习

山（武汉大学），姚强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李

剑

高端重载齿轮传

动装置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

国家科技

进步奖
２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

公司，重庆大学，郑州机

械研究所，杭州前进齿

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刘建国，秦大同，王长

路，刘伟辉，朱才朝，何

爱民，刘忠明，李华斌，

袁包钢，石万凯，傅雪

川，李志忠，王朝阳，林

超，张元国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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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ＳＣＩＥ ７６２ ８５０ １１１５ １２５４ １４７６

ＥＩ（核心） １５８５ １６１４ １７７３ １５０７ １８０１

合计 ２３４７ ２４６４ ２８８８ ２７６１ ３２７７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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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ＣＳＣＤ（核心）检索 ２４８３ ２３４９ ２２７８ １７７５ １０９１

４．会同学校相关部门，在政策上引导科研人员注重创新质量和服务贡献，鼓励科技人员

在不同的领域、不同岗位创造出代表性成果。结合我校不同学科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学校

的职称评定、年度考核和设岗聘任中建立和完善分类评价和考核激励机制，逐步改变以成果

数量、期刊档次、经费多少为主要指标的单纯的数量评价制度。２０１４年，科技处牵头，会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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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研究生院，在中科院科技论文ＳＣＩＥ最新分区标准的基础上，开展了重庆大学自然科学

类的权威期刊和重要期刊的目录遴选工作。通过学院申请、学部审核、委托教育部学位中心

送外审专家进行评审、校学术委员会审议、校长办公会审定，从申报的６４本权威期刊和１２８

本重要期刊中遴选出了４８本权威期刊和９２本重要期刊，为学校职称评审、研究生论文发表

要求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注重战略谋划，分步培育资助，争取重大任务】

以国家重大需求和地方经济产业发展为导向，发挥学校优势特色，加强战略思考，提前

谋划布局。针对国家即将启动的“７＋９”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组织相关学院专家开展前期

研究和技术储备；实施对申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９７３计划）等重大项目的培育，分步

骤、分阶段地给予培育经费资助；组织专家论证、帮助科研人员完善研究内容和申报方案，提

高科研人员申报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展有组织、有需求的科研工作。

２０１４年，科技处共组织科研项目２２８１项（纵向１００３项，横向１２７８项），获准１６０８项（纵

向４０６项，横向１２０２项）。组织申报国家９７３、８６３、支撑计划、重大专项课题和国际科技合作

专项等国家主体科技计划项目（课题）８５项，获准４８项，国拨经费９５１５．８３万元；共组织省

部级项目２２４项，获准１１２项，国拨经费２５９３万；组织实施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理工类

跨学科重大项目５项，资助经费１５０万元；重点项目１９项，批准经费２８５万。

图２　纵向项目按级别经费分布图

２０１４年，全校科研总经费７．８６亿元，其中科技口实到经费６．２０亿元（２０１３年５．４７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１３．４％；产业口具有科技含量的经费１．６６亿元。自然科学类研究项目

共获科研经费５．１２１２亿元（２０１３年５．０３６３亿元，２０１２年为５．０３亿元），占总经费的９２．

７９％；人文社科及软科学类项目共获得经费３９７７万元，占总经费的７．２１％；自然科学类纵向

经费２．４２亿元（２．６７亿元），占４７．２７％；横向２．７０亿元（２０１３年２．３７亿元），占５２．３７％；

科研平台专项经费０．６８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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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近五年自然科学类项目经费情况 图４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经费比例

【加强平台建设，创新管理体制，增强支撑保障】

创新实验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规划发展目标，凝练研究方向，整合人才队伍，优化资

源配置机制，进一步适应国家重大需求和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提升实验室核心竞争力。

考察调研了国内优秀重点实验室，结合学校重点实验室多年运行管理的经验教训，提出

了实验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思路，并出台了《重庆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体制改革意

见》文件，重点改革举措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重点实验室管理架构体系，创新研究人员聘用

模式，探索合理、高效利用的资源配置模式，建立健全“分层、分类”考核机制，进一步理顺了

学院、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保障人员之间的关系。启动了重点实验室中长期发展规划制

定工作；要求各重点实验室以发展规划为牵引，做到总体定位准确、发展目标清晰，学科结合

紧密、学术方向明确、队伍建设合理、资源配置科学等；组织并协助各国家重点实验室做好实

验室科研仪器设备经费申报工作，经过校内需求分析、方案规划和评审，校外调研和专家咨

询，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和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国

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仪器设备专项经费近亿元，２０１５年预算经费５１５７万元。此外，我校三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共获２０１５年运行经费２０６０万元，为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并支撑相关学科优势凸显。

【汇聚人才队伍，凝练学科方向，形成优势特色】

组织实施了以承担国家重大项目、获得国家级成果、培养国家级人才、新建国家级平台

等任务为牵引的“重庆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培育计划”，根据“择优选拔，目标考核”的原

则进行评审。２０１４年，遴选出１０个自然科学类科研创新团队和１个人文社科科研创新团

队，给予建设期为三年、每年建设经费为３０－１００万元的资助。该计划的实施，将对学校的

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和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２０１４年，我校新增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１个，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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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１个，使我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达到３个，也是重庆市唯一的３个。

【优化科研管理，完善服务体制，提升服务能效】

按照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及学校要求，优化管理机制，提升服务能力。

１．围绕科技创新加强全流程服务，以注重实效、提升质量为出发点，通过规范管理流程、

规避风险、提高效率等整改措施，修订了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管理办法；配合财务、审计、纪

检等部门对学校的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组织完成了科研项目的内部筛

查、审计、自查自纠，顺利完成了教育部组织的科研经费检查工作，并获得检查组好评，为我

校科研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２．以国防科研的需求为导向，结合学校优势与特色，主动为争取国防科研项目牵线搭

桥。加强与军工企事业单位的对接交流，分别与航天八院联合共建实验室、与第三军医大学

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签订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议；探索设立联合研究基金，建立前瞻

性、探索性、原创性等科学研究机制。修订完善军工保密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确保军

工“三证”体系的有效运行。顺利通过重庆市军工保密认证工作组对我校的保密资格复查、

国家保密局组织的科研项目保密专项检查和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对我校军工质量体系的年

度监督检查。２０１４年，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以优秀成绩通过评估。

３．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理论研究，筹建成立了“重庆市协同创新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重点研究当前在协同创新体制中急需解决的知识产权问题，厘清创新

成果归属，保护创新成果，协调各方权益分享，为重庆市乃至全国的协同创新中心提供知识

产权支撑等服务。始终坚持将专利作为自主创新的战略储备库，扎实推进知识产权宣传、普

及、转化及保护工作，营造发明创造、自主创新的工作氛围。２０１４年，我校专利申请突破

１０００件，达到１０６０件，其中发明专利９０３件，国际发明专利申请３件；专利获权４８４件，其中

发明专利获权３７３件，国际发明专利获权１项。

４．以建设重庆大学科技信息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契机，全面梳理科研项目、成果申报和

经费管理等工作流程，规范管理服务规程，优化工作细节，强化过程管理，做到管理制度和工

作流程上墙，努力提升科研服务能效。目前系统已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

５．精心组织重庆大学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通过专题网站、校报、广播台、

校园网、有线电视等宣传媒体，结合新教师岗前培训、开学典礼、毕业感恩季、争先创优等活

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学术道德宣讲教育活动；引导科研人员遵守法律法规，恪守科学道德准

则，遵守学术规范，营造良好的评估风气和潜心学术的科研环境；完善学术科研行为检查监

督机制，预防学术不端行为发生。

６．积极推进我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改革，组织修订了《重庆大学成果转化管理办

法和实施细则》；建设成果转化信息平台和搭建技术转移平台等，逐步引导科研工作从问题

导向向问题和市场需求相结合的导向转变，建立与市场需求接轨的协同合作机制；推动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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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从而实现真正的创新价值。

２０１４年，实现专利转让２８项，经费１４６万元；组团参加“第十一届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

暨第七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并荣获优秀组织奖；参加“２０１４第九届中国常州

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第十二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等各类展会１０余

场次；为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和技术转移平台提供技术需求１０００余项，签署《合作共建

“重庆大学（高邮）技术转移中心”协议书》，完成了“重庆大学（高邮）技术转移中心”筹备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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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统计表

序号
学部

名称
单位名称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实报数

（项）

实获

（项）

资助经费

（万元）

实报数

（项）

实获

（项）

资助经费

（万元）

实报数

（项）

实获

（项）

资助经费

（万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工

程

学

部

机械学院 ２３ ９ ５０８ ３６ ８ ５３７．５ ３７ １０ ５１３．８

传动实验室 １３ ４ ２０３ １７ ３ ２３５ ２０ ５ ２９２

电气学院 ４２ １７ ２２５０ ４５ １７ １０１３ ５１ １０ ６４９

材料学院 ４７ １３ １８３６．５ ５４ １６ １５８９ ８０ ２０ ２１２６

资环学院 １７ ７ ６３６ ３１ ９ ８１５ ３３ １０ ５９５

动力学院 １７ ４ １５５ ２９ １０ ７２１ ３２ １３ ７３１

汽车学院 ５ ５６４

航天学院 ７ ２ １７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理

学

部

化工学院 ３２ ６ ５３０ ３９ １５ １０４０ ４１ １３ ８７６

生物学院 ３８ １０ ５５４ ３６ １１ ６２１ ６８ ２２ １４０４

生命学院 １２ ５ ２４２ １０ ３ １８３ ７ ４ １５２

物理学院 １１ ７ ２３０ １６ ８ ３１９ １９ ８ ２８３．５

数统学院 １１ ４ ２２７ １８ ６ １６７ １６ ７ ２３３

现代物理中心 ３ １ ２５

创新药物中心 ８ ２ ５０ ４ ２ １５０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建

筑

学

部

建筑学院 ３１ ６ ４７７ ３２ ４ ２６９ ３２ ７ ４５０

土木学院 ４４ １９ １６１３ ４１ ８ ５３９ ５１ ６ ３１４

城环学院 ２３ ５ ３０２ ２４ ２ ５０ ３７ １０ ４４６

建管学院 １１ ２ ８１．５ ４ ２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信

息

学

部

光电学院 ３２ １０ ５３９ ４４ ８ ８０５ ３７ ７ ４５５

ＩＣＴ研究中心 ３ １ ８５ ４ ０ ０ ２ ０ ０

通信学院 ２８ １０ ５４６ ３４ ２ ４９ ３６ １ ２３

计算机学院 ２４ ７ ３５２ ３２ ４ １２９ ３８ ６ ２５８

自动化学院 ２０ ７ ３８４ １４ ５ ３３７ ２４ ７ ２７５

软件学院 ７ ２ １０４ １１ ２ ９３．５ ８ ２ １５６

测控中心 ３ １ ８６ ６ ２ １０６ ５ ０ ０

〗２７

２８

２９

其

他

经管学院 １６ ３ １８４ ３２ ７ ３２６

公管学院 ２ １ ６０ ２ ０ ０

体育学院 １

合 计 ６１５ １５４ １０１１９ ６７４ １６８ １０２３２．３ ７２５ １７５ ８５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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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２０１４年校内各单位专利申请及获权情况一览表

学部 单位名称

申请（项） 获权（项）

发明 实新 外观 合计 发明 实新 外观 合计

申请及

获权总

数（项）

工

程

学

部

电气工程学院 １１６ ２２ ０ １３８ ４１ １５ ０ ５６ １９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９８ ７ ０ １０５ ４９ ３ ０ ５２ １５７

机械工程学院 ４５ １４ ０ ５９ ２０ １７ ０ ３７ ９６

动力工程学院 ３３ １４ ０ ４７ １７ ６ ０ ２３ ７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３１ ２ ０ ３３ ２４ １ ０ ２５ ５８

汽车工程学院 ２５ １ ０ ２６ １１ ０ ０ １１ ３７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９ ６ ０ １５ ７ ３ ０ １０ ２５

航空航天学院 １０ １ ０ １１ ２ １ ０ ３ １４

建

筑

学

部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７５ ２２ ０ ９７ ３８ １９ ０ ５７ １５４

土木工程学院 ５９ １５ ０ ７４ １０ ７ ０ １７ ９１

建筑城规学院 ２ １ ０ ３ １ ４ ０ ５ ８

理

学

部

化学化工学院 ５０ ４ ０ ５４ ２５ ２ ０ ２７ ８１

生物工程学院 ２７ ２ ０ ２９ ３４ １ ０ ３５ ６４

物理学院 ４ ３ ０ ７ ０ １ ０ １ ８

生命科学学院 ６ ０ ０ ６ ０ ０ ０ ０ ６

数学与统计学院 ０ ２ ０ ２ ０ ４ ０ ４ ６

信

息

学

部

自动化学院 １１８ １１ １ １３０ ２５ １０ ０ ３５ １６４

通信工程学院 ６９ １４ ０ ８３ ２５ ７ ０ ３２ １１５

光电工程学院 ６８ ３ ０ ７１ ２４ ４ ０ ２８ ９９

计算机学院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 ０ ０ １０ ３３

软件学院 １６ ０ １ １７ ５ １ ０ ６ ２２

ＩＣＴ研究中心 １０ ０ ０ １０ ４ ０ ０ ４ １４

通信与测控中心 ７ ０ ０ ７ ０ ０ ０ ０ ７

信

息

学

部

公共管理学院 １ ４ ０ ５ ０ ２ ０ ２ ７

弘深学院 ０ ４ ０ ４ １ １ ０ ２ ６

艺术学院 ０ ０ ２ ２ ０ ０ ２ ２ ２

法学院 １ １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合计（项） ９０３ １５３ ４ １０６０ ３７３ １０９ ２ ４８４ １５４４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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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２０１４年各自然科学类学院科研经费任务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学部

名称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完成率
经费

任务
总经费

纵向

经费

横向

经费
纵横比 纵向 横向 纵横比 合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工

程

学

部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传动国家

重点实验室

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资源及环境科

学学院

航空航天学院

深空探测联合

研究中心

８９．１３％

１０５．７７％

９７．１３％

９１．１７％

７０．５３％

７９．２５％

９７．７６％

５４．６０％

５７７０

６０５０

１７１０

１９６０

４８６０

４７８０

４９０

５００

５１４３

６３９９

１６６１

１７８７

３４２８

３７８８

４７９

２７３

３５４９

１９７３

５７２

１９４

６９７

２１４７

１２５６

２５５

１３５

１５９４

４４２６

１０８９

２３０

６６６

１２８１

２５３２

２２４

１３８

２．２３

０．４５

１．８３

０．８４

１．０５

１．６８

０．４８

１．１４

０．９８

３４５５

２００２

９７６

３８６２

１０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５７８

２８４２

６４３

２１５０

２５９０

２．１９

０．７

１．５２

１．８

０．３９

５０３３

４８４４

１６１９

６０１２

３６０７

１０００

１０

１１

１２

建

筑

学

部

城市建设与环

境工程学院
７１．１５％ ５３００ ３７７１ ２４３１ １３４０ １．８１ ３９７２ １３４７ ２．９５ ５３１９

建筑城规学院 ８３．１３％ ８０４０ ６６８４ １０４５ ５６３９ ０．１９ １０５９ ４７７１ ０．２２ ５８３０

土木工程学院 ９４．５１％ ４１２０ ３８９４ １２５７ ２６３７ ０．４８ １０８８ ２１９３ ０．５ ３２８１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信

息

学

部

光电工程学院 ７７．３９％ ２６８０ ２０７４ １３４１ ７３３ １．８３

ＩＣＴ研究中心 １０６．９５％ ５９０ ６３１ ４９４ １３７ ３．６１
１４８１ ５７８ ２．５６ ２０５９

自动化学院 ８５．５９％ １３６０ １１６４ ４３２ ７３２ ０．５９ ７５３ ８６１ ０．８７ １６１４

计算机学院 ７７．２８％ １１４０ ８８１ ５６０ ３２１ １．７４ ７５４ ２５８ ２．９２ １０１２

软件学院 １０５．１６％ ６２０ ６５２ ３１９ ３３３ ０．９６ ２５２ １６５ １．５３ ４１７

通信工程学院 １３８．４０％ ８１０ １１２１ ５７６ ５４５ １．０６ ３６９ ３０４ １．２１ ６７３

通信与测控中

心
１２６．３６％ ２２０ ２７８ １７８ １００ １．７８ １４１ ０ １４１

２０

２１

２２

理

学

部

物理学院 ３４．６７％ ３９４０ １３６６ ８０６ ５６０ １．４４ ８１５ ２７３３ ０．３ ３５４８

化学化工学院 ９０．００％ １８４０ １６５６ １２９６ ３６０ ３．６ １０４１ ４２２ ２．４７ １４６３

生命科学学院 ７７．３９％ ９２０ ７１２ ７０２ １０ ７０．２ ６３３ ６７ ９．４５ ７００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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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部

名称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完成率
经费

任务
总经费

纵向

经费

横向

经费
纵横比 纵向 横向 纵横比 合计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生物工程学院 ６０．０３％ ３１５０ １８９１ １４９４ ３９７ ３．７６ １６６８ １２５ １３．３４ １７９３

数学与统计学

院
１０２．０７％ ２９０ ２９６ ２４８ ４８ ４．９２ １７６ １９ ９．２６ １９５

创新药物研究

中心
５．７０％ ２０００ １１４ １０４ １０ １０．４ １９８ ５ ３９．６ ２０３

现代物理中心 １４９ １４９

２７ 其 他 ９２０ ９２０

合 计 ８１．１１％ ６３１４０ ５１２１２ ２４２１０２７００２ ０．９ ２６７１２２３６５１ １．１３ ５０３６３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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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２０１４年各自然科学类学院科研成果任务完成情况　　（单位：分）

序

号

学部

名称
单位名称

实际

完成

成果

任务

完成

情况

学术论文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ＥＩ

获奖

成果

发明

获权
标准 专著

１

４

５

９

１０

１１

２５

２６

工

程

学

部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６３４４．８ ５４１６ １１７．１５％ ４２０ ２２０８ ９７６ ７７６ １３６０ ６００ ４．８

电气工程学院 ４０５６．８ ３４２５ １１８．４５％ ０ ５１２ ９６０ ４００ １２４０ ４００ ４９２ ５２．８

动力工程学院 ３５３１ １４０３ ２５１．６７％ １５００ ８３２ ２５６ １９２ ５３５ ２１６

机械传动国家

重点实验室

汽车工程学院

２０８１ ２５３８ ８１．９９％
０ ６４ ３５２ ３３６ ８５５ ８４

０ ０ ４８ ０ １０ ２００ １３２

机械工程学院 ７７６．５ ２５７ ３０２．１４％ １２０ ６４ ４８ ７２ １５０ ２５２ ７０．５

资源及环境科

学学院

航空航天学院

１５９０．５ １７３３ ９１．７８％
０ ３２０ １４４ ４８ ２６０ ２７６ ３１．５

６０ ６４ １４４ ６４ １５５ ２４

２

１３

２２

建

筑

学

部

城市建设与环

境工程学院
２５２５ １７４９ １４４．３７％ ３６０ ７６８ ９６ ３０４ ３２５ １８０ ４６８ ２４

建筑城规学院 １８９．５ ３７３ ５０．８０％ ０ ０ ０ ８ ４０ １２ １２９．５

土木工程学院 １５３３．５ １１５２ １３３．１２％ ０ ９６ ２５６ １０４ ５００ ３７５ １２０ ４２ ４０．５

３

８

１６

１７

１９

２３

２４

理

学

部

创新药物研究

中心
１６ １４０ １１．４３％ ０ ０ １６ ０ ０ ０

化学化工学院 ４１３６ ２３１１ １７８．９７％ ８４０ １３７６ ７０４ ２８８ ６４０ ２８８

生命科学学院 ３４０ ２５９ １３１．２７％ ０ １９２ ８０ ４８ ２０ ０

生物工程学院 ３５９９ ２２５３ １５９．７４％ ９００ １２４８ ３６８ ２４０ ２８５ ４０８ １５０

数学与统计学院 １４７８ １１８７ １２４．５２％ ６０ ７３６ ３６８ １８４ １３０ ０

物理学院 ２１９７ １６６８ １３１．７１％ ４２０ １０５６ ２５６ ２００ ２６５ ０

现代物理中心 ４５ ０ ０ １６ ２４ ５ ０

６

７

１２

１５

２０

２１

２７

信

息

学

部

光电工程学院

ＩＣＴ研究中心
３２８４ ２３６３ １３８．９８％

２４０ ８９６ ７３６ ２９６ ６７０ ２８８

０ ３２ ３２ １６ ３０ ４８

计算机学院 １８０１ １８７６ ９６．００％ ０ ４４８ ３０４ ４６４ ４６５ １２０

软件学院 ２３５ １３２ １７８．０３％ ０ ９６ ３２ ３２ １５ ６０

通信工程学院 １３４８ １１５７ １１６．５１％ ０ ２５６ １４４ ２５６ ３８０ ３１２

通信与测控中心 ４５ ７６ ５９．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４５ ０

自动化学院 １７２７ １０８６ １５９．０２％ ６０ ６０８ １９２ ２１６ ３７５ ２７６

合计 ４２８７９．６ ３２６３８ １３１．７２％ ４９８０１１８７２６５２８ ４５６８ ８７５５ １１５５ ４４７６２２０．８３２４．８

·８４１·

科学研究




附表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自然科学类学院ＳＣＩＥ和ＥＩ论文情况统计表　　（单位：篇）

序

号

学部

名称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ＳＣＩＥ ＥＩ核心 合计 ＳＣＩＥ ＥＩ核心 合计 ＳＣＩＥ ＥＩ核心 合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工

程

学

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３４ ２７２ ５０６ ２２６ ２３８ ４６４ １７５ １１２ ２８７

电气工程学院 １２６ ２４８ ３７４ ８８ ２２０ ３０８ ９９ ２０１ ３００

动力工程学院 ９１ １０７ １９８ ４３ ７３ １１６ ５２ ５９ １１１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

验室
６６ １７１ ２３７

汽车工程学院 ３ ２ ５

机械工程学院 １６ ３０ ４６

６８ １５８ ２２６ ６５ ２７５ ３４０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２５ ５２ ７７

航空航天学院 ２０ ３１ ５１
６６ ７０ １３６ ６１ ５９ １２０

９

１０

１１

建

筑

学

部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

学院
７４ ６５ １３９ ６０ ５４ １１４ ４９ ６４ １１３

建筑城规学院 １ ８ ９ ８ ５ １３ ９ ３６ ４５

土木工程学院 ３２ １００ １３２ ３２ ８４ １１６ ２２ ８２ １０４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理

学

部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１ １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３７ １２８ ２６５ ８４ ６０ １４４ ８２ ５０ １３２

生命科学学院 １７ ４ ２１ １４ ３ １７ ８ ８

生物工程学院 １０７ ５７ １６４ １０８ ５４ １６２ １０８ １２ １２０

数学与统计学院 ７０ ２６ ９６ ７９ ２２ １０１ ８４ ４９ １３３

物理学院 ８１ ５３ １３４

现代物理中心 ４ １ ５
８９ ４７ １３６ ６６ ２７ ９３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信

息

学

部

光电工程学院 １１５ １３４ ２４９

ＩＣＴ研究中心 ５ ６ １１
８９ １１６ ２０５ ６５ ３０ ９５

计算机学院 ９１ ９３ １８４ ８９ ９１ １８０ ８４ ２４ １０８

软件学院 ９ ３ １２ ６ ８ １４ ３ ２０ ２３

通信工程学院 ４９ ７６ １２５ ３１ ６０ ９１ ２３ ５６ ７９

通信与测控中心 ０ ９ ９ １ ５ ６ ４ １ ５

自动化学院 ５９ ７５ １３４ ３８ ５９ ９７ ２２ ６８ ９０

２６ 其他 ４３ ５０ ９３ ３５ ８０ １１５

合计 １４７６ １８０１ ３２７７ １２５４ １５０７ ２７６１ １０８１ １２２５ ２３０６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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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自然科学类学院ＳＣＩＥ论文分区情况一览表　　（单位：篇）

序

号

学部

名称
单位名称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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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工

程

学

部

材料学院 ７ ６９ ６１ ９７２３４ ３ ５２ ５２１１９２２６ ３ ３１ ４２ ９９１７５

电气工程学院 １６ ６０ ５０１２６ ４ ６ ３９ ３９ ８８ ２ ４ ３４ ５９ ９９

动力工程学院 ２５ ２６ １６ ２４ ９１ ５ １５ １０ １３ ４３ ９ １５ １２ １６ ５２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

验室
２ ２２ ４２ ６６

汽车工程学院 ３ ３

机械工程学院 ２ ２ ３ ９ １６

２ １５ ５１ ６８ １２ ５３ ６５

资环学院 １０ ９ ６ ２５

航空航天学院 １ ２ ９ ８ ２０
２ ３ １０ ５１ ６６ １ １ １４ ４５ ６１

９

１０

１１

建

筑

学

部

城环学院 ６ ２４ ６ ３８ ７４ ２ ６ １１ ４１ ６０ ２ ４ ６ ３７ ４９

建筑城规学院 １ １ ８ ８ ９ ９

土木工程学院 ３ １６ １３ ３２ ４ ３ ２５ ３２ １ ４ ６ １１ ２２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理

学

部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１ １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４ ４３ ４４ ３６１３７ ６ １６ ２６ ３６ ８４ ３ １７ １８ ４４ ８２

生命科学学院 ６ ５ ６ １７ １ ３ ５ ５ １４ ３ ５ ８

生物工程学院 １５ ３９ ２３ ３０１０７ ２ ３０ ２８ ４８１０８ ８ １８ ２７ ５５１０８

数学与统计学院 １ ２３ ２３ ２３ ７０ １ １５ ３１ ３２ ７９ ２ １６ ２８ ３８ ８４

物理学院 ７ ３３ １６ ２５ ８１

现代物理中心 １ ３ ４
４ ３４ １４ ３７ ８９ ３ １５ １７ ３１ ６６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信

息

学

部

光电工程学院 ４ ２８ ４６ ３７１１５

ＩＣＴ研究中心 １ ２ ２ ５
２ １８ ３１ ３８ ８９ １１ ２５ ２９ ６５

软件学院 ３ ２ ４ ９ ２ ４ ６ １ ２ ３

通信工程学院 ８ ９ ３２ ４９ ２ ６ ４ １９ ３１ １ ２ ４ １６ ２３

通信与测控中心 ０ １ １ ２ ２ ４

自动化学院 １ １９ １２ ２７ ５９ ２ ２ ７ ２７ ３８ １ ２ ６ １３ ２２

计算机学院 １４ １９ ５８ ９１ ２ １５ ２１ ５１ ８９ ２ １５ ２９ ３８ ８４

２６ 其 他 １ ６ １３ ２３ ４３ ０ ８ ４ ２３ ３５

合计 ８４３７７４２１５９４１４７６３８２３５３１３６６８１２５４３８１５５２８６６０２１０８１

　　注：此２０１４年 ＳＣＩＥ分区标准基于２０１２年中国科学院 ＳＣＩＥ分区表（２０１３年发布），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２年
ＳＣＩＥ分区标准基于２０１１年中国科学院ＳＣＩＥ分区表（２０１２年发布）。

（唐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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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

【综述】

２０１４年，社会科学研究处在学校党委与行政的正确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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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地推进文科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人文

社科科研各项指标在数量没有大幅波动的情况下，质量实现了大幅增长，内涵建设取得了阶

段性的收获。

【文科科研运行情况】

１．科研总经费及经费构成

２０１４年全校人文社科及软科学研究活动到校经费到达５３００万元，其中文科单位到校科

研经费达到４４９０万元。在文科单位的４４９０万元经费总额中，纵向项目经费１６９２万元，占

总经费的３７．７％，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９２０万元；省部级项目经费５００万元；一般纵向项目

经费２７２万元；横向项目经费为２７９８万元（见附表１）。

２．新增科研项目

２０１４年全校共新增社科项目４４５项，其中纵向项目２５８项，占项目总数的５８％。国家

级项目３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３１项，创历史新高；省部级项目１３０项（见附表２）。

全校社科研究纵向项目数量比去年略有上升，获取重大项目的能力持续显现：自２０１１

年以来连续四年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校今年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基础文科研究能力和水平已逐步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同；省部级项目增势良好；国家级、

省部级与一般纵向经费比例结构合理。

３．论文发表

２０１３年全校发表在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论文总数达５６１篇；此外，各文科学院发表社科权威

期刊论文６６篇，社科重要期刊论文１４７篇，Ａ＆ＨＣＩ论文２篇，ＳＣＩ论文２２篇，ＳＳＣＩ论文２５

篇，ＥＩ论文２３篇，发文质量在数量略减的情况下实现了大幅度提升。

４．获奖情况

２０１４年，全校共获省部级奖１７项。其中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１

项，二等奖８项，三等奖６项，省级艺术类展演奖２项（见附表３）。

５．学术专著出版

２０１４年全校文科学院共出版专著５６部，较２０１３年５０部增长了１２％。
６．社科基地建设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重庆市教委启动首批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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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建设情况终期检查工作，工商管理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顺利通过终期检查。

【文科改革及发展情况】

１．创新能力建设

社科处继续深度介入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日常运行和文科建设发展工作；继续

实施校社科基金资助计划，对国家社科基金给予配套支持，共配套经费５４．６万元。

２０１４年５月，会同人事处、重大出版社继续面向全国（连续五年）主办“实证社会科学研

究方法”培训班的同时，利用专题讲座、开题报告会、项目论证会等多种形式，深入文科学院

和科研团队开展广泛的科学研究学科服务活动。

２．制度建设

在２０１３年人文社科科研奖励试行办法和社科权威、重要期刊目录修订工作的基础上，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 ＣＳＳＣＩ（２０１４－２０１５）来源期刊目录，适时调整部分

重要期刊目录，实现高水平期刊的动态遴选。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以目标为导向，对科研

业绩点进行恢复调整。

密切跟踪国家智库建设动向，通过广泛调研及征求意见，现已初步完成学校智库建设的

制度设计工作，将于后期适时启动。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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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向教育部社科

司推荐新增评审专家３００余名；出席了教育部社科司主办的年度高校社科处长会。

·２５１·

科学研究




附表１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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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４３ ４１２ １０５ ８９ ６３７

２ 建管学院 ９１１ ５２ ７９ ６０ ７２０

３ 公管学院 ４６６ ２１１ １５２ ２４ ７９

４ 法 学 院 ２１３ ７１ ２０ ３６ ８６

５ 艺术学院 ３３０ ０ ７ １ ３２２

６ 电影学院 １ ０ １ ０ ０

７ 新闻学院 ８２ ３２ ４４ ４ ２

８ 外语学院 ８０ ６８ ５ １ ６

９ 体育学院 ２ ０ ０ ２ ０

１０ 图 书 馆 ３６ １ １ ５ ２９

１１ 发展中心 １１４ ０ ７ ３３ ７４

１２ 高 研 院 ８２ ７２ ９ １ ０

１３ 其他单位 ９３０ １ ７０ １６ ８４３

合计 ４４９０ ９２０ ５００ ２７２ ２７９８

附表２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国家级、省部级社科项目分布情况

学院名称 负责国家级项目数 负责省部级项目数

经管学院 １１ ２０

公管学院 ８ ２８

建管学院 ３ １３

法 学 院 ４ ９

外语学院 ３ ６

新闻学院 １ １０

电影学院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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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负责国家级项目数 负责省部级项目数

艺术学院 １ ３

体育学院 ０ ０

图 书 馆 １ ０

发展中心 ０ ２

高 研 院 ６ １２

国际学院 １ ３

其它单位 ０ ２０

合 计 ３９ １３０

附表３　２０１４年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获省部级奖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姓名

１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评价与

保障制度研究
１ 刘渝琳

２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项目类

“十二五”时期长江上游流

域综合开发治理研究
２ 陈德敏

３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论文类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

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

省思

２ 程燎原

４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研究 ２ 张邦辉

５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后期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研究 ２ 何　兵

６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内陆开放型加工贸易模

式———重庆探索与实践
２ 王　旭

７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不平等与增长 ２ 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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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姓名

８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农村金融资源开发机理与风

险控制
２ 冉光和

９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南宋川南墓葬石刻艺术与计

算机图像识别应用
２ 李雅梅

１０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英国法中的先例 ３ 苗文龙

１１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人性经济法论 ３ 胡光志

１２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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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蒲艳萍

１３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证研

究
３ 李　志

１４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论文类

组合拍卖与议价谈判机制设

计研究
３ 黄　河

１５
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

大股东控制下的中国上市公

司投资行为特征研究
３ 郝　颖

１６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重庆创作设计大赛（重

庆市文联）

中华营造法式 １ 戚　序

１７
徽标、会标、吉祥物等作品设计

大赛活动奖（重庆市文联）
青春倡廉，薪火相传 １ 谢秩勇

（陈姿屹　马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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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期刊

【综述】

２０１４年，期刊社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搭建高水平的学术平台，坚持走

以实际成效彰显办刊水平之路，锐意进取，扎实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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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月刊、下半年双月刊）、《重庆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双月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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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３７篇，按时完成正刊３１期、增刊４

期（共计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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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月刊）、《灯与照明》（季刊）完成正刊１６期出版任务。所有学术期

刊做到了按时出刊、差错率低、印刷精美，达到了出版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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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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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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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篇（第一作者为本校师生）。三本重要期刊总计刊发本校文章１２５篇。

【学术期刊办刊成效】

２０１４年，期刊入选国内核心和来源数据库：《重庆大学学报》、《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入

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２０１４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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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篇；《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２０１４年）》

核心期刊和《“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２０１４版）》。期刊获奖：《重庆大学学报》

入选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选的“第３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获教育部科技司

颁发的第五届“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奖”。《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获全国高等学校

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五届“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奖，《高等建筑教育》获 “全国高校优秀社

科期刊”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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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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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建筑教育》、《地下空间与工程

学报》获“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二等奖。期刊获资助项目：《重庆大学学报》、《重庆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获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期刊资助项目”。期刊综合质量考核：《重庆

大学学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大学学报（英文版）》、《土木建筑与环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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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高等建筑教育》、《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６种期刊在第八届重庆市期刊综合质量考核

中获评“一级期刊”。其他：重庆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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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服务】

期刊社与社科处、人事处、出版社联合举办面向国内高校师生的“重庆大学第五期

（２０１４）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短训班；开通了期刊社《重庆大学学报》、《土木建筑与环境

工程》英文网站；为光电学院和城环学院研究生新生做“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宣讲。

（欧阳雪梅）

科普教育

【综述】

２０１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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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协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连续获得重庆市科协年度工作

考核特等奖。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科学营“谁与争锋 水火箭比赛”项目成功入选“２０１４年高校

科学营特色活动资源入选名单”，２篇科学营营员征文入选《营员眼中的科学营》优秀征文，

原创科学营营歌《年轻的梦想》入选“２０１４年高校科学营营歌金曲”。白晨光教授、蒋兴良教

授、潘复生教授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其中蒋兴良教授荣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提名奖”。

【学术交流】

为促进学术交流，繁荣学术氛围，提升我校科技创新能力，校科协积极发挥基层科协组

织桥梁与纽带作用，邀请２００６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中国工程院徐?院士、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教授、“蛟龙号”首潜员叶聪、重庆大学曾国平教授、王时龙教授、李芳

昱教授等１０余名校内外专家作专题报告。此外，还指导和搭建重庆大学科普爱好者协会组

织开展“新觉沙龙”系列学术活动的对话与交流平台。

【科普工作】

校科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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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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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办等部门联系与合作，在科普工作中大胆创新实践，取得良好社会效果。举办重庆市首

届科普人员及科普志愿者培训；以科技节、科普日、科技周为契机，指导学生科技社团举办系

列科普活动，包括联合大渝网开展“航空安全”知识科普、食品安全科普进小学，成立社区科

普基地组织志愿者赴童家桥社区开展科普活动，举办“健康肌肤　靓丽人生”主题活动，重庆

大学大学生科普作品大赛等；另外做好２０１３年高校科普统计与上报工作。

【青少年科普科技教育】

成功举办“体验科技　筑梦未来”为主题的“２０１４年全国青少年科学营重庆大学分营”

活动，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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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科学营共选拔重庆市各区县中学营员２００余名，科技教师２０余名，组织９０余

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科学营服务，活动取得良好成绩和社会效果。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科学营

“谁与争锋 水火箭比赛”项目成功入选“２０１４年高校科学营特色活动资源入选名单”，２篇科

学营营员征文入选《营员眼中的科学营》优秀征文，原创科学营营歌《年轻的梦想》入选

“２０１４年高校科学营营歌金曲”。继续开展“重庆大学青少年科技创新奖专项奖”，“雏鹰计

划”等工作，其中“专项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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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工作】

为做好科学道德建设工作，在市科协的指导下，学校领导的关心下，校科协联合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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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加强学术道德治理力度，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主要从“明确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目标”；

发布学风建设要点，构建“学校－学部－学院”三个层次宣讲体系；加强对新入学研究生和入

职教师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培训教育；发放学术规范指南；完善学风建设网络专栏建设

与管理等方面开展具体工作；积极做好学风专项行动总结上报教育部等。

【服务科技工作者】

为做好“科技工作之家”，校科协在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支撑学会、举荐优秀科技人才

方面开拓思路，创新工作形式。如专门召开“重庆大学支撑学会能力提升座谈会”；携手沙区

工业园区科协，对接服务中小型企业科技需求；举办青年科技工作者体育沙龙；组织推荐第

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我校白晨光教授、蒋兴良教授、潘复生教授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其中蒋兴良教授荣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

【自身建设与理论研究】

校科协继续强练内功，强化自身组织建设，加强老年教师科协、青年教师科协、研究生科

协和大学生科协的联系与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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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向市科协、市科委项目申报并开展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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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

注重在重庆大学科协网、重庆大学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网及时更新信息做好宣传，同时

积极向重庆大学报、重庆大学新闻网、重庆市科协、中国科协积极投稿并注重运用大众媒体，

２０１４年累计被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直接或转载报道２００余次。

（李函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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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人才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人事人才工作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紧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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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才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本学年度，学校进一步注重人才引进与学科调整和基地建设的紧密结合，着力引进一批

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的学科领军人才，并促其打造处于国际国内

领先水平的创新团队和人才梯队。

２０１４年全年引进人才１３６人，其中海外人才４８人。引进院士１人，海内外教授７人，副

教授１人，重庆大学“百人计划”３０人，师资研究员１０人，青年教师８６人，研究人员１人。

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在各级人才计划的申报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第十批“千人计划”

入选１人，第五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２人，２０１４年“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入选２人，重庆市

２０１４年度“百人计划”１人。新引进的院士和海外知名教授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学术影响

力，引领创新团队的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了一大批创新能力强、团队特色突出、国际化程度高

的“百人计划”学者和青年教师的引进，形成了具有核心学术竞争力的人才梯队。学校师资

队伍学缘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师资国际化水平得以逐步快速提升，学术核心竞争力得以继

续增强。

２．人才队伍建设

继续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２０１４年学校新增长江学者２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１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８人，全国模范教师１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１个；重庆市首

席专家工作室专家２名，巴渝学者３人，重庆市优秀教师１人，重庆市优秀教育工作者１人，

以及重庆市优秀人才资助计划２人、青年骨干教师支持计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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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推荐重庆市两

江学者岗位３个、人选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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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名教师参加岗前培训，１０名教师参

加青年教师工程素养培训，４９名（８１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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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位骨干教师进行出国英语培训，全年共派出７０位教师出国研修，各类公

派项目共录取４０人。新增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教师１５人，教师中博士比例达到５８．４％

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共同组织新进教职工岗前培训，新入校的教师、教辅、管理等岗位

共１６０余名教职工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加深了新进教职工对学校现状和发展目标的了

解。

４．博士后工作

新增数学、物理学、生态学、安全技术与工程、风景园林学等５个博士后流动站，至此我

校博士后流动站达２９个，涵盖了学校３１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中的２９个。２０１４年，

学校进一步加大了博士后招收工作力度，旨在吸引更多优秀博士毕业生到重庆大学做博士

后。本年度进站 １０３人，其中外籍７人，企业博士后３２人，出站５６人，累计招收博士后９２８

人，在站２８１人。

全年有７８人获博士后基金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共获得８８１万元资助经费，为历

年最好水平。全年博士后出站５６人，人均３．４项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工科人均４．１

篇，文科人均３．４篇。

【用人制度改革】

完善教师预聘制（Ｔｅｎｕｒｅｔｒａｃｋ）和新聘青年教师的用人制度，由框架建设转为内涵建设，

以制度保障人才队伍的持续发展，建全教师的职业路径。

对于教师预聘制引进的“百人计划”，在已有制度体系基础上，出台了《重庆大学预聘制

教师（人文社科类）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重大校〔２０１４〕１７６号）。文件规范人文社科类预

聘制教师的年度总结、聘期评价、转入评价和晋升评价标准；明确对转入和晋升评价采用严

格的国际同行评审制度，参照国际学术标准进行评判；从教师任现职以来在教学、科研和公

共服务三方面的工作表现和业绩以及职业操守方面进行考量，完成教师预聘制的制度内涵

建设。

对按照《重庆大学新聘专任教师实施办法（试行）》（重大校〔２０１１〕３７７号）新聘的青年

教师，制定了《重庆大学新聘专任教师聘期考评办法（试行）》文件草案，已通过人才引进工

作小组会议审议待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办法中规范了新聘青年教师的聘期工作总结及转

入评价标准；明确了考核的内容与依据，通过合同聘用制度和规范严格的转入评价管理办

法，以培养和留下一批具备良好的教师素养和职业能力、有较好的学术潜力和学术表现、具

备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承担国家研究项目能力的优秀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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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制度工作】

１．职称评审工作

为深化推进学术内涵评价的指导思想，２０１４年职称评聘中采取不下达评聘指标的举措，

一方面畅通教师晋升渠道，使更多优秀的教师能够脱颖而出，积极投入学校高质量的人才培

养、高水准的科学研究中，另一方面也逐步树立坚持标准、内涵发展的良好风气，引导教师用

心教书育人、发展学术，促进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２０１４年共评出正高职４６人，副高职１０９

人。

２．职级评审工作

为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建设一支稳定、高效的管理队伍，根据《一般管理岗位晋

升聘用实施办法》，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开展了一般管理岗位晋升聘用工作，共聘用９８位同志高

一级一般管理岗位，其中正处级职员９人、副处级职员４０人、正科级职员４人、副科级职员

４５人。

３．工人技师评聘

２０１４年学校制定了《工人技师和高级技师评聘管理暂行办法》文件，明确了岗位设置原

则和评审原则，规范了评审时间、条件、程序、聘后管理和待遇，纳入了一个制度化、正常化评

审体系。为加强工人技术保障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技术工人技能作用，积极为学校建设作贡

献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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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岗酬按时发放到教职工手中，并根据学

校第五轮设岗聘任总体思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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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２０１４年２月执行。

２．津补贴发放工作

参照重庆市高校发放健康休养费，进一步提高离退休人员生活待遇。

【考核评价工作】

根据学校第五轮设岗聘任方案，制定《重庆大学部处及直属单位考核评价实施细则》、建

立了以服务对象为导向的部处及直属单位考评体系。

根据学校第五轮设岗聘任方案和相关考核文件，开展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度二级单位考

核工作，分别对２８个学院、４０个部处及直属单位、４个学部办公室、８个科研机构、３个附属

单位、５个企业化运作单位及３个其他单位进行了分类考核，有效贯彻了学校以考评促发展

的指导思想。本学年度津贴Ｃ共计发放５４６７万。

教师节表彰中，重点表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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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项，个人表彰１５８人次。其中集体记特等功１０项，集体记大功４９项，集体记功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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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集体表彰６９项；个人记大功１０人次，个人记功２８人次，个人表彰１１９人次，特别表彰１

人次。

【人事管理工作】

根据重庆市学校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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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人，延长退休３３人。做好６９名内退待聘人员、自谋职业人员和４７６

名临时聘用人员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重视保密工作，做好各类信访接待，维护学校稳定。

【社会保险参保工作】

有效完成各类合同聘用制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相关工作，２０１４年共为２８６名专任教师、年

薪制人员、合同聘用制人员购买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根据重庆市相关规定和

学校校长办公会决定，学校从１１月份起开始为编制内人员购买生育保险。人事处对事业编

制人员社保数据进行了清理和核对，为符合条件的４０００余名编制内教职工购买了生育保

险。

【人员机构变动】

１．人员变化情况

全年新进在编１２人，百人计划３０人，聘任制专任教师８７人，以合同聘用制补充非教师

岗位管理、教辅人员１１４人，人才派遣转入事业编制５５人，以人才派遣方式安置退役士兵５

人。共为１７７人办理转正定级手续。校内调动２８人，减员２５７人，其中退休２０４人，在职死

亡５人，调出７人，辞职１７人，辞退开除３６人，合同到期１人。

２．机构变动情况

增设、调整以下机构：

２０１４年３月：成立“汽车工程学院”。

２０１４年４月：成立“重庆大学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

２０１４年５月：撤销文理学部，成立理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学部。

２０１４年７月：全校调整行政机构（见文件）

（注：２０１４年７月后，机构职能划归发展规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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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４年学校人员分布状况

【人员结构分布情况】

从业人

员合计

在册正式工作人员

合计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在管理岗位的
工勤人员

８２９３ ５２６９ １２０９ ３８５１ ４８４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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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５１ ９５９ ７０４ ７１１ ６００ ５１０ ３６７

其中在管理岗位 ４８４ ５１ ７８ １０９ １２１ ８２ ４３

管理人员 １２０９ ３５１ １２０ ２１２ ２３３ １８６ １０７

工勤人员 ６９３ １７６ ２７ ５６ ９７ １２６ ２１１

合计 ５２６９ １４３５ ７７３ ８７０ ８０９ ７４０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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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６９ ３０２１ １７３３ １２０４ ４１５ ６２９

比例％ ＼ ５７．３％ ３２．９％ ２２．９％ ７．９％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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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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４ ２４ ７３ １１９ １８４ １５６ １５８

副高职 １２６３ ２６１ ２９０ ２２４ ２０５ １６９ １１４

中　职 １５８４ ５０４ ３２７ ３５１ １８８ １５１ ６３

其　他 ２９０ １７０ １４ １７ ２３ ３４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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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５１ ２７５９ １６４９ ８５７ １６８ ６７

比列 ＼ ７１．６％ ４２．８％ ２２．３％ ４．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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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５１ ９５９ ７０４ ７１１ ６００ ５１０ ３６７

教学人员 ３００６ ８３０ ６０８ ５４８ ４１３ ３４６ ２６１

科学研究人员 １４７ ２４ ２７ ２１ ３８ ２２ １５

工程技术人员 ４０３ ５０ ３７ ８３ ８４ ７９ ７０

其他人员 ２９５ ５５ ３２ ５９ ６５ ６３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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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专家、学者情况

【工程院院士（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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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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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程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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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工程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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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人）】

通信学院：　 杨士中 机械学院：刘　飞

党委办公室：祝家麟（退休） 机械学院：梁锡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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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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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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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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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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经济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姚树洁

岩土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楚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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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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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人）】

资环学院：李晓红　　　　　　　　　　　 电气学院：廖瑞金

经管学院：张宗益　　　　　　　　　　　 材料学院：刘　庆　　　

材料学院：潘复生　　　　　　　　　　　 资环学院：杨春和

机械学院：王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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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学院：李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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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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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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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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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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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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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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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卫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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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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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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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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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获得者

数学与统计学院龚劬等：面向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构建“认知、体验、探索”一体的数学

实践教学体系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任宏等：面向建设工程全寿命期执业能力的工程管理专业教学

体系

软件学院文俊浩等：构建渐进性阶梯式工程实践教学体系，造就实用型软件工程创新人才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教务处杨丹等：面向“因材施学”的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的探索与实践

２．２０１３年度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先进金属结构材料基础研究及工程应用团队

３．全职引进院士

土木工程学院等

４．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引进成功

数学与统计学院、航空航天学院、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５．２０１３年度获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院齐爱民等：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二、集体记大功

１．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重庆大学排名第三）

电气工程学院蒋兴良等：电网大范围冰冻灾害预防与治理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

２．２０１３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尹光志等：多尺度多场耦合条件下煤矿动力灾害试验系统研制与

应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潘复生等：（内部公告）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家序等：高可靠精密驱动机构与高端装备集成系统

３．２０１３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建筑城规学院赵万民等：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规划理论、方法与技术

４．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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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学院唐炬等：气体绝缘电气设备状态监测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５．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

数学与统计学院龚劬等：面向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构建“研究型”数学实践教学体系

数学与统计学院叶仲泉等：大学数学系列课程教学的综合改革与实践

机械工程学院易树平等：《基础工业工程》（教材）

机械工程学院王时龙等：机械类高水平本科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建筑城规学院赵万民等：山地建筑、规划、景园、技术“四位一体”学科融合与教学体系创

新与实践

土木工程学院张永兴、阴可等：土木工程本科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任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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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工程学院曾孝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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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学院文俊浩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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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张宗益、张云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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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郑小林等：构建复合型实践体系，促进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教务处杨丹等：以学生自我培养为核心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６．２０１３年度获准教育部创新团队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非常规天然气高效开发与利用团队

７．２０１３年度获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电气工程学院、动力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电气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８．２０１３年度入选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本科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冶金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通信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自动化学院：自动化

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９．２０１４年度获准国家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航空航天学院：航空工程

继续教育学院：教育

１０．２０１３年度获准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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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实验

化学化工学院：大学化学

机械工程学院：工程制图（Ⅱ）、机械原理、机械基础实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土木工程材料

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物理

计算机学院：Ｊａｖａ程序设计、互联网及其应用

法学院：经济法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调查

１１．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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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旭等：三维透射电子显微镜

航空航天学院彭向和等：超硬纳米多层膜微结构与力学性能及其优化

光电工程学院温志渝等：基于ＭＯＥＭＳ集成扫描光栅微镜的微型近红外光谱仪

１２．获准国拨经费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

电气工程学院廖瑞金等：高电压输配电装备安全理论与技术（二期）

ＩＣＴ研究中心王珏等：微纳结构超微分辨计算机三维成像分析仪开发应用

机械工程学院谢志江等：ＪＧ２０１４０１６

１３．２０１４年度获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外国语学院辜向东等：基于证据的四六级、雅思、托福考试效度对比研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邵兵家等：网络零售商无缺陷退货政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机理

研究

１４．２０１３年度获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公共管理学院刘渝琳等：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研究

１５．成功举办影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第六届建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

１６．继续教育学院

重庆大学被批准为第四批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三、集体记功

１．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得者（重庆大学排名第二）

自动化学院郭平等：工科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政产学研用”合作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２．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获得者

物理学院韩忠等：建设立体化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资源，提高本科生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化学化工学院陈昌国等：现代基础化学系列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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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白晨光等：冶金产业转型背景下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核心课程建设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刘庆等：材料类本科创新型人才个性化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土木工程学院姚刚等：《土木工程施工》（教材）

计算机学院曾一等：计算机公共基础系列课程分层分级分类教学改革与实践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刘星等：加强创新实践教育，培养高素质本科经济管理人才

党委学生工作部肖铁岩等：构建“三合一”形势与政策课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大学生思政

教育实效性创新与实践

继续教育学院罗晓梅等：重构“政企校”合作模式，发展高层次继续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３．２０１３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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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０１４年度重庆市重点学科通过优秀评估

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

物理学院：物理学

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学（共建）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共建）

公共管理学院：理论经济学、公共管理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

艺术学院：美术学、设计学

美视电影学院：戏剧与影视学

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共建）

动力工程学院：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核科学与技术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矿业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

航空航天学院：力学

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

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共建）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共建）、环境科学与工程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共建）

光电工程学院：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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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共建）

软件学院：软件工程（共建）

法学院：法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共建）

５．２０１３年度获准重庆市第三批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

艺术学院：摄影艺术研究

电影学院：电影学原理

机械工程学院：齿轮啮合原理

通信工程学院：数字图像处理与识别

计算机学院：算法分析与设计

法学院：国际法学

６．２０１３年度获准教育部来华留学生英语授课品牌课程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可持续建筑环境

７．２０１３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

光电工程学院李平等：磁致复合效应换能／传感器及致动器基础研究

８．２０１３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

自动化学院孙跃等：高效多自由度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及装置

９．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

计算机学院肖迪等：数字混沌密码体制构建与关键算法研究

１０．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获得者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郑怀礼等：系列新型高效低耗水处理剂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１１．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

机械工程学院王时龙等：重庆市汽摩和装备制造业数字化关键技术及集成应用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张智等：高盐高氮磷高浓度榨菜废水治理关键技术与应用

１２．２０１３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重庆大学排名第二）

光电工程学院朱涛等：光纤波导微结构的传感机理与方法研究

１３．２０１３年度获准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化学化工学院：洁净能源与资源利用化工过程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性能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美重庆大学帕克国际联合研发中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中－欧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质量保障国际联合研发中心

１４．２０１３年度获准重庆市精品资源共享课

建筑城规学院：房屋建筑学、建筑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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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Ｗｅｂ开发技术　

１５．２０１３年度获准重庆市“三特行动计划”本科专业

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动力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采矿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冶金工程

建筑城规学院：风景园林　

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工程管理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１６．获准国拨经费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

化学化工学院魏子栋等：贵金属完全替代电催化剂的结构设计与催化活性及耐久性研

究（Ⅱ）

化学化工学院胡玉梅等：氯化钠电解过程节能的电催化与反应工程基础（Ⅱ）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刘洪英等：基层医生数字终端产品开发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王伯初等：脑出血后血肿应力对“豆纹动脉神经复合体”结构与

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王贵学等：血管支架植入后力学环境变化影响血管支架内再狭

窄和晚期血栓形成的机制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张泽等：家蚕受驯化和人工选择影响的功能基因组研究

电气工程学院何为等：血流动力—血管偶联损伤机制在高血压脑出血发病中的作用及

豆纹动脉破裂特异性影像学预警征象研究

电气工程学院廖瑞金等：交直流特高压输电系统电磁与绝缘特性的基础问题研究（Ⅱ）

机械工程学院黄忠全等：基层装备功能需求及应用评价系统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李聪波等：机床产品机械加工制造系统能效优化提升技术及应用

机械工程学院张根保等：精密机床主轴高效、柔性加工生产线

机械工程学院张根保等：中高档国产数控磨床可靠性规模化提升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张根保等：万台数控机床配套国产数控系统应用工程

动力工程学院朱恂等：基于物料品质调控的高温熔渣余热回收能质传输机理（Ⅱ）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卢义玉等：二氧化碳强化页岩气开采的关键技术及安全评估方法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袁兴中等：三峡库区小江汉丰湖流域水环墙综合防治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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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辜敏等：二氧化碳与页岩气竞争吸附动力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刘庆等：汽车用铝合金板材加工和焊接关键技术联合研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周杰等：大飞机关键构件成型共性技术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张志清等：新型轻质高性能铝锂合金工业化制备与应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陈泽军等：铝／钛／镁层状结构复合材料制备技术研究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秦大同等：重载突变工况的高效动力传递原理及自适应控制

方法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兵奎等：大型桥式起重设备齿轮传动装置轻量化及降噪技

术研究

建筑城规学院颜文涛等：南方山地城市低碳住区规划设计技术研究

建筑城规学院杜春兰等：山地传统民居文化空间利用更新与物理环境优化关键技术与

示范

土木工程学院周小平等：深部复合地层ＴＢＭ破岩机理及可掘性评价方法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张智等：滇池环湖截污治污体系联合运用关键技术及工程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叶姜瑜等：三峡库区小江汉丰湖流域水环境综合防治与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翟俊等：西部小城镇分散式污水生态处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工

程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吉方英等：城市污水处理厂节能降耗稳定运行技术集成研究

与示范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曾晓岚等：环湖农村农业污水高效收集途径及关键技术研究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梁建军等：西部农村分散式污水生态处理和农业利用技术与

工程示范

自动化学院宋永端等：新能源电力系统先进控制理论

机械工程学院宋代平等：ＪＧ２０１３０２８

光电工程学院温志渝等：ＪＧ２０１４００６

光电工程学院朱永等：ＪＧ２０１３０４８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詹涵菁等：ＪＧ２０１４０２９

１７．国际学院

重庆大学入选教育部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

四、个人记大功

１．２０１３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入选者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蔡开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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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１３年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动力工程学院：朱　恂

土木工程学院：周小平

３．国家第一批“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入选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潘复生

４．国家第一批“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入选者

通信工程学学院：曾孝平

５．２０１３年度“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入选者

电气工程学院：廖瑞金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卢义玉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何　强

６．２０１３年度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入选者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卢义玉

７．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重庆大学排名第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钱觉时：混凝土裂缝分龄期防治新材料和新技术及其应用

五、个人记功

１．２０１３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获得者及指导教师

电气工程学院：谢颜斌（指导教师唐炬）

２．２０１４年度重庆市第二批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姚树洁

３．第五批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航空航天学院：唐　山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朱　峰

４．２０１３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化学化工学院：范　兴、李凌杰

公共管理学院：胡　洁

新闻学院：张小强

机械工程学院：曹华军、董小闵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李卫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吕学伟

土木工程学院：刘界鹏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刘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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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工程学院：陈　刚

计算机学院：吴剀稢、张太平

５．重庆市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特支计划入选者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冉光和

６．重庆市首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入选者

化学化工学院：陶长元

生命科学学院：张　泽

机械工程学院：朱才朝

７．重庆市首批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

机械工程学院：汤宝平

８．重庆市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

电气工程学院：杜　雄

９．２０１４年度重庆市百名工程技术高端人才入选者

电气工程学院：李　剑

化学化工学院：刘作华

１０．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郭早阳

１１．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表演银奖

艺术学院：赵　倩

１２．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获得者

出版社有限公司：梁　涛

六、集体表彰

１．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获得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沈骏等：镁合金焊接接头微观组织控制及性能强化机理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徐中明等：车辆振动舒适性基础问题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王伯初等：黄酮及其金属配合物多靶点多途径治疗复杂性疾病

的机制研究

２．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获得者

建筑城规学院赵万民等：巴渝历史城镇保护规划关键技术及应用

机械工程学院鄢萍等：重庆市物联网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３．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三等奖获得者

数学与统计学院钟波等：探索本硕随机数学对接教学模式提升工科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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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欧玲等：通识教育背景下创新型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探索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姜德义等：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矿业类专业创新性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法学院宋宗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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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团委陈科等：基于市场、社会与学校资源整合的“六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

教务处曾佐伶等：“五位一体”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４．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电气工程学院：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外国语学院：被评为重庆市十佳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

艺术学院：获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组委会特别奖；获第十届全国舞蹈比

赛群舞组文化舞蹈节目优秀表演奖等

党委宣传部：２０１３年度舆情信息工作获中宣部表扬

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重庆大学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５０所

典型经验高校

校团委：被评为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

人事处：被评为２０１３年度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综合评价先进单位

国内合作办公室：重庆大学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为定点扶贫先进集体

出版社有限公司：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获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５．学校先进集体

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系

物理学院物理系

化学化工学院行政办公室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生命科学学院综合办公室

公共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艺术学院中国画系

新闻学院教务办公室

体育学院一系

美视电影学院办公室

电气工程学院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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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汽车工程系

动力工程学院热能工程系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采矿工程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建筑材料工程系

航空航天学院办公室

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土木工程学院岩土工程研究所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水科学与工程系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财务管理系

光电工程学院行政办公室

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工程系

自动化学院学生办公室

计算机学院信息技术系

软件学院应用软件系

法学院公法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市场学系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人事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

教务处培养科

党委学生工作部就业指导中心

社科处期刊社《高等建筑教育》编辑部

保卫部（处）虎溪校区保卫办公室

计划财务处综合管理科

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公房地产科

离退休工作处行政办公室

虎溪校区管理委员会学生工作办公室

虎溪校区建设工程指挥部工程部

图书馆办公室

档案馆管理利用部

后勤集团物业中心

出版社教材营销部

科技企业集团重庆林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校医院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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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一所

继续教育学院院办公室

校友工作办公室综合管理科

工程学部办公室

七、个人表彰

１．全国模范教师：温志渝

２．重庆市优秀教师：张　梅

３．重庆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王时龙

４．２０１４年度重庆大学伯乐奖获得者：周雒维　王远亮

５．２０１４年度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孝平

６．２０１４年度重庆大学十佳优秀青年教师

陈纯荣　　吴小志　　杨丰庆　　李　佳（公共管理学院）　　张金若　 杨丽君

闫云飞　　柴宏祥　　夏云霓　　黄　鸿

７．２０１４年度学校教学工作优秀教师

李小辉　　龙　勇　　万朝均　　李晓秋　　严兴春　　何光辉　　曾代敏

颜　芳 柳　玲 万　玲

８．２０１４年度十佳中层干部

王　琰 李英民 张　毅（校医院） 张云怀 张邦辉 周雒维

郑恒毅 秦　岚 彭　岚 蔡珍红

９．２０１４年度重庆市普通高校本科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奖者

马　乐 张起辉 陈毅强

１０．学校先进工作者（１１９人）

冯　梅 刘永刚 龚宪生 李聪波 曹华军 严兴春 向章婷

胡　凯 龙莉莉 江　岸 王少明 向　红 冯文江 蔡维力

田逢春 陈　熙 徐　健 王金星 刘莹莹 苏　竹 林腾蛟

王彰红 魏群义 贾红莲 金淑雅 舒永录 刘琼荪 蒋燕来

吕　进 符　晟 陈效华 甘孟瑜 陈　蓉 包　健 徐细雄

辛清泉 徐鸿雁 伍　玲 谢璧如 邹东升 魏　媛 王玉琴

马跃峰 杨真静 李泽新 王中德 蔡　斌 秦　昕 毛　金

潘金怀 何章伍 智　川 廖传志 刘兰英 唐　华 赵长春

潘小俊 吴语强 庞金侠 陈以富 刘　畅 陈　玲 万光伟

申建军 黄丹丹 刘朝霞 余　华 龙　毅 刘海升 徐志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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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惟卫 张志劲 侯长军 胡宗利 李　加 杨学庆 肖　波

康　明 许　明 周小群 何凤麟 袁凡宁 任茂智 王朕思

李永毅 张文静 刘　萍 姜永东 司　鹄 戚　序 蒲永红

李　振 马　骥 孙江林 陈雪婷 王　虹 王　策 邓钊力

孙　? 李　彦 张建平 金建增 赵深艳 黄　璐 程　夷

张　雄（弘深学院） 张　勤（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李　燕（图书馆） 王　辉（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王　艳（后勤集团） 刘　艳（光电工程学院）

刘　静（后勤集团） 赵　霞（电气工程学院）

徐　静（艺术学院） 陈　伟（土木工程学院）

王　萍（外国语学院） 韩　军（土木工程学院）

石　磊（社会科学研究处） 余　涛（党委学生工作部）

１１．学校工作三十年（１３７人）

吴　渝 陈仁伟 杜　莉 李相林 童　华 吴永红 薛　曲

黄　剑 王伟莉 喻　敏 朱滨唯 马强慧 胡　婕 韩　平

袁　红 何春洪 钟　波 王汉明 李泽新 蔡珍红 陈红兵

王俊才 杜卫东 丁　宇 杨正书 司　鹄 魏矿灵 陈登福

周　正 印　勇 谢昭莉 盛朝强 曹　渊 文光华 邓仕伦

钟树生 杨渝晴 顾红男 卿晓霞 李模琴 陈孝坚 管昌馀

廖天平 王忠林 刘云宏 贾　曼 刘明宇 陈玉安 吕凤林

田逢春 王春秀 高　松 郭开元 龙　周 袁小蓓 许小静

肖庆年 李小宁 黄少雄 邓蜀阳 易至全 唐　萍 李于玫

庞金侠 梁　红 蓝　红 王　冰 高成学 于　今 王主丁

艾　冰 崔　茜 周程强 叶　力 陈小强 陈　綦 王嘉陵

刘清才 李红梅 江　淼 韩　萍 蒲勇健 施毛弟 唐治德

何　涛 陈四清 刘丽英 杨贵渝 周万斌 朱万忠 邹光弟

夏　艳 方延洪 赵永岚 姚永平 蔡以强 李以农 周扬俊

郑　玲 袁兴中 叶姜瑜 杨　幸 吕　屏 张瑞铭 周冠军

秦大同 夏晓玲 许世虎 李红东 谭　华 侯绍富 肖　智

杨友成 田玉学 杨传霞 王小勇 谢　兵 吴　红 曹志群

肖志祥 伍俊良 于光磊 叶仲泉 王克金 李　玲（后勤集团）

李　华（发展研究中心） 张　燕（科技企业集团）

李　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廖　强（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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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鹏（继续教育学院） 刘　霞（土木工程学院）

刘　红（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韩　军（建筑设计院）

黄　勇（软件学院） 周　晓（出版社）

杨　宇（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青家龙

八、特别表彰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蒲清平被教育部思政司评为２０１３年度全国“十佳年度优秀辅

导员”。

（马　骥）

离退休工作

【综述】

截止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学校有离退休人员３９８２人。其中，离休干部６６人，党员１３７５人。

本年度，离退休工作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基础上，巩固和拓展

党的群众教育路线实践活动成果，结合离退休工作实际，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组织

建设、阵地建设、改进工作作风、转变服务观念、树立养老理念，强化两级管理的作用，促进和

谐发展，为老同志幸福晚年生活提供帮助。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初具成效。建立处班子成员在 ＡＢＣ三校区办公点定期接

待老同志制度；健全片区责任制和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请校医院开展老年节义诊咨询和健

康知识讲座活动；协调学校相关部门在四个校区增加休闲和运动设施；配合保卫处就学校新

门禁系统向老同志进行解释说明；开展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工作建设，为高龄空巢老人居家养

老帮困解难。

成立虎溪花园行政小组，完善了离退休工作在新校区的组织载体；对３８个党支部进行

广泛深入调研和换届，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党支部建设。协助组织部做好老干部在社会团体

兼职的清理摸底工作。与法学院团委青协举办主题为“关心退休教师，关注两会形势”的交

流会。组织９名入党５０周年老党员参加“红心向党，共筑梦想”为主题的座谈会，共同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３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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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教育部社科项目在研中，已撰写论文１篇；重庆大学党建研究项目《高校党代表

发挥作用机制研究》结题获评审优秀，公开发表论文共３篇。

【离退休服务管理工作】

高度重视并加强“双高期”离休干部的养老服务工作，组织离休干部“迎新春团拜”和

“庆国庆·话重阳”活动。“重庆大学居家养老紧急救助中心”于６月正式投入使用。目前

已为４２名离休干部配备了紧急呼叫器，离退休处实行领导带班、全体工作人员轮流值班的

制度，为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提供了有力保障。

重要节日组织慰问老同志１７０多人次，全年看望生病住院病人９５０余人次，职工去世和

职工直系亲属去世慰问家属共１００多人次，共发放慰问金近２０万元。全年发放高龄补贴

４３００余人次约１６８万余元。全年重大疾病帮困基金补助２９０余人次约９５万余元，帮困基金

补助１２６余人次约１７万元。夕阳红爱心志愿者社团目前有志愿者１８４名，支持开展结对帮

扶、电子课堂、法律和心理咨询等项目，为学校各类老同志群体提供有效帮助。大力宣传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逐渐形成了

节约简朴、生态安葬的良好风气。

【落实离退休人员待遇】

根据渝委组〔２０１４〕１４号文件精神及时调整离休干部护理费标准。按照渝委老〔２０１４〕

７０号文件精神，对我校部分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退休干部的生活补贴标准进行了提高。

落实渝委老〔２０１４〕７１号文件精神，最终确定１８位同志为１９５０年２月１日至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

日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符合文件规定条件的人员，享受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老干部扩面

的政治生活待遇。结合实际情况参照重庆市标准（离休干部７０００元／年·人，退休人员５０００

元／年·人）发放离退休人员健康疗养费。

【开展适合离退休人员的各项活动】

在全校离退休老同志中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选表彰２８名夕阳红“文

明老人”；组织３０００余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趣味游园活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健康养老咨

询、夕阳红志愿者招募、个人礼品、活动奖品发放等活动；在民主湖报告厅召开“金秋敬老祝

寿大会”，为２０１４年年满１００、９０、８０、７０周岁的２０９位老同志祝寿；举办“情系老同志、关爱

进校园”主题活动，邀请２０家高中档的养老机构到学校与老同志面对面交流，华龙网、大渝

网、网易、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日报六家新闻媒体以及重大新闻中心到现场进行采访报

道，在重庆高校引起反响，推荐会后有２００余人次的老同志电话咨询或到养老机构参观体

验；离退休处将养老机构信息印制成册，向全校老同志发放，并积极为老同志入住养老机构

争取优惠条件。

【发挥离退休人员作用】

老年体协开办了太极拳培训班，得到了老同志和在职人员的积极响应，在第十七届老干

·８８１·

人事工作




部竞技麻将比赛中获得了团体第一名；排球重庆市比赛女子第一名；高教老协与老科协联合

申报“重庆大学养老服务体系及养老机构的探讨”课题顺利结题，承办“中俄指挥家合唱艺

术交流会”；老科协完成了两项市科委软科学项目，对外合作了三个项目；诗书画院为庆祝校

庆８５周年和建院３０周年出版了一册诗书画影专辑，出版１０期５０版次宣传橱窗，“歌乐吟”

诗刊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老年合唱团与教工合唱团一同举办了２０１４年新年音乐会。关工

委获“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重庆市高校关心下一代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奖”，对３２名学生进行了资

助奖励。老年大学现有学员２０４人，新开设了书法班、葫芦丝班。职教中心按照学校规定停

止招收自考生，目前尚有在校学生５００余人，教学秩序良好。

【加强离退休工作队伍建设】

本年度新进员工２人，分别负责离休干部和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使学校离退休工

作队伍更加年轻化。设立电子信箱、意见箱等多种形式收集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和纠正干

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召开离退休干部信息库建设专题会议，为二级单位离退休兼职人

员作建设离退休干部信息库的目的、意义及作用，录入数据的人员范围和工作纪律等方面培

训。２０１４年底已基本完成现有符合条件的离退休干部的信息录入工作，为后期不断完善离

退休干部信息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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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学科技园

【综述】

２０１４年是科技园的建设年，科技园办公室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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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做好服务师生创业、实践，促进学校科技项目

孵化、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上，力争在各项工作中能做出亮点、做出新意，从而促进科技园各

项工作不断推进和发展，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基本概况】

１．园区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

２０１４年底，科技园共有入园企业３１１家，新入园企业２８家，孵化团队１５个，孵化出园企

业７家，科技园在园企业实现销售收入４２．１亿元，入库税收３．９２亿元。园区企业转化科技

成果２０项，其中以重大优势学科高电压、ＣＩＭＳ、机械电子、新材料以规划及设计为主的成果

占绝大多数。

本年度，科技园为在孵化企业进行各类培训达２０家次，先后为１５０余家企业进行了创

业咨询培训、融资对接等服务，根据初步统计，本年度内园区内企业获得各类资金补助达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科技园平台功能日益显现。

２．进一步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引进、孵化工作

教育部、科技部对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的绩效评估，是对大学科技园近三年的自身建设及

孵化绩效的一次全面的评价，对科技园的未来发展具有导向性的意义，一年来，按照两部颁

发的《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的指标和要求，对部分不符合评估要求的企业进行

了调整和搬迁。同时引入了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过努力，目前园内符合评估条件的在孵

企业已达６９家，其中新引进企业２８家；全面梳理和补充了科技园各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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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一步完善其他

相关材料的归类及准备工作。

３．主孵化楼部分公共区域修缮、改造工作完成，大学科技园精品孵化区打造雏形初现

Ａ区学生五公寓自修建以来未进行过整体维修，许多设施已严重老化，甚至带来较大安

全隐患。鉴于此，我们对一楼大厅及过道部分公共环境进行了必要的修缮、改造，一改以往

的杂乱、陈旧面貌，为园区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优良的办公环境。目前，主孵化楼入住企业

５６家，出租率达９２％以上。进一步优化了功能布局、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积极争取国家、

市、区各级政府政策，把１－３自然层６６００平方米科技园核心孵化区打造成科技园精品孵化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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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运用和建设好三个国家级平台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大学生创业基地，创造逐步完善

和规范的技术转移、成果推广及科技创业服务体系

目前科技园拥有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大学生创业基地三个国家级平台，下一步，将利用

这三个国家级创业平台，按照其不同的功能定位，形成完善和规范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逐

步完善和优化科技园技术转移、成果推广的协调机制，从小微科技企业的培育孵化到大学生

科技创业的扶持形成了完整的创新、创业服务链。

５．科技园小微科技企业孵化基地如期建成并投入运营，并通过了市级微型企业孵化园认定

为给师生创新、创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促进学校成果转化，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给

予相应资金支持，在科技园创建科技型小微企业孵化基地，专门用于孵化和引进科技型小微

企业。目前装修已基本竣工，部分已投入试运营。为此将国家和地方针对微企的政策成功

引入大学科技园同时满足国家要求。为学校师生创业提供更加舒适的硬件环境及更为全面

的创业优惠政策。与此同时，申报的“市级微型企业孵化园”，目前已获得重庆市相关部门审

批通过。

６．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强化管理的规范与创新

为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办公室坚持不断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坚决贯彻“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所有重点事项均由办公会讨论通过决定。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管理的

规范与创新，以支撑师生创业实践、促进学校科技项目孵化、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学校优势学

科发展为工作目标。

【其他工作】

与沙坪坝区科委、沙坪坝区创新生产力中心开展了全面的战略合作，以重大科技园为理

事长单位的沙坪坝区科技创业孵化联盟的成立正在筹备，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王永宁　王海艳　 陈　瑜）

产业办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在学校党委、行政领导下，资产公司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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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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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建设】

全面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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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的改制工作；清理企业往来账款，规范往来账款的明细核算；帮助企业完

善项目核算和固定资产台账；明确有关房产、车辆的权属问题；清理了设计院的分支机构，控

制了潜在风险。

完成了远兴科技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工作，将重庆大学持有的重庆重大远兴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４９％的股权无偿划转至资产公司；启动了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持有的重庆蔚源

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和重庆大学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振华重大科技股权

的转让工作；帮助重庆真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启动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拟引进中物功

能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预计可引进战略投资近２１００万元。

【内控制度建设】

制订了《重庆大学校办企业会计委派考核实施细则》，加强了对委派会计的日常管理；为

加强校办企业资金管理，出台《重庆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结算中心管理办法（试

行）》；建立起内部结算中心，逐步有效地监控各企业的经营运作，尤其是资金运作；继续实施

了统一企业年报审计；资产公司仔细研究落实审计报告和管理建议书，督促企业整改，会计

核算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参照学校中层干部年度考核办法，出台校办企业负责人年度考

核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监督约束机制。

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的工作部署，组织实施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工作，完成２６家校

办企业产权登记的电子填报及纸质申报工作。根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

行办法》及《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直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规程（暂行）》的规定，建立企

业国有资产处置和审批的相关流程，规范了企业国有资产的基础信息管理。

【历史遗留问题清理】

完成学林宾馆无偿划转回学校的工作，解决了学林宾馆土地被市政和重大花园占用留

下的遗留问题，免征了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税费达１０００万元；配合后勤管理处研究解决了

学涯驾校面临的困难；完成了市政公司、白蚁防治研究所、装饰公司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税

务及工商注销工作；启动了超越结构公司、建培公司等企业的清算注销。

（贾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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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出版社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坚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面对传统出版业的疲软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出版社适时调整发

展思路，提高教材和图书的市场竞争力，加大争取国家资助的力度，积极拓展数字出版业务。

通过全社职工的努力，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出版社始终注意把握出版社的出版方向，为提高职工的政治意识和业务水平，我们特别

邀请王蒙先生主题讲座“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杨清明教授主题讲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组织全体编校人员到重庆出版集团参加业务学习“出版物中应注意的民族宗教政

策”，开展了关于“双重大选题”的编校人员培训。

【抓重点图书和学术著作的出版，组织申报国家和重庆市的政府资助项目 】

２０１４年我社有１个项目通过国家出版基金的终评，４个项目被增补为 “十二五’国家重

点出版规划”，“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增加到１１个。《长江三峡天然药用植物志》、《长

江三峡古代图文砖集萃》、《白鹤梁题刻整理与研究》等３种（套）书获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

资助１０７万元。《西南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社会适应性研究》和《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

两个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２２万元 。图书《无限事》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坚持教材与市场图书共同发展，提高竞争能力】

经过几年的努力，出版社在大中专教材，中小学教材和教辅，市场图书三个方面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在大中专教材方面，强调品牌，强调质量，注重教材的数字资源化，对于中小学

教材，特别是课标教材，强调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实践，找出问题，及时修订，站稳市场。

２０１４年全年申报教材选题７４４种，比２０１３年的５６８种增长３１％。有１０３种教材被评为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９种教材被评为“十二五”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小学英语

和高中英语国家课标教材继续完成相关的修订工作。一批重点教材和品牌教材不断修订再

版，全年修订版教材１４５种，同比增长６１％；年销售超过１００万元的系列教材品种数达到２０

套，品牌教材的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

与重庆房地产学院等５所院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投标等方式，承担了云南工业技

师学院等１０余所学校１００多种教材的出版任务，使出版社的影响不断在全国扩大。

市场图书方面，调整战略发展方向，由过去过多的依赖两个合资公司到出版社自己做，

年初成立北京工作室，特别注重板块的重要性，找出适合市场需要及符合出版社发展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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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市场图书获得可喜的成绩，销售码洋比去年增加１０００多万，６种图书当年销售量超过１

万册，其中２中超过２万册。在万卷方法，心理咨询，文化生活等方面形成了读者公认的版

块。

【数字出版，成效显著】

我社数字出版工作继续得到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庆市文化委的大力支

持：“开放式职业技术教育云服务平台及应用示范”获得财政部、教育部数字出版资金６００

万。“数字化教育出版内容投送及运营平台”获重庆市文化委２０１４年数字出版发展专项资

金２０万元。我社入选重庆市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开放式职业技术教育云服务平台及

应用示范”、“进城务工知识与技能培训网”进入２０１４年新闻出版项目金融推介目录。

充分利用国家的投入，加快数字出版的步伐。一方面，要求迪帕公司尽快拿出发展计

划，充分利用出版社的优势，做职教的课程资源；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支撑

纸质拳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小学英语》系列、《高中英语》系列进行了深度的数字化支

撑，包括网站、光盘、磁带、点读笔等多种形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对

所有教材要求配套基本数字化教学资源，提升了教材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市场营销工作稳步发展 】

大中专教材在去年较大增长的基础上今年继续有所增长。一是继续在重点区域、重点

学校、重点项目上下功夫，注意建立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做大做强出版社重点套系和重点

教材，不断扩大品牌教材的市场影响力；二是继续在战略合作学校中寻找机会，探索教材出

版和推广新的模式。

市场图书稳定健康发展。渠道专业化试点初具成效，试点区域图书销售稳步增长。６种

图书当年零售销量超过１万册，其中２种超过２万册。网络销售持续增长，新增出版社天猫

旗舰店，今年重点解决了网络店配书环节的衔接问题、差错问题。京东、当当、亚马逊三大网

络销售增长超过３０％，高于其自身增长率。

全年出版图书１５７２种，出版的新书、再版书、重印书为历年之最；图书和教材发行码洋

２．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０％，销售码洋２．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０％；销售回款突破１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利润总额２３０７万元，同比增长３．８％；数字出版收入７７９万元，同比增长３０％。

（张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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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院

【综述】

建筑设计研究院作为学校的企业，肩负着为相关学科服好务并做大做强的重任。在学

校党政的领导下，２０１４年以企业改制为契机，提高质量、内涵发展为年度工作重点，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

【企业改制工作】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２０１４年进行了企业改制工作。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改

制基准日，时限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完成。在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校资产经营公司的指导配

合下，制定改制方案并征求职工意见后报学校审核并报教育部和财政部审批。制定了清产

核资工作实施方案，并组织账务清理、资产清查。由学校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清产核资和专项

财务审计。清产核资结果由学校审核后报教育部和财政部审批并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企业

整体资产进行评估，由学校审核后报教育部（财务司）备案。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４日办理完成

了改制更名工商注册登记。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从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

公司，更名为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并将注册资本从８００万元增资为２０００万

元。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结果显示：作为学校的国有独资企业，所有者权益超过亿元。

【生产经营管理】

在宏观经济形势和设计市场调整的大环境条件下，国内多数设计类企业收入出现明显

下滑。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承担了一些有影响的大中型复杂项目和灾后重建项目，特别是

医疗类等公共建筑。竭尽全力抓项目，保生产，增收节支，励行节约，提高经济效益。今年院

总产值毛收入７０００多万元。年上交学校资源占用费５００多万元。交纳财政部国有资产收

益１３０多万元，营业税４００多万元，企业所得税２００多万元，同时企业所有者权益有所增长。

【质量与财务管理】

建筑设计院十分重视技术质量控制。严格要求设计过程的质量意识和图纸审核以及设

计图签的规范化，全年无重大设计质量事故，通过了国家ＩＳＯ质量认证年审。以改制清产核

资和资产评估为契机和动力，今年进一步重视合同签定的规范和效益的预期。同时加强财

务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进行发票开具和固定资产管理遗留问题的清理，规避

了财务风险和法律纠纷。

【为教学科研服务】

积极参与各学院的产学研合作和研究生、本科生实践基地建设。吸纳部分专业教师、本

科和研究生实习实践。２０１４年已划入各学院的学校科研账户２０００多万元，支持学校相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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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设和横向科研经费的增长。

【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和稳定好事业编制和聘用制两支职工队伍，选拔考核新进职工多人，为院增加了新

鲜血液。先后派出专家参加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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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职工的职业道德、劳动纪律教育和规范，坚持

考勤和工间操制度。加强了党团和工会工作。

（魏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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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学校财务工作紧密围绕学校综合改革，以“服务中心工作，保证重点建设，科学
配置资源，提高资金效益”为指导，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以管理型、服务型、

学习型、和谐型建设为目标，深化改革，规范管理，注重绩效，为学校发展以及年度目标任务

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财经状况】

２０１４年全年总收入达到３４．２７亿元，同比增加２．０７亿元，增幅为６．４４％。其中，各类经
费拨款收入１５．７９亿元，占总收入的４６．０７％，同比增加２．６５亿元，增幅２０．１８％；其他经费
收入１８．４８亿元，占总收入的５３．９３％，同比减少０．５８亿元，降幅为３．０３％。
２０１４年末，我校资产总计７６．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９．４３％；负债累计３．７１亿元，增加１４．

７４％；净资产累计７２．７４亿元，增长９．１７％。
【财务工作】

１．加强多渠道筹资体系建设，确保学校财政收入的实现
进一步加强多渠道筹资体系建设，在积极争取更多国家和重庆市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

同时，通过开源节流、盘活存量资金、降低学费欠费率等手段增加教育事业收入等措施，确保

学校财政收入的实现。学校２０１４年经费总收入到达３４．２７亿元，创历史新高。
２．科学预算，保障重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优先保障教职工及离退休人员收入增长。２０１４年在职人员岗位津贴和离退休人员津补

贴预算较２０１３年大幅增长，与“十一五”末比，在职人员岗位津贴提前一年实现倍增计划；离
退休人员津贴提前一年实现双倍增计划。

人才培养持续投入。２０１４年主要从提高生源质量，提高学生资助水平，提高教学质量三
方面实施，新增项目资金５８００余万元。继续提升学校能力建设经费稳步增长，其中２０１４年
学科建设经费投入８，０００万元，同比增加１，０００万元；队伍建设经费投入６，２００万元，同比
增加１，２００万元。进一步加大条件改善建设投入。２０１４年条件保障建设投入达到２９，０２４
万元，同比增加７，６０５万元。

注重厉行节约，按照“零增长”的原则编制一般性因公出国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等经费预算，缩减办公、差旅、会议、庆典等支出，２０１４年部门运行经费压缩５％，
“三公经费”支出持续下降。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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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预算管理。在２０１４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放慢，学校本科办学规模缩减，资金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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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突出的情况下，通过强化管理、科学预算、合理安排、动态管理等措施和手段，保证学校

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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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开始对部分学科建设和条件保障建设项目实施绩效评价试点，并完成２０１５年教

职工住房公积金调整方案的制定工作。

加强推进全面预算管理方法和手段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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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对重点项目开展三年滚动预算的试点编制工作。

４．加强内部控制和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
制订了《重庆大学财务信息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等１０项管理制度；修订了《重庆大学经

费支出管理办法》、《重庆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重庆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进一步强化经费支出的合理性、有效性、真实性。制定了《重庆大学关于规范财经管理若干

规定》、《重庆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重庆大学国有资产产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章制

度，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

推行了公务卡结算制度的实施，规范经费支出行为。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开展财务管

理自查自纠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和意见。规范招标采购工作，构建重

庆大学政府采购及招标管理模式，统筹全校招投标信息发布，建立４个标准化的招标工作

室，引入网上竞价系统，提高采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规范采购行为。开展新会计制度转换

准备工作，编制了新的会计科目，并对核算系统进行调试，为２０１５年新会计制度的实施奠定

了基础。

５．规范科研经费管理
组织学校相关部门进行为期一年的科研经费自查自纠和绩效审计工作，顺利通过教育

部监查局对我校的科研经费专项检查。结合国家进一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形势变化，以

科研经费管理办公室为管理平台 ，实施“科研经费管理１２３工作计划”。

６．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服务质量
目前，投递系统的实施使我校在服务质量和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均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投

递量超过凭证量的９０％，有效解决了报账排队等候现象。投递报销系统新增酬金发放记录和

投递报销记录等内容的查询，建立报销进程网上查询系统，提供报销过程的状态查询。

开发本科生电子注册系统，并与学生学费管理系统联网，欠费学生不得注册，有效遏制

了恶意欠费情况，效果显著。学生宿舍管理系统、自主招生系统、艺术类专业考试系统与缴

费平台联网，实现了网上自助缴费，既加强了管理，又方便了师生。

顺利完成营改增工作，成为小规模纳税人，并开发增值税开票及管理系统与国税在线开

票系统联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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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全面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确保我校困难学生应贷尽贷
２０１４年，累计办理校园地贷款１１９２人，确认生源地贷款２９８２人，为１１８名学生办理了

贷款展期，通过绿色通道受助的学生达到４５０人，确保学生贷款需求均能够得道满足。

（何海涛）

审计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审计工作继续以“绩效管理”作为年度工作主旨，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重点
关注热点问题，不断完善自身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在学校党政、上级主管机关领导、各

二级部门的配合与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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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开展财务审计项目２７项，审计总金额２４．７４亿元，其中：预算执行审计１项、经

济责任审计４项、科研经费专项审计１０项、绩效审计１０项、管理审计１项、内部控制审计１
项，提出审计意见１１５条。组织开展了２０１３年预算执行审计，审计金额１９．７１亿元；完成对
４个单位４名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审计金额２．８９亿元，提出审计建议１４条；完成科研经费
审计１０项，审计金额２１８６．２０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５５条；完成绩效审计１０项，审计金额１．
７９亿元，提出审计建议４６条；完成对重庆大学驾校经营状况的管理审计，审计金额１３１６．９７
万元；对学校研究生招生环节开展了内部控制审计。

２．基建审计工作
２０１４年，完成基建、维修审计项目３２０项，送审金额１．５８亿元，审减金额１３６５万元。在

不断提升自主审计效率，严控委托审计质量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大型基建工程项目的全过

程跟踪审计，圆满完成２０１４年国拨资金项目的突击审计任务。
【管理服务】

１．科研经费审计顺利步入常态化
科学布局科研经费审计。通过连续三年开展科研经费审计，统筹兼顾、有序推进，确保

了科研经费审计工作顺利、平稳、健康的步入“常态化”，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２．关注“高校治理”强化“管理审计”
加强审计业务创新，关注高校治理。审计重点关注了高校治理环节中的一些热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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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学科建设专项经费和条件保障专项经费绩效审计、学校研究生招生环节内部控制评

审、校办企业经营管理审计。多种形式“管理审计”的顺利实施，在促进审计转型与审计进一

步参与高校治理的进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３．工程审计新增对建设管理过程的“评价分析”
工程审计增加了对建设管理过程的评价分析，审计报告增加了对建设管理程序的评价

内容、增加了工程造价的指标分析、增加了对建设管理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审计着重从

改善和规范建设管理的角度，促进工程建设目标的实现。

４．成功承办《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宣贯会
成功承办了中国教育审计学会主办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宣贯会，全

国１１２所高校和５个省市教育厅的审计负责人共计１３０余位代表来渝参加了此次会议。为
期三天的会议共举办了四个专场报告会，复旦大学李若山教授、南京审计学院时现教授等业

内精英作了精彩的授课。

【内部建设创新】

１．启动内部研究型审计组织建设
正式启动“研究型审计组织建设”工作。通过“集体组织、集中研究、全员参与、长期坚

持”的形式，积极鼓励第一线的审计职工开展课题研究，形成以学习交流、学术研究为主要特

色的工作氛围和处室文化。本年度，审计职工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９篇，完成中国教育审计
学会和重庆市内部审计学会课题各一项。

２．升级审计信息化管理系统
继续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财务审计通过“外购”的方式，完成了财务审计“用友”软件

的升级换代，并投入使用。基建审计继续采取“自主研发”的方式，在已建成的“基建审计信

息管理系统”基础上，对操作界面和系统内容等进行了深入开发，增加造价指数分析、审计结

果建议等内容。“基建审计信息管理系统”的深度研发及有效使用，极大的提升了审计项目

在文件流转、统计分析、查询存档等环节的效率。

３．规范审计作业流程，完善审计制度
规范各项审计作业流程，根据发展需要对审计作业的各个环节进行了重新清理和审定，

对一系列审计工作流程、审计文书、审计报告等进行了再次修订。在制度建设方面，新制订

《重庆大学审计结果运用管理办法》，修定了《重庆大学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

（王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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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４年，原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调整为房地产管理处，减少节能办、后勤管理、社区管理职

能。房地产管理处以此次学校机构改革为契机，围绕学校“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基本思

路，根据学校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具体安排，以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为抓手，

以服务为导向，以改革统领全局，克服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及历史遗留问题不断困扰等困难，

加强规划、强化管理、突击攻关，切实办好关系师生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为学校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

【公房管理】

在实施公房“定额管理、动态调整、超额付费、缺额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沟通、完

善细节、形成共识。通过制度的实施，正逐步解决公房配置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转变

公房配置的传统观念、推进了学校公房的合理配置、有序流转。

组织完成了教育部深空探测中心、航空航天学院、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汽车学

院、土木岩土实验室、社区工作办公室、理学部、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等新单位工作用房的

调整和配备，调整使用面积约３２００平米。

根据学校的统一部署，组织完成了全校公房出租出借的清理工作，形成了工作报告，为

学校进一步规范公房出租出借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

强力推进学校违规搭建和危旧房屋拆除工作，完成了Ａ区新华村职教中心教室、成教生

住宿点、Ｃ区临工住宿点等近１０００平米的拆除任务，净化了环境、消除了安全隐患。

【土地管理】

根据“尊重历史、承认现实、搁置争议、分片确权”的原则，在完成松林坡片区、新华村片

区土地确权办证的基础上，强力推进Ａ区土地确权，今年又完成除汉渝路小学、西南制药一

厂家属区等部分争议土地（约１０亩）外，Ａ区其余所有土地确界工作。

【住宅管理】

为克服学校房源紧张的困难，制定《重庆大学教师已购住房回租管理办法》，组织并协调

对１００多套间周转房房源进行装修或维修工作，及时解决部分新（引）进教师的住房问题，其

中高水平人才４名、百人１５名、专任教师２０名。

配合松小楼片区二期改造工作，拟定１２户搬迁住户安置方案；协调学校有关部门开展

Ｂ区新村养鸡场拆除及环境整治工作；为解决职工第三代入学问题，完成１９户职工已购房

家庭内部部分产权转让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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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管理】

完成了Ａ区松林村２４栋住宅的栋证办理和１４３户分户证的申报、Ｂ区２２栋住宅栋证

和３０１户分户证的办理；专门成立了“Ｂ区东大门改造拆迁遗留问题处置工作组”，集中攻

关，已完成了欧鹏大楼栋证办理的政府审批。

深化住房补贴发放和公积金领取常态化工作。申请２０１５年教育部职工住房补贴拨款

８５１．６万元，收取整理录入职工住房调查表１００余份，发放住房补贴３１３９３人次，发放金额

８９６．４３万元；为职工办理公积金支取手续１１０５人次，支取金额３７１５．４５万元。

【修缮工程】

组织完成了２０１４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计划的编制工作，上报学校《２０１５年改善基本

办学条件项目支出预算表》，汇编《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修缮项目滚动预算》。

经过多方协调，完成了新华村天桥建设和新华村片区环境整治一期工程，为教职工住宅

小区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了示范样板。

组织完成了Ａ区１０舍、１１舍，Ｂ区６舍、７舍、８舍等学生宿舍的大修工程，实施完成了

城环学院给排水实验室、土木学院岩土实验室等大型维修改造项目；完成了 Ｂ区校医院、科

学会堂、Ｂ区一教大修的公房倒腾任务；完成学校２０１４年防雷设施改造招标实施工作；组

织、安排完成其他零星维修（含特种设备）３００余项，审核金额近４００万。

（孔令峰）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

【综述】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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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党政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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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有力支撑。

【制度建设】

制定了《重庆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车辆处置实施细则》、《重庆大学仪器设备管理

办法》和《重庆大学易耗品、低值品管理实施细则》等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实验室安全和

固定资产管理。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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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教学实验室建设

论证并组织实施１０个学院１２个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投入建设经费４２２３万元。组织

１５个二级单位制定２０１５—２０１７教学实验室设备购置修购计划滚动预算１３８３８．５４万元。

２．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组织“机械基础及装备制造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并获通过，我校现有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２个。

３．实验技术队伍建设

协助人事处完成实验技术系列职称申报评审和实验技术岗位人员招聘相关工作。向人

事处提交《关于建立适应学校实验教学和科研实验公共服务发展需要的实验技术人员定岗

定编制度的建议》。

４．实验室工作评优

组织完成学院考核评价中的实验室管理考核评价；完成本年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先进

评审，评选出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９个，实验室工作先进个人２０人。

５．实验用房管理

组织完成实验共享平台和其他补贴用房核定，共核定补贴１５个二级单位的７８间实验

用房，补贴总面积３２００．７９平方米。

【实验室技术安全】

１．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制度与体系建设

成立重庆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暨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受市

教委委托，组织草拟《重庆市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２．实验室技术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规范制定

组织２０１４级本科、研究生１１５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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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实验室化学固体废物处置安全规范》、《实验室化学废液收集、处理

规范》、《实验室危险废物搬运规范》、《实验室安全需求方案设计要点》。

３．实验室技术安全监督管理

安全督导对全校实验室进行巡查，针对发现的问题出具整改通知书。共出具整改通知

书２０份，提出整改意见１７６条，组织学院进行整改。组织 ３１个二级单位完成科研实验室安

全自查、实验室重大危险源辨识和危险气瓶统计。组织相关学院制定虎溪校区理科楼实验

室安全建设需求方案，并提交《虎溪校区理科楼实验室安全需求补充建议方案》。顺利通过

１１月教育部检查组的实验室安全检查。５月和１０月组织召开两次全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会。

配合创新药物中心通过重庆市科委组织的动物房验收。

４．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

与重庆天志环保公司续签化学类危险废物处置合同，处置价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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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处置实验室危险废物２７８４０．０８１公斤，其中一般危险化学品和废液２７８２９．４４０公斤，剧毒

化学品１０．６４１公斤。

５．剧毒、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的申购及危险化学品库房管理

受理危险化学品申购１４０人次，分３１批次向公安部门进行申购；购买剧毒化学品０．９

千克，易制毒化学品３８７２千克。校级危险化学品库房管理有序、运行安全。

６．放射源及射线装置的管理

配合环保部门及公安部门对校内放射源及射线装置进行日常监管，定期上报。组织全

校１２台射线装置完善市环保局要求的相关注册手续。

【大型仪器设备建设、管理与共享服务】

１．大型仪器设备建设

完成１１４台套共计５０５９．７１万元大型仪器设备的购前技术论证。其中学校组织论证３２

台套３２３８．４１万元，聘请专家对二级单位组织论证的８２台套设备进行网评。专家提出意见

建议１５９条，组织申购单位补充论证后修改完善设备论证３８台套２７２６．９８万元。对“９８５”

三期４７８台套１１２１．５２万元设备的建设进程实施管理。

２．开放基金与维修基金

开放基金新批准项目６９个，批准资助金额２８．７万（申请人配套经费４３．１万，测试费共

计７１．８万）；目前申请中的项目７４个，申请资助金额３７．５万（申请人配套５６．２万，测试费

共计９３．７万）；结题７７个，开放基金资助发表文章１６０篇，专利２６个，培养学生２２８人。维

修基金立项资助２４台大型仪器设备，资助金额２９．９万元，资助设备总价值２６１５．０４万元。

３．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考核

完成单价２０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６０４台）实施效益考核评价。
【采购管理】

本年度组织仪器设备、软件及家具采购项目１９６个，合同金额达８８９８．８７万余元，与计

划相比，为学校节约经费１２０９．４８万余元，平均节约率１１．９７％；归口审核、签订仪器设备、软

件及家具零星采购合同６６１份，合同总金额达４２５０．８余万元人民币；执行外贸合同１２１个，

进口仪器设备４１９台／套、总值４２４５．２５万余元；减、免税费达９３４余万元。

【固定资产管理】

完成固定资产建账１４４８２台，价值１．４２亿元；验收２５３８．５４万元；报废４９０４台／套，金额

为３２８０．２万；零部件更换８３台／套，金额为３１．５５万。

在全校范围开展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及车辆清查工作，提交了《重庆大学固定资产清查报

告》和《车辆权证分析报告》。

【数据上报与信息化工作】

对仪器设备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和家具固定资产管理系统进行合并与升级；完善大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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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效益考核系统；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模块正式上线，运行较为正常；完成实验室技

术安全教育与考核系统开发，并投入试用。

【其它专项工作】

完成“教育部实验室信息情况统计表”相关数据上报；配合财务处等部门完成对科技部、

财政部、国务院事务机关局、教育部等上级部门数据上报；为全校各二级单位如校办、审计

处、节能办等提供所需数据。

完成档案资料的归档整理、治安综合治理督促检查等工作；完成重庆市高校实验室工作

研究会秘书处相关工作；代表市教委对重庆市６６所高校的实验室信息统计上报数据进行审

核、汇总并上报教育部；完成教育部ＣＥＲＳ（高等学校仪器设备和优质资源共享系统）项目建

设；结合学校综合体制改革工作撰写《促进仪器、设备资源共享改革思路》。

（张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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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交流

【综述】

２０１４年，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按照学校的战略部署，在学校党政的正确领导下、相关部门
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工作，注重实干与实效，各项工作得以稳步推进。

【因公出境服务与管理】

２０１４年，按照国家上级机关要求，在规范因公临时出国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对我校师生
的对外交流服务。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学校共受理４４９批次计９４６人次的因公临时出国（境）
申报审批工作。与上年度相比，本年度我校因公临时出国（境）交流总量稳定，学术类出访人

数增加显著，其中，教师学术出访人数较去年增长 ２３．８％，学生出国境交流人数增加 ２５．
７％，研究生短期参加会议人数大幅度增加了６３．９％。

出国管理进一步规范，持因私护照执行公务人数减少，因公出访总结上交和因公证照及

时回收管理情况有很大改善。

【引进智力工作】

２０１４年，我校新获批“学校特色项目”１个、“促进与美大地区科研合作与高层次人才培
养项目”１个、学校重点聘专项目３个。通过引智基地的建设，“海外名师项目”、“学校特色
项目”的开展，加大了高端引智的力度，通过引进领军人才带动了学科实力的提升，有效促进

了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

２０１４年，我校努力提升外籍教师和专家的数量与质量，加强外籍人员的管理工作。目
前，我校聘请的长期专家达到９５人，同比增长２７％。高水平外籍人才数大幅增加，外专千
人、千人计划专家达２０余人。我校聘请的外专千人计划汉斯·格雷格森（ＨａｎｓＧｒｅｇｓｏｎ）因
在华工作突出获２０１４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另一位外专千人罗伯特·桑德斯（Ｒｏｂｅｒｔ
Ｓａｎｄｅｒｓ）教授也获该奖提名。
２０１４年，学校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ＲｏｂｅｒｔＪ·Ｓｈｉｌｌｅｒ）教授、物理

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教授（ＧｅｏｒｇｅＦ．Ｓｍｏｏｔ）、艾尔伯·费尔（ＡｌｂｅｒｔＦｅｒｔ）、化学奖得主达
尼埃尔·谢赫特曼（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Ｓｈｅｃｈｔｍａｎ）等国际学术大师访问重庆大学，为师生开设讲座，分
享经验，激发老师与学生的科研与创新热情。

为了加强对外籍专家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国际处更新了重庆大学外籍教师（专家）手册，

完善了外籍教师和专家聘用合同，制定了一系列外专管理制度。

【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２０１４年，围绕服务学科建设、科研合作、人才培养的目标，国际处努力拓展海外合作与交
流渠道，全年新签订校际合作协议４３个。在协议商谈中，国际处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协助二
级学院与国外高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科研、教学合作，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建

筑学院、城环学院、软件学院、经管学院国际交流活跃，并逐步将合作推向实质性。重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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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和与安特卫普大学联合培养物流工程硕士项目中的两个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的招生和教学管理逐步正常化。

全年主办和承办了１１个国际学术会议，有效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了相关学
科的发展与建设。１１月１３—１５日，成功承办了第六届“中韩大学校长论坛”。来自北京大
学、汉阳大学等的３６所中韩著名高校的代表，以“新时期特色大学的构建”为主题，围绕产学
研合作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大学的社会责任等进行了深入研讨。通过此次论坛，我

校提升了在韩国教育界的影响力，促进了与韩国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人才培养国际化】

２０１４年，国际处通过争取国家资源支持、设立专项资助经费、成立国际交流协会、举办在
校生免费英法意语言培训项目等措施，积极拓展学生海外交流项目，为学生出国交流、学习

搭建了更多的平台，推动了学校人才培养的国际化。２０１４年，我校参加各类学位、联培、交换
访学、实习、游学、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和短期交流的学生总数为７７８人，比上年增长了１０％。

为做好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选派工作，国际处继续加大项目宣传和推介工作，积极邀

请国家留学基金委领导来校解读项目政策，组织安排国外大学来校宣讲。通过努力，学校

２０１４年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申请总人数比去年增加２０％。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申请国家
留学基金委项目取得较大突破，有３人获得硕士研究生项目资助学费奖学金和生活费全额
奖学金资助，其中建筑学院李睿超同学为赴世界名校－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候选人，
另外两名学生也分别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华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成功申报并获批９项
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全年分两批次共计２９名学生通过基金委评审，获得国家留学基
金资助。

积极组织３ＩＴａｌｋ讲座，已成功举办１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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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处指导的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本年度被评为学校“唐立新十佳社

团”，指导教师也被评为学校“优秀指导教师”。此外，国际处充分利用外教资源，在校内开

办了英语和法语免费语言培训，已为８０名学生提供了服务。
【港澳台地区交流工作】

２０１４年，学校港澳台办公室积极拓展与台湾高校的学术和人员交流渠道，新增合作协议
４个，与１８所台湾协议高校实施了交换校园学习。全年共派出５３批／１６４人次赴台交流，其
中，学生１３０人次，教师３４人次。２０１４年接受了台湾来校学期交换生８名，香港来校交换学
生１名。目前我校共有在校港澳台学生２６人，其中，香港１３人，澳门３人（９月退学１人），
台湾１０人。校港澳台办主动与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和招生部门协调沟通，根据上级相关文
件，结合学校实际，出台了重庆大学港澳台学生管理暂行规定，规范和加强了在校港澳台生

的管理和服务。

全年申报并成功执行教育部对台交流项目１项，香港项目５项，吸引港台学生来校超过
１００人。通过交流项目的实施，加强我校青年学生与港台学生的交流，促进与港台学校的教
学、科研等学术交流。

（陈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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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规划

【综述】

２０１４年，在校党委、校行政和主管校长的领导下，在校内外有关职能部门、单位的大力支

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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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地完成了２０１４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基建工作】

１．校园规划修编

组织完成了校园交通规划的调整方案。经规委会审查通过了道路、停车场（库）和交通

设施建设规划。提出了校区置换与教师住宅区改造规划方案，并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

可行性论证。结合校园修编，组织编写校区功能定位论证报告，对校园建筑色彩与风格、校

园景观规划等进行了专题研究，为完成校园修编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２．教学设施及实验楼改造

完成了土木学院振动台实验室、燃气实验室改造，目前正在实施虎溪理科大楼和第一教

学楼改造项目；启动了虎溪校区“立新楼”的设计工作，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提

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撑，为学校重点科研基地建设与校区功能的逐步调整奠定了基础。

３．近现代建筑保护修复

完成了Ａ区第五教学楼和Ａ区第二教学楼、Ｂ区第一教学楼改造、Ａ区图书馆东楼的改

造。目前正在实施Ａ区松林坡专家公寓改造、Ｂ区实验大楼改造项目。学校近现代建筑的

保护修复工作，以尊重历史为宗旨，既保持原有风貌又完善内部使用功能，对外修旧如旧，对

内装饰改造，有效地保护了学校的历史文脉。

４．服务设施改造

完成学生食堂功能及工艺流程、食堂加工配送中心土建、Ｂ区东村食堂、“１９２９”学生快

餐厅的改造；完成Ｂ区校医院、Ｂ区幼儿园改造。正在实施Ｂ区勤工助学楼、Ｂ区科学会堂、

Ｂ区筑园专家公寓、Ａ区松林坡专家公寓改造项目。启动了 Ｂ区地下停车库和 Ａ区后校门

临时停车场建设项目，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后勤保障。

５．基础设施改造

完成老校区供配电增容及电力系统、老校区主地下供水管网、ＡＢ区道路及交能系统改

造，民主湖治理等项目；正在实施虎溪校区Ｋ３开闭所和校区双电源建设项目，有效地改善了

新老校区基础设施陈旧的面貌，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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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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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或修订《重庆大学基

本建设管理办法》、《重庆大学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重庆大学基建工程材料设

备核价管理办法》《重庆大学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该项工作完成后，我校

涉及基建管理相关工作的制度将得以健全，部门职能、工作流程将更加清晰，相关基建业务

工作，尤其是关键工作环节、关键节点、廉洁从政等方面将全方位得到制度的保障。

【其他工作】

配合完成了教育部对我校国拨资金项目的各项检查工作；完成了２０１５年中央高校改善

基本办学条件专项及２０１４年基建投资调整计划和２０１５年基建投资计划的申报工作，争取

国拨投资１１５００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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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真总结经验，确保综治工作跃上新台阶。

（向　娟）

信息化建设

【综述】

２０１４年是我校信息化建设深入推进的一年，校园信息化已经涵盖学校人、财、物、教学、

科研、办公等主要业务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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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校园网络性能进一

步提升，校园网络管理进一步优化。新老校区一卡通系统功能进一步增强，专用设备全面升

级，运行更加稳定。用户服务有序开展，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发展迅

速，成绩突出。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网络服务】

２０１４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各项工作开展顺利，信息化办公室制订并发布了校园网络提

速行动计划，包括校园网运维、网络提速和无线网建设等，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提供了

有力的网络支撑。

１．开展了学生宿舍网络提速改造，大幅提升网络速度和稳定性

２０１４年完成老校区学生宿舍网络提速改造工作，新开通网络接口１４０００个，增加６０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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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交换机，学生宿舍实现一人一个网络接口，网络速度和稳定性大幅提升。

２．大力开展无线网络建设，提高移动接入能力

２０１４年，学校在老校区１１０栋教学、办公及实验楼开展无线网络建设，计划安装无线ＡＰ

１７００个。目前，已有９０栋楼宇建设完成并开通无线网络，已开通无线ＡＰ１１００个，可支持两

万人同时接入，大幅提高了校园网移动接入能力，提升了网络服务体验。

３．建设校园网络核心服务系统，提高网络稳定性

２０１４年，信息化办公室建设了校园网络核心服务（ＤＤＩ）系统，大幅提高学校域名解析服

务（ＤＮＳ）的性能和可靠性；提高学校ＤＨＣＰ服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调整 ＩＰ地址管理模式，

提高ＩＰ地址管理的自动化和精细化水平。

４．保障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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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园网 ＩＰｖ６用户已超过２

万人，ＩＰｖ６网络出口流量峰值达到１．５Ｇ，居全国前列。

５．为校内各项工作提供网络保障

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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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网保障、校医院专网保障、标准化考场网络保障（四、六级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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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建设工作在克服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信息化办公室加强对校内项目的管理，协助

各部门开展信息化建设项目，全力促进学校各项业务信息化。梳理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流

程，制定和完善了项目管理规范。启动智慧校园规划工作，规划未来５年学校信息化建设内

容和方向。升级移动校园平台，推动学校信息化向移动互联网转型。

１．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工作

在信息化制度建设方面，梳理了项目管理从立项到招标、建设、验收等全流程，修订和完

善了《重庆大学校园信息化管理办法》和《重庆大学校园信息化建设实施细则》。经与财务

处、监察处、设备处等单位协商和交流，制定了《重庆大学委托校内团队建设校园信息化项目

管理办法》和《重庆大学短信平台作用管理办法》，以及相关配套模板。为了规范相关专家

参与项目建设过程，充分发挥专家智慧，组建了重庆大学信息化专家库。

项目管理方面，对２０１４年学校信息化建设专项经费中，各部处待建和在建项目进行了

清理，并向全校发布了《关于通报我校各部处信息化建设项目２０１４年执行情况的通知》，通

报了各部处信息化建设项目进展，对项目建设进行了指导和督促。２０１４年各部处待建和在

建项目共计２７个，已完成２３个项目招标（８５．１９％），其中有６个项目验收，６个项目进入试

运行。２７个项目预算经费总计７０３万元，２３个已招标项目合同总金额５５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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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预算方面，发布了《关于申报校园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通知》，提醒学校各单位申报信

息化建设项目，并对项目申报工作进行了指导，提出了明确要求。收集和审核了各单位申报

的项目，完成了２０１５年度校园信息化建设经费专项申报工作。

２．信息化建设工作

２０１４年，学校有４１个信息化项目启动或在建，信息办投入大量人力推进这些项目建设，

完成了１２个项目验收，促进了１０个项目进入试运行状态，１１个项目招标，项目招标完成率

达９３．５％。推进了智慧校园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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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多校区高清视频会议系统试点、房地产管理系统、就业

管理系统、实验教学排课系统等项目的验收。继续推进了教育信息化试点方案，定期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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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校园规划方面，学校启动了智慧校园规划项目，确保信息化建设前瞻性，规划未来５

年信息化建设内容和方向。信息办对全校二十二个单位进行了调研，并对全校师生进行了

问卷调查，全面了解了学校现状，获取了大量信息化建设需求；以“智慧的一天”为主题，在全

校征集智慧校园方案，获取了学生对智慧校园建设的设想；协调相关单位，配合承建方制定

了“智慧校园”初稿，并向校外专家征求了意见和在校内分职能域进行了集中讨论。

移动校园建设方面，加强了移动校园建设，推动学校信息化建设向移动化和智能化转

型。移动校园建设是各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方向。学校对移动校园“ｉ重大”从平台和服

务两方面进行了升级。平台方面，以“平台化”理念实现校内应用聚合与管理，打造学校自身

的应用市场，方便学校以自身力量建设和完善“ｉ重大”。服务方面，以日程整合和消息订阅

为中心，增加面向教学、行政管理、资料查询等服务的新应用。“ｉ重大”已实现移动ＯＡ、图书

查阅、网上报修等３０多个服务，并已上线公测。

３．数据共享行动计划制订与推进工作

数据共享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和难题，今年学校开展了数据共享治理工作，以行动

计划形式切实推进全校数据交换与共享。信息办根据学校要求制定了《重庆大学数据共享

行动计划》，组织召开了数据共享行动计划启动大会和一系列工作会议，成立了数据共享行

动工作组及教职工、学生、资产科研和技术支持四个工作小组，制定了数据共享实施细则。

各小组分别召开了工作会议，收集了小组各单位意见和建议，讨论了数据共享实施细则，制

定了小组工作机制，明确了工作内容和计划，为后续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信息办根据学校和

各工作组意见，启动了单位编码方案、专业编码方案、信息标准方案和数据共享维护机制的

制定与完善工作。目前数据共享行动计划实施进展顺利，各方面工作正有序开展。

４．校园信息化技术团队工作

通过灵活用人机制，信息化办公室招聘成立了校园信息化建设团队。两年多来团队承

担数据推送接口、ＳＡＫＡＩ、ＯＡ、信息化服务平台、综合信息展示系统、网络自助服务系统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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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工作，完成了与本科教学管理系统系统、研究生管理系统、数字图书馆、房地产管理系统等

一批系统的数据交换接口开发工作。此外，团队同时承担数据交换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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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维护与升级调整工作，完成数字化校园数据清理与数据修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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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更换ＩＤＣ机房ＵＰＳ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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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学校容灾备份系统建设整体方案规划，２０１４年开展了存储系统异地双活的建设，新

购两套刀片服务器，一套虚拟化存储管理系统。目前数据双活的存储系统已调试安装完成，

待新老校区光纤链路资源到位后即可在新老校区间实现存储异地双活。

完成电子迎新与离校保障工作。为保障一年一度的迎新和离校工作顺利进行，信息化

办公室提前与相关单位积极协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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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规定的迎新和离校时间段，组织技术力量到

现场提供技术支持，保障工作人员能正确使用系统，并为学生和老师们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用户服务工作】

２０１４年，信息化办公室进一步加强用户服务宣传、畅通沟通渠道改善和提高用户服务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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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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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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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用户服务宣传与沟通

通过信息化服务平台，发布通知公告、回复用户问题建设１００余条；通过新闻报道及时

报道信息办的各项活动，开通了新浪微博，并通过了新浪校园微博认证。大力宣传一卡通电

子服务平台，制作了宣传手册及展架，在学生密集的地方发放宣传资料，在一卡通服务点放

置展架。开展新生入学宣传，编制并发放了《信息网络服务指南 －新生入学须知》。开展用

户服务宣传月活动，开展了现场展板宣传、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服务咨询及现场意见收集等

活动。为改进服务，开展了数字化校园有奖问卷调查活动。

３．加强用户服务质量

为及时响应用户服务需求，特别是ＶＩＰ用户的需求，印制了“网络信息服务联系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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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相关人员手中，用户在需要时可以随时联系。升级呼叫中心系统，电话接通率更高。新

的呼叫中心系统提供ＡＰＰ电话接入，用户不需付电话费即可拨入。

４．加强用户服务团队建设及管理

为提高呼叫中心服务团队的业务技能和服务意识，开展了多次业务知识培训。加强学

生网络维护助管团队的管理，制定了学生维护管理制度。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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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校重大活动的网络

直播及一些讲座的录播。本学年共完成视频会议、网络直播录播共计３５次。

此外，完成了学校和电信合作网络收费、网费收入统计及结算工作；完成业务流程管

理—工单流系统的需求分析，目前系统开发已基本完成，准备进入试用阶段；加强了信息办

内部沟通与交流，规范内部业务流程；开通了中心内部沟通交流平台，各部门由专人及时发

布相关信息，便于信息办内部工作人员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细化规范信息办内部各业务处理

流程，以便于职责划分及规范操作。

【一卡通建设运行维护管理】

１．开展一卡通系统升级改造，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

２０１４年暑假开始进行一卡通系统升级改造，共计更换各类刷卡设备１０００余台，升级宿

舍水控ＰＯＳ机５６００余个，升级后的一卡通系统支持ＣＰＵ卡，安全性和稳定性得到了提高。

２．一卡通系统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全年一卡通各卡务点现金充值和入帐准确无误，财务进帐共４５０余次，四校区全年现金

充值１６．６万次，银行圈存转帐６３万次，全年共处理银行单边帐３２０笔；全年发放各种补助７

万多笔，开户换卡２．８万人次。

【其它工作】

１．地区网络工作

完成城域网设备验收工作，保障了 ＣＥＲＮＥＴ重庆节点、重庆教育城域网、ＣＮＧＩ－ＣＥＲ

ＮＥＴ２重庆节点的正常稳定运行，为重庆市内各高校提供了高速稳定的教育网接入服务。负

责组织制定了重庆教育宽带网络总体方案。配合市招生办公室以及相关单位完成了重庆市

教育城域网接入高校的高招网络保障工作。取得ＣＥＲＮＥＴ建设二十周年突出贡献奖。

２．信息网络安全与保障

２０１４年，信息化办公室进一步加强了网络安全管理工作。对校内服务器开展了两次全

面的安全漏洞扫描，指导二级单位及时修补漏洞，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配合市保密局、

网网监总队和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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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学校要求的节假日信息安全监视、汇报、信

息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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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外合作与交流

组织召开“卓越联盟２０１４年信息化建设联席会”，参加重庆市大学联盟工作会议。与卓

越联盟、重庆市大学联盟及国内其它高校在校园信息化建设、高清视频会议、ＭＯＯＣ课程平

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交流，促进我校信息化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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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教育信息化青委会、ＣＥＲＮＥＴ学术年会、高校校园卡工作组研讨会、ＳＡＫＡＩ建设研讨

会等会议。

（涂光友）

图书情报

【综述】

２０１４年，图书馆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工作理念，坚持“文献支撑、文化育人”的

办馆宗旨，根据时代发展特征和读者需求，确定年度工作主题是“环境建设年”。在班子成员

的紧密团结和协作下，在全体馆员的辛勤工作下，努力构建完善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知识

服务体系，着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图书馆。

【工作创新】

１．文艺复古风格的理工图书馆装修深受读者喜爱，取得巨大社会效益

理工馆东楼顺利完成装修并于１１月３日试运行开放，装修后的图书馆布局合理，阅读

环境舒适，具有重庆大学厚重的历史感，受到学校领导、师生和社会媒体的一致好评，新华

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媒体都进行了正面报道，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２．坚持按“章”治馆，完善各项管理和服务规章

２０１４年围绕“资源、管理、服务”三要素相继出台《重庆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规范》、

《重庆大学图书馆行政办事手册》和《重庆大学图书馆服务流程规范》，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

效率和管理水平。

３．智慧图书馆和移动图书馆建设

顺利启动智慧图书馆项目建设，将构建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全新文献服务体系；

相继开通了移动图书馆、微信等移动服务，移动用户数量超过１．２万人，启用了民主湖论坛

的手机客户端；“重大微图”是国内首家集成二维码占座、借阅到期提醒等服务功能的微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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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

４．努力创新，致力于文献服务转型

以学部为切入点，相继走进建筑学部、工程学部、理学部等召开文献信息学科服务工作

会议，为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提供信息服务。继续发挥情报服务优势，编撰《重庆大学 ＥＳＩ

学科现状通报（２０１４年）》、《重点学科学术影响力分析报告》等分析报告，为学校学科发展提

供决策参考。

５．提升服务质量，大力开展馆员素质提升计划

２０１４年通过信息化培训班、暑期培训班、新馆员培训、在职馆员学位提升计划等全面提

升馆员综合能力。派遣３位馆员参加海外图书馆培训与进修，提升馆员的国际化视野。３０

余名馆员参加全国性的学习和考察。

【文献资源建设】

２０１４年入藏纸本图书８２００４种，合计１５２５１８册。续订５３个文献数据库，新增１１个文

献数据库；新增博硕学位论文３７７７篇。

积极推动文科资源建设，新增重要文科经典图书有《元代史料丛刊初编》、《中国世界史

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日藏中国墨宝集》、《近现代绘画》、《民国时期四家藏书目录丛刊》等。

２０１４年共回溯建库２１８０１册，其中回溯后典藏到Ｂ区的俄文图书有２１５７种，合计２３１４

册，其余图书典藏到Ｃ区历史文献馆，合计１３８６０种，１９４８７册。

【文献服务】

积极开展阅读推广活动，２０１４年图书馆总借阅量 ５３０１１５册；启用学术资源发现系

统———弘深搜索，实现馆藏资源和数字资源的一键搜索；数字图书馆门户访问量达到９０．３５

万人次，全文下载量达９２８万篇；完成科技查新５０３项，文献传递１４９７项；硬件外借服务９４５

台次；空间服务使用１２７５次；举办用户培训讲座３４场、逸夫楼讲座４场，完成研究生公共选

修课《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教学，共计１０个教学班，９２３人。

【文化育人工作】

编辑《２０１４新生学习生活羊皮书》，编辑《砚溪》杂志２期，《书苑》报纸７期，电子杂志

《书香》两期。举办了不见不散歌会、读者沙龙、文化衫设计大赛、毕业季捐书、今日我值班、

文献资源利用知识大赛、阅读沙龙等活动。

【区域文献信息服务共享联盟与服务社会】

作为ＣＡＬＩＳ省级中心，积极推动重庆市文献资源共建与共享。顺利组织维普考试题库

等资源的联合采购，并完成了ＥＢＳＣＯ数据库及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数据库联采续订谈判。２０１４年成

功组织召开ＣＤＩＳＳ用户经验交流会，目前ＣＤＩＳＳ拥有正式企业用户３０家。

【科研工作与学科建设】

２０１４年图书馆成功申报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１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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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费科研专项面上项目２项，发表各类科研论文８篇，其中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７篇。情报学

硕士点全年招收研究生６名。

【人事及及其他工作】

２０１４年新进职工３人，调出职工１人，新增退休职工８人。现有在职职工１２４人，退休

职工１４０人。今年１人获得副高级职称资格，１人获得副处级职员资格。

全年报送新闻稿１００余篇，编印《图书馆工作动态》１５期。图书馆新闻多次被校外媒体

报道和采用，如“重庆大学民国风图书馆走红”、“图书馆推出二维码占座”、“图书馆送温暖

激励考研学子”等被市内外多家媒体报道。图书馆被评为校年度新闻工作先进集体，王彦力

被评为校新闻工作先进个人。

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举办第三届“美丽语言伴书香”现场竞赛活动。重视图书馆的

档案管理工作，制定《图书馆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加强综合治理和消防工作，定期进行消防

巡检和现场培训。周剑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校综合治理工作先进个人。

【党建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全馆职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图书馆

工作开展业务知识竞赛。组织党员职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特色党日活动，扎实推进创先争

优活动，组织评比 “明星馆员”，大力宣传先进工作典型。２０１４年有１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确定３名培养对象。召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加强班子建设，发挥核心作用。结合建校８５

周年校庆开展专题党日活动，组织开展“中国梦·重大情·图情缘”主题朗诵演讲活动。

全年接待来信来访３０余次。认真落实关心帮扶措施，上门探望和慰问高龄或生病住院

的职工５０多人次，重视离退休工作，重阳节组织活动慰问离退休职工。

积极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组织创作音乐舞台剧《图书馆之恋》，参加２０１４年重庆大

学教职工文艺汇演获一等奖，并参加学校８５周年校庆演出。积极参加学校羽毛球比赛，获

团队第七名。组织馆员参加学校首届钓鱼比赛，获团体第一名。举办馆员马拉松接力比赛，

增强馆员身体素质。

（周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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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

【综述】

档案馆根据学校２０１４年工作部署和要求，坚持确立“服务型、学习型、研究型”的发展定

位，秉承档案为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为学院、教师、学生服务的工作理念，以“转变观念、

拓展领域、规范管理、强化协作”为具体工作思路，以“服务、创新”为工作主题，大胆开拓创新，

圆满完成档案馆各项基本业务工作，并在档案文化建设与服务提升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档案宣传与文化建设】

联合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校人才交流中心举办以“走进档案”为主题的首届“６．９国

际档案日”系列活动，开展“档案馆开放日”、“毕业生档案咨询日”、“走进档案”征文及学生

参与校园民主管理服务工作座谈会，宣传档案，服务师生。学校８５周年华诞之际（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１１日－１３日）举办“教书育人、文化传承”座谈会及《教书育人·文化传承———教师教

案、科研日志实物展》活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实物展吸引了校内外师生共计千余人次

前来参观，并受到了包括人民网、光明网、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在内的主流媒体等国内媒

体广泛关注，共发稿１１８篇；重庆晨报以“重庆大学教授手写１１０万字教案”的标题撰写并发

表大篇幅积极正面的报道，国内部分网站持续关注，并大量转发。据有效统计，在人民日报、

新华日报、央视新闻等官方微博主流媒体的总点击量为２３５４５人次，８３６８人次转发，５０３６人

次评论，反响良好。

【档案信息化建设】

重新打造和提升档案门户网站，为用户提供全面的一站式服务。新开发围绕学生档案

接收、投递、去向查询的以学生档案信息管理为中心的信息查询集成平台，实现毕业生档案

投递信息网上填报、一周内网上查询投递反馈信息；完成近１３年本科毕业生和近７年毕业

研究生档案投递信息的远程自助查询工作，为毕业、就业工作提供优质支撑服务。新开发面

向出国深造学生的成绩及证书翻译系统，实现档案翻译服务的流程化、网络化，大大简化用

户申办环节，明显提升服务效率及质量。稳步推进档案管理运行服务综合平台建设，完成档

案管理基本业务需求分析、功能设计；档案立卷归档及ＯＡ电子文件集成归档的研发与校内

推广使用；完成原有档案系统中数据的清理和集中规范管理；构建数字档案资源安全存储与

备份安全体系，部署实施数据存储备份安全策略，整合与迁移９２万多条目的结构化数据及

５７０多万个、近２Ｔ非结构化数据。抢救馆藏历史声像及实物档案，丰富数字档案资源。共

计清理、补充完善著录信息、扫描加工老照片１．６万多张、名人字画１１０件。完成２０１３年产

生的各类档案数字化扫描加工６９８５卷、６１２１件、约２４万多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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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收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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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科技文书档案６０３６卷、５９２１件，财会凭证５８９７本，照片２３２张，光盘１１张；以

面对面方式和自查与考核结合的方式对学院和机关及直属单位的档案收集工作进行考核验

收。口述档案共计采访５６位，整理采访录像９２．２２小时、录音１０７．８４小时，容量达１０８３ＧＢ；

建立口述人物档案５６卷；收集证书、聘书、奖章、论文、著作、照片、光盘等人物实物档案约

３０００件。

【档案管理与服务利用】

完成１８３６２件／卷党群、行政、教学、科研类等档案，７４８０册财会凭证、账薄的入库上架进

行规范管理、安全存放。安全实施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四万多卷研究生档案的整体搬迁到、虎溪

分馆的规范上架工作。做好档案库房“八防”工作，保证库房设备的正常运转确保档案的安

全。２０１４年全年共接待来馆利用者６２５４人次，电话咨询者６４４０人次；查阅档案９４６６卷次，复

印打印档案２９２１６页，认证学历４７７份，出具学历证明１１１５份，提供成绩及证书翻译４４６５份；

配合科研项目结题、审计，委派专人、调配专门设备、开辟专门场地，提供快速凭证查阅服务。

【人事档案管理】

接收人事档案３９卷、投递人事档案２２卷，接收并规整零散材料３６１４份，更换干部人事

档案盒５０００卷；日常接待人事档案利用３８９人次共１０８１卷次；按中组部要求，改版换整理

装订６０６卷；对１５００卷退休及去世人员档案进行剔选、移库、编目和排序，规范库房档案存

放。接收本科生、研究生档案１０８３０份（人）；投递本科生、研究生档案１４０１４份（人）。日常

接待学生咨询、改派、查阅、政审及复印档案等９６００多人次。

【内部建设与管理】

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务质量，全面推行“五个一、四颗心”服务，大力培育服务意识，全

面落实档案服务社会宗旨，为广大利用者提供免费查档服务；解决财务处财务凭证剧增困

难，提前接收财会档案入馆。加强政治及业务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技能，建设学

习型档案馆；定期开展以转变观念、提高服务为主题的大讨论，提高员工思想认识水平，增强

服务意识；结合档案馆业务工作内涵的拓展，订阅档案方面报刊杂志，划拨专门经费购买工

作相关专业书籍，强化员工在档案收集归档及口述档案相关内容的专业知识学习和培训；拓

展档案工作人员视野，营造良好的研究学习工作氛围，先后派出多人参加国内高校学术交流

会议与访问交流，馆内定期开展学习汇报和工作交流，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学习氛围。

（喻　玲）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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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综述】

２０１４年，在学校党委行政统一领导下，校医院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化作

风建设为契机，结合国家医改政策及高校医疗工作特点，根据师生需求，继续夯实基础，建设

特色科室。改革完善医院管理运行模式，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将医院办成师生满意、学

校政府肯定、职工认可的最好的高校社区综合性医院之一为目标，努力服务好师生。

【思想政治　医德医风】

按学校党委工作部署，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开展２０１４年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小金库专项治理自查自纠，对照中

央巡视组专项巡视复旦大学情况通报自查自纠。强化医院干部管理，出台《重庆大学医院干

部考核办法》，启动校医院干部年度考核工作。完善《重庆大学医院工作作风和医德医风建

设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重庆大学医院劳动纪律管理办法》，实施上下班打卡考勤，开展

《做一个会说话的好医生》读书等活动。

【日常医疗服务】

严抓医疗质量，规范诊疗行为，对医疗薄弱环节及医疗隐患进行整改，使核心制度得到

较好的执行。抓继续教育，加大职业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完成 Ｂ

校区医院修建竣工回迁工作，整合医疗资源，成立医院康复中心和口腔中心，增开校区医院间

交通车；推进职能科室对各校区的纵向服务管理，并充分运用ＰＤＣＡ方法，深化科室工作质量

考核，开展优质护理，加强流感防控，制定临床路径；加强与三甲医院合作，聘请内分泌专家开

展专家查房、开设专家门诊；与重医合作，对体检职工免费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测。鼓励、创造条

件支持临床开展新的服务项目，增加肿瘤标志物检测，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水平。

服务项目 工作量

门诊就诊人次 １３９６６０

急诊就诊人次 １３２８８

急诊占门诊人次百分比（％） ９．５

收治住院人次 １３８３

门诊留观人次； １２２０６

急诊出诊人次（救护车出车） ２６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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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手术台次 ８６８

各类检查次数 ３３８３６

各类检验次数 ２３７５３０

学校各级各类考试、活动、会议及特殊人群医疗服务 ２５２

医疗事故 ０

安全事故 ０

病人综合满意度（％） ９５

内部满意度（％） ９５．５

【公共卫生工作】

完成教职工、新进职工、本科生和研究生等体检工作，教职工体检首次启用预约制，分项

目责任制；做好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关注长期卧床老人的特殊医疗服务；加强我院慢性病

管理考核，提高慢性病随访质量，被沙区卫生局评为沙区高血压管理先进单位。加强传染病

防控，重点关注学生结核、艾滋病防控；承担教育部体卫艺司２０１４年高校预防艾滋病调研及

宣传教育试点活动，开展预防艾滋病系列宣传教育，协助学校制定了《重庆大学预防艾滋病

宣传教育方案》。做好埃博拉出血热防控，会同相关部门对疫区来校留学生实施隔离医学观

察。开展我校第五届大学生急救技能培训。以各种形式开展校园健康宣传、义诊活动；组织

专家参加全国“服务百姓健康义诊活动周”活动，受到沙坪坝区卫生局好评。

服 务 项 目 年 工 作 量

职工居民健康档案建档及建档率 新建５４１；累计：７８３９；建档率：８６．１４％

学生居民健康档案建档及建档率 新建１０４７９；累计：３８０２９；建档率：８２．６７％

高血压随访人次及访视率 ５２２４人次，访视率７１．４％

糖尿病随访人次及访视率 ２０６４人次，访视率８０％

≥６０岁老人访视数量及访视率 ２５５９人次，访视率 ８０．１７％

公共选修课学时 １１

宣传板报数（期） ６期３０块

发放宣传资料数 １３５００

心理咨询、团体辅导 １２６次

疫苗接种 ２１００

传染病管理报卡、死亡报卡 １７８（传）：３３（死）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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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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

全校教职工体检人次 ５８９１

教职工妇科体检人次 ２６６３

各类学生体检总人次 ２５４４３

【医保管理】

强化管理和服务职能，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政策宣传、监管、督导；分工明确，做好政

策解释工作；加强对教职工、大学生医保资金使用监控，有效地保障师生医疗待遇。

参保项目 工作量

组织大学生参加商保人数及参保率 ３２４５１人　参保率８１．１３％

组织大学生参加新城合保险人数及参保率 ３５３３１人　参保率８８．３３％

职工参保 ８８６３人

【计划生育管理】

完成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宣教工作。完成生育证、独子证管理、各种人口数据、统计报

表、变动登记，更新帐卡册及信息系统，领发避孕药具等工作。办理的一孩《生育服务证》４２

人，《再生育服务证》１９人，《独子证》１４人，审核出具的各类独子、生育证明８０份；全年发放

独子奖励费约３万元（７００多人）、学杂费补助３３１２０元（５５２人）等工作。

【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服务水平】

根据《重庆大学医院继续教育管理办法》实施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开通“华医”网网上学

习，严格业务学习考核制度；采取请进来、派出去进修、短训、业务讲座等形式，加大培训力

度；引进专业技术骨干人员７人；制作急诊急救宣传片，在全院开展急救技能培训、竞赛；参

加全市高校医疗保健机构急救技能比赛，获团体一等奖及多项单项奖；开展“如何树立服务

意识，服务好学校”的干部培训；开展病区优质护理示范工程建设，两名护理人员被评为沙区

优秀护士。

完 成 项 目 工 作 量

专题讨论、业务学习、学术会议次数 ２８

外出进修人次 ８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次数 ２５

公开发表论文 ８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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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设备设施建设、采购管理等工作】

完成Ｂ区医院改建竣工后搬迁工作及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工作；添置大型设备 ＤＲ一台，

彩超一台，化学发光法仪器一台；完成虎溪校区放射科房屋改建工作。定期召开药事管理小

组例会，召开耗材管理会议，完成医用耗材、试剂和大部分办公耗材的清理、招标工作，统一

品规和供应商，统一采购。

【信息化建设】

在网络中心支持下完成医院信息化建设方案调研论证和招标，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启动

新系统。利用医院网页，加强政策宣传，医疗信息公示和方便职工健康体检信息的查询。

（汤建山）

安全保卫

【综述】

２０１４年，党委保卫部（处）积极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预防为主、

突出重点、维护稳定、保障安全”的工作方针，以“平安重大”建设为主线，坚持服务师生、服

务大局，扎实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有效保障了学校的平安稳定。

【政治稳定】

重视信息收集研判，建立并经营涉稳长效信息源３条，收集采用各类情报信息３００余

条，形成情况反映１０３期。强化国保战略支撑点建设，开展基础数据摸排和专项调研６次，

配合国安、国保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１１２起，协助处置涉校非正常死亡５起。联合相关部

门，积极开展抵御防范暴恐音视频专项整治工作，及时处理校园传教和宗教渗透活动。加强

网络舆情管理，查处不良言论、视频１２起，及时更新网络审计关键词，强化对网络行为的规

范和管理，配合网络中心开展网络安全检查、巡查等１０余起，处理各类网络安全事件６起。

【安全防范】

全年组织安全巡逻、检查、蹲守等１５０００余人次、夜间安全巡逻监督检查２２０余人次，督

促整改安全隐患１６起。全年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案件３２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２４人，追

回笔记本电脑１５台、手机８部、现金１６０００余元，调解各类矛盾纠纷１９起。做好危化品库房

安全守护工作，进行安全检查３６人次。配备应急处突警械装备２４０余具（套），组织各级各

类培训１０００余人次 ，进一步提升了处置恐怖及暴力犯罪案件的实战能力。承担学校各类大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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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活动、会议、考试执勤、押卷、试卷守护等１００余次，出动执勤人员２０００余人次，保障各项

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消防监督】

全年共张贴消防宣传标语 ５５条，举办消防墙报、专栏、展板 １９期；２０个二级单位共

３０００余师生员工参加消防知识讲座和培训；对重点防火单（部）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２２０人

次，当场整改和消除消防隐患２７起。安装、更换和修复应急照明及疏散标志１２０套，补充配

备、更换灭火器１５０１具、疏散引导箱２７个、灭火器箱８０个。组织对全校５０余栋建筑物整体

消防情况逐一摸排，当场整改隐患３６起，并对所有消防档案规范整理，夯实消防工作数据，

完成消防安全“户籍化”网上填报工作。认真查处一般火灾（险）４起，积极配合学校相关部

门，落实事故责任。

【交通管理】

完成“门禁系统升级改造工程”的立项、建设工作，修订完善《重庆大学校园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规定》及《重庆大学车辆出入校园管理办法》，从设施和制度上严格控制进出口，减少

无关校外车辆借道通行、过夜蹭停和串卡现象。门禁系统升级改造以来，车流量同比下降

２５％左右，夜间蹭停车辆同比下降１０％左右，车辆平均通过时间较以前缩短４．５秒。完成

“交通信号灯违法实时抓拍系统工程”的立项、建设工作，对学生上、下课高峰期闯红灯行为

实施处罚，效果良好。全年印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２０００余份，发送交通警示信息１３００余

条；下路段安全检查６００余次，纠正交通违章１８００余起，对违规停车者锁车处理８００余次，

批评教育８００余人次。新增和更换交通标志５６４处、器材１２０余具（套）。

【市政监察】

开展学生区夜间游摊巡查整治行动，建立夜间巡查常态机制；拆除校内违章搭建和违规

饲养家禽３起；协调地方管理部门整治后校门四方井路段乱摆摊点、学生宿舍区食店占用停

车场经营、烧烤摊违章搭建等行为，收效良好。全年共取缔和纠正各类违规摊点５００余个；

处理乱张贴（挂）广告人员４１３人次；加强犬只管理，制止违规遛狗行为５００余次，协助为５４

只犬只免费注射狂犬疫苗。

【安全教育】

完善平安重大网的建设维护，发布各类安全警示、教育主题帖３１篇，提醒微博６３３条。

深化安全教育月活动，成功举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桌面演练”，检验了学校管理层面应急处

置能力；开办女子防身术培训班；组织校综治委成员、国安领导小组成员、各二级单位分管安

全工作的领导和安全联络员进行在线安全知识测试，共６２个单位１２７人参加了测试。通过

安全知识竞赛，主题党日、团日活动、应急演练等各种形式，进行安全宣传和教育５９场次。

【户政管理】

全年共完成４９６３名师生的户口迁出、１６５２名新生的户口落户工作，出具户口证明４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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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办理毕业生户口改迁和补办２６５人次，办理更换身份证１２２人次。采取错时工作制，

开通了引进人才户政办理特殊通道等便民措施。

【监控技防】

完成“重庆大学Ａ、Ｂ校区新增及重要路口监控系统改造项目”的立项、建设工作；做好

二级单位自检监控系统的技术指导工作，配合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对学校２９个实验室进行

现场勘察，设计７３６个监控点位；完成老校区学生宿舍监控系统工程８０１个新增点位建设，

学生宿舍楼道监控全覆盖，实现学生宿舍零发案。

（彭　婧）

后勤服务

【综述】

２０１４年７月，按照学校机构调整总体安排，学校撤销后勤集团党委成立了后勤党委，撤

销后勤集团成立了后勤管理处。在全校职能部处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后勤班子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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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后勤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再上台阶，圆满完成２０１４年各项工作任务。

【群众路线取得实效】

切实抓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阶段工作。按照整改有目标、推进有措

施、落实有责任、完成有时限的“四有要求”制定整改方案。整改方案从加强理论学习，强化

班子执政能力；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师生；完善服务措施，简化办事流程；强化师生参与，

加强后勤民主管理；改进文风会风，厉行勤俭节约；理顺体制机制，提高后勤服务质量；增强

拒腐防变能力，加强安全生产和校园管理等方面明确了八大项整改内容。通过各项整改制

度的落实，后勤职工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物业中心、运行维修中心、饮食

中心等相继收到表扬信５０余封，师生对后勤服务满意度不断提升，让师生切实看到了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带来的真正变化。２０１４学年度学校对后勤服务质量考评分为９２．

１７分，得到师生员工较高的认可度和满意率。

【稳步推进后勤改革】

积极探索符合重庆大学实际、适应学校发展的后勤服务管理模式，积极贯彻落实学校实

施后勤管理体制改革精神。为进一步理顺后勤管理体制，明确责权利，强化监督评价，完善

·５３２·

条件保障




激励约束机制，提高管理效率，提升后勤服务质量，根据工作任务和性质特点重新设置和调

整了后勤管理服务机构，即下设４个机关职能部门，５个后勤服务实体，节能办挂靠，管理附

中附小幼儿园。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进一步理顺学校与后勤，后勤与相关职能部门，后勤与

下属服务实体之间的关系。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对相应的经费预算与管理办法、考核评价

体系及薪酬体系作了深入的研讨，稳步推进，平稳过渡。

【制度建设】

补充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门面租赁、大宗物资采购等多项规章制度和工作

流程，使各项管理服务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井然有序，逐步形成自我约束、自我监督、检

查有序、督办有力、奖惩分明的工作机制。

【职工队伍建设】

制订职工学习培训计划和考核办法，加大培训经费投入。组织开展了水电气及特种设

施设备维护维修、食品安全法、交通安全及消防安全等多种形式的培训，进一步营造学习氛

围，提升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群团工作】

抓好群团工作，促进文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２０１４年，后勤职工在学校的春运

会、教职工文艺汇演、八十五周年校庆文艺汇演、羽毛球比赛等多项文体活动中再创佳绩，展

现了后勤人良好的精神风貌。

【主要工作】

１．后勤服务呼叫中心

以后勤服务呼叫中心为窗口，着力提高服务效率。呼叫中心全年共受理各类事务３４５６１

项，其中报修３１９３９项，投诉２５５９项，建议３４项，督办２８项。升级完善了后勤服务呼叫中心

信息系统，进一步优化日常维修项目申报流程，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得到提高。

２．物业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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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

较高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为规范和提高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保障学校权益，对奖励机制和

退出机制进行了修改，组织完成重庆大学校园物业管理与服务续标商务谈判。

学生宿舍数字化平台初步投入使用，顺利完成２０１４级研究生网上选房工作。

３．维修能源服务

协助学校完成《零星维修管理办法》具体细节的论证与落实，零星维修工作逐步按照新

型管理模式运行，有效提升维修反应速度。全年完成各类维修任务３３０００余次，圆满完成８５

周年校庆等各类重要大型活动的能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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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饮食服务

完成集中加工配送项目米饭和切配生产线的主要设备购置、安装和调试；柏树林教工餐

厅等５个食堂装修一新，有效改善就餐环境，得到广大师生员工一致好评；师生对学校餐饮

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学生在学校食堂就餐率达７５％以上，创历史最高水平。

５．商贸服务

加强门面统一规划，进一步完善门面招投标、租赁监督管理及合同管理制度。修建Ａ区

四方井便民果蔬售卖点，既为教职工提供便利又有效整治规范了校园周边环境。

６．会议服务

会议中心开发网上预订系统，进一步简化预订流程，为各办会部门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会

务服务。一年来，为学校各类会议、活动服务１５００余场次。

７．节能工作

节能办注重节能规划和节能改造工程的实施，积极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深挖学

校节能潜力，２０１４年学校能源费净支出较２０１３年减少３２１万元。参与实施 Ａ、Ｂ校区地下

主水管网改造、学生宿舍增加热水供应机组、民主湖水环境改造及水厂尾水利用工程等节能

改造项目。

８．附中附小幼儿园

附中在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争取专项经费１００余万元，完成多媒体室、教

学楼、塑胶操场等维修改造项目，办学条件及硬件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和提升。积极做好与

山东科文集团继续合作共建重大附中的各项准备工作，积极参与并全面推进重庆大学与西

南大学合作共建西大附中分校的各项筹备工作。

附小再次被评为沙区优秀少先队大队。在全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小学生科学小论

文大赛、拉丁舞比赛中多人获奖。沙区进修学院期末质量监测，四年级数学取得佳绩。六年

级毕业升学考试取得好成绩。

幼儿园顺利完成Ｂ园装修改造工程并投入使用，Ｂ园由原来的５个班增加到１０个班，

有效改善办园条件，缓解校内子女入园难。儿童体检合格率达１００％，在全区名列前茅，被评

为沙区“儿童卫生保健工作先进集体”。

（甘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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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

【综述】

为进一步强化社区管理，统筹工作口径，明确工作主体、规范工作职责，解决学校社区建

设和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学校于２０１４年７月成立社区工作办公室。作为一个全新的服

务部门，自成立以来，主动适应学校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新定位、新要求，努力提高社区管理和

服务品质，满足建设和谐校园的愿景和诉求，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和学校交办的其他工

作，有力促进了学校社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队伍建设】

积极组建工作团队，通过公开招聘完善配备了一支精干高效的社区工作队伍。严格实

行民主决策制度、办公会议议事规则、“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实施办法。完成社区工作办公室

党支部筹建、工会小组筹建工作，不断完善内部组织机构。加入隶属于民政部的中国社区发

展协会，接受社区服务专业化培训，定期开展员工培养培训，提升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和

水平。

【制度建设】

积极调研论证，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社区建设实际情况，制定了《重庆大学

社区建设发展规划》、《部门岗位职责》、《业主委员会议事规则》、《业主文明公约》、《业委会

经费管理办法》、《物业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按照“统筹协调，综合管理，校地协

作，共建共赢”的工作理念，“建设和谐社区”的工作目标，根据“学校统筹、政府授权、职能延

伸”的工作原则，建立了社区工作办公室网站，高效率、快节奏完成了部门的组建工作，社区

服务和管理呈现新起色、新亮点。

【共驻共建】

积极加强与沙坪坝人民政府、沙坪坝街道办事处、虎溪街道办事处及相关居委会的沟通

和协调，搭建共驻共建平台。建立完善“五大体系”，构筑维护学校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一是

构筑法制宣传教育体系；二是构筑矛盾纠纷排查治理体系；三是构筑法律服务网络体系；四

是构筑安置帮教体系；五是构筑信息反馈体系，解决好信访问题，促进学校稳定。打造“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网格化社区服务机制，搭建“单位”与“政府”的沟通桥梁，确保信息畅通，

任务落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业委会建设】

理顺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坚持到位不越位，加强业主委员会民主自治建设。先后到八

个业主委员会现场调研、实地察看，听取意见和建议，排解困难和矛盾，就社区房屋管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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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整治、违章搭建等深入了解，把脉询诊、建言献策，先后向学校及相关部门呈报社区建设和

管理类请示、报告３０余份，并就教职工反映强烈的外柏树林、东林村、夹皮沟等危旧房改造

问题，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前期论证、可行性调研和解释疏通工作。

依法依规完成虎溪花园换届选举工作，夯实业主委员会力量。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备，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组织召开了虎溪花园第二届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虎溪花园新一届

业主委员会委员，推选产生了虎溪花园第二届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通过了《虎溪花园

小区业主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讨论了《虎溪花园小区业主公约》，为把虎溪花园小区打造成

为市级精品小区夯实了力量。同时，对个别业主委员会因身体原因或无法胜任工作的委员

进行了改选或增补，把一批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奉献的同志选进业主委员会，调动业主委员

会的工作热情，挖掘工作潜力，把社区矛盾、纠纷和困难尽可能消化在社区，为学校排忧解

难。同时，充分带动业委会力量，精心打造高品质社区，组织建工东村业主委员申报全国校

地共建文化型社区，组织虎溪花园申报重庆市示范化小区。

【环境整治】

组织业主委员会完成住宅区清洁服务招投标工作，平稳有序地完成住宅区清洁服务费

调价工作。积极响应沙坪坝区创立国家卫生区的号召，分阶段、分片区对住宅区的环境卫生

进行集中整治。在常规清扫、保洁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创卫先锋队，联合物业公司，组建突

击队伍，共同清理４５处卫生死角、２６处建筑垃圾；组建了一个创卫督查队，发现问题，及时上

报，抓好整改，加固维护基础设施３５处，拆除乱搭乱建１２处；引进一支社区巡防队，直面矛

盾，逐步整顿住宅区秩序。对住宅区住改商、违章搭建等情况进行集中摸排，了解情况，收集

资料，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处理力度。加强法制宣传，张贴发放宣传资料６０００多份，做到制度

措施落实、管理教育两结合。积极排查和化解居民之间的内部矛盾，按照“预防为主，教育疏

导，依法处理，防止各类矛盾激化”的原则，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学校和社会稳

定。社区工作办公室自成立以来，共受理居民纠纷４２起，接访１５１人次，为居民解决实际困

难３５起。居民来信来访做到１００％受理和回复。代表学校在沙坪坝创立国家卫生区百日攻

坚总结大会上作典型经验交流发言，获得政府、兄弟单位的一致好评。

【社区志愿者】

为引导更多年轻人参与到社区志愿者服务中来，在校团委的指导和支持下，以化工学院

团委为支撑，成立了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协会秉承“爱心献社会，真情暖人心；服务社区，共

促和谐”为服务宗旨，先后开展社情民意调查、卫生清扫、创卫知识宣传、帮助孤寡老人、义工

义卖送温暖等活动，传递正能量，彰显新风尚。

（尹国华　杨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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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

【综述】

２０１４年，纪检监察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纪

委三次、四次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促进干部廉洁自律，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健全作

风建设长效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在“三转”中锻造过硬队伍，全面推进学校反腐倡廉建设，为

学校综合改革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协助党委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工作，赢得党委支持。

做好组织协调和调查研究工作，为党委落实主体责任提供支持。在党委的统一部署下，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方案和工作措施。协助党委

制定《重庆大学校领导和校级部门２０１４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解表》，将反腐

倡廉建设的８９项主要任务逐项分解到校党政领导班子１２位成员和２９个牵头部门。协助

党委制定《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实施办法》，督促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将二级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列为二级单位和中层领导

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强化责任落实。协助党委做好检查考核，督促二级党组织落实主体责

任、领导干部落实“一岗双责”。纪委负责同志带领纪检办一行深入学院，了解党风廉政建设

现状和责任制落实情况，深入剖析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干部廉洁自律】

坚持通过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提醒谈话、诫勉谈话、

约谈等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根据党委要求，对２９名

有兼职行为的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约谈，并按中组部文件规定，要求其限期整改。配合相关部

门完成了２０１４年中层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经济责任任期和任中审计工作。

【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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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建设等结合起

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教育。一是夯实反腐倡廉常规教育；二是抓好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

育，编印《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案例选编》，发放给每个中层领导干部和教工党支部，进行警示

教育；三是强化关键岗位、重要人员廉洁教育。组织相关人员观看《四风之害》、《小金库引

发的大案》等专题片，与部分党支部共同开展“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知识测试”，进行廉洁

从政、廉洁从业教育；四是会同有关部门利用校园网、校报、校内电子显示屏、手机报等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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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开展潜移默化的廉洁教育，营造廉洁校园氛围。

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开展第二届青春倡廉文化作品大赛，收到作品近２００篇，评出

优秀作品并组织展出。推荐师生优秀廉政文化作品参加第三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

赛，有６件作品通过重庆市复赛，入围全国决赛。开展廉政漫画征集活动，推荐优秀作品参

加重庆市“巴渝廉画”漫画作品征集展览活动。依托学校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开展高校内部

监督机制研究、“三转”理论研究和路径探索、查办案件中取证合法性问题等多项课题研究，

２０１４年顺利结题１０项，新设立课题１０项，把廉政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作风建设】

协助党委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深化文山会海、检查评比泛滥，门难进、

脸难看、事难办，铺张浪费、公房管理和使用、违反财经纪律、领导干部在企业违规兼职（任

职）、校园安全及环境问题专项整治。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中秋、国庆期间及开学前后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在重要节日等时间节点前向全校中层领导干部发送“廉洁短信”，

提醒干部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做改进作风的表率。同时，强化监督检查，加强执纪问责，

督促领导干部转变作风。

【惩防体系建设】

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全面总结贯彻落实第一个５年工作规划取得的成绩和存

在的不足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综合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学校构建现代大

学制度的探索，协助党委及时制定了学校《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工作规划〉的实施办法》，把惩防体系建设的各项要求融入学校的业务工作和

内部管理。

稳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在对校内各二级单位报送的廉政风险防控信息表进行梳

理、归纳的基础上，按照循环推进、不断深化的工作方法。通过交流经验、加强调研、分类指

导、信息化建设、强化考核等途径逐步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不断提高廉政风险防控科学

化水平。

【监督检查】

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通过列席会议、走访调研、专项检查等，加强对校院两级

领导班子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监督。采取多种措施，督促领导干部自觉执行《廉政

准则》，正确行使权力，廉洁从政。

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监督。在招生录取、基建项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科研经费、

校办企业及学术诚信七大方面，全面参与，过程监督，严格把关。协调审计、国资等部门组成

监督小组，对基建工程、物资采购招标等重要环节，从制定标书、评标到验收，实施全过程监

督。成立招生监察领导小组，增加校外考点巡视力度，加强对特殊类型招生考试的监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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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２０１４年，监察处参加校内各类招标采购、商务谈判等活

动现场监督２５０余次，共涉及合同金额１．９亿余元。配合职能部门做好科研经费自查自纠、

基本建设检查等工作。

【办信办案】

全年共收到信访３６件，其中上级交办１０件，涉及信访案件１件，立案１件，１人受到纪

律处分。信访件涉及招投标、经费管理、招生、制度规范、学术不端等方面问题。对一些疑难

问题，学校纪委负责人多次到学院、机关找当事人谈话，做工作，化解矛盾。对存在轻微违纪

问题的学院，对学院党政领导干部进行约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纠

正。通过监察建议书等形式，督促存在问题的单位履职尽责，规范管理，防控廉政风险。

【干部队伍建设】

制定《重庆大学纪检监察工作“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三转”

内涵，提出“三转”路径，增强“三转”保障，进一步深化“三转”。明确职责定位，聚焦学校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退出不宜参加的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机构５个，将１１项不该管的

监督事项交还给主责部门，收缩战线，强化主业，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专职。探索把握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创新理念思路，改进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揭露腐

败、查办案件、问责和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加强职责范围内事项的监督检查，更加科学有效

地履行职能，增强实效。优化纪委内设机构配置，增强纪检监察工作力量。加强对纪检监察

干部的培养和管理，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２０１４年参加培训１０人次，外出调研６人

次。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以铁的纪律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

硬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努力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

（张玮玮）

组织建设

【综述】

２０１４年，组织部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依托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围绕学校办学

目标和深化综合改革的任务，以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主线，以制度建设为抓

手，以加强干部考核监督为重点，抓好两支队伍建设，探索党员队伍、干部队伍教育培训新方

式，大力推进信息化水平，夯实党建工作基础，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５４２·

党建与思政工作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

１．开展专题调研

会同相关部门完成教育部高校党建调研工作３次，形成调研报告１．７余字。根据学校

党委要求，专题调研二级党政班子建设情况和基层党支部建设情况，分别发放调查问卷５００

余份。结合数据分析和走访座谈，起草完成《重庆大学中层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报告》和

《重庆大学教工党支部建设情况调研报告》。

２．推动整改落实

按时上报整改进展、工作台账与自查报告，落实好上级各项部署。协调各二级单位，建

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目前学校各二级职能部门建立、修订各类规章制度７０余个。

指导全校４０个二级党组织、６６１个党支部做好“规定动作”。

３．进行活动总结

牵头起草《重庆大学教育实践活动总结报告》等各类报告１７份约５万余字，并参与组织

总结大会等重要活动。整理汇编学校、各二级党组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文件、对照检

查材料、整改方案、总结报告等各类资料。编纂出版《践行群众路线 凝聚师生力量 助力科学

发展》书籍１本约１８万字。

【制度建设工作】

１．修订中层干部选任条例

修订完善《重庆大学中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实施细则》。中层干部选拔任用过程

中，进一步完善了竞争性选拔方式，加大了差额考察、差额表决的力度，扩大了民主推荐、听

取群众意见的参与面，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２．修订科级干部选任条例

修订《科级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实施细则》，使科级干部选任工作更加科学、规范，适应学

校发展需要。

３．制定中层领导干部管理规定

制定了《重庆大学中层领导干部管理规定》，进一步严肃干部纪律，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４．完善党员发展程序

起草了《重庆大学发展党员工作程序规定》，对学校发展党员工作有关内容进行了补充

完善。

【干部监督管理专项工作】

１．组织干部个人事项报告

根据中组部、教育部要求，组织了副处级及以上干部集中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对报告内

容不全、信息有误的，指派专人与干部本人逐一沟通核实，累计核查１０００余人次。将所有报

告信息录入干部个人事项申报专用系统进行汇总综合，完成３５３名干部的信息录入汇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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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助中组部、教育部组织完成校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以及离任未退休的校领导２０１３年

度个人事项报告工作。

２．实施干部因私证件集中保管制度

制定了《重庆大学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组

织全校３５３名中层干部进行持有因私护照申报和证件收集工作。已按照中层干部涉密和非

涉密身份，因私证件分别移交学校保密办、档案馆集中保管。

３．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认真落实学校党政领导干部请假制度，办理了中层干部请销假３０余人次。按照学校对

党政领导干部实行谈话的暂行规定，对提拔、交流、离任的干部７０余人进行谈话。协助做好

２０１３年以来离任和交流的中层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１．调整基层组织设置

调整了部分党组织和班子成员，撤销了科企集团党委及纪委和后勤集团党委；设立了产

业党委和后勤党委；调整部分二级党组织委员。全校目前共有二级党组织４０个，其中党委

３３个、党工委１个、党总支６个，党支部６６７个。２０１４年发展党员２７７７人，其中教职工１３

人，学生２７６４人。

２．加强党建理论研究

组织完成２０１４年１１个党建研究项目立项工作及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１５个党建研究项目结

题工作。

３．加强支部建设

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召开支部书记座谈会１次，为学校党委摸清情况、解决问题提供依

据。组织全校４０个二级党组织负责人、教工支部书记和部分学生党支部书记培训交流会１

次。

【干部队伍建设】

１．优化干部队伍结构

根据工作需要，对部分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补充。选拔调整处级干部９０余人，

选拔调整科级干部５０余人。形成各类干部材料近２００份。

２．拓宽干部成长途径

加大援疆、援边干部推荐工作力度，选派４名干部和教师赴新疆挂职，继续选派２名干

部到云南挂职。积极向市教育工委推荐处级干部，配合完成了对市教委国际处副处长人选

的考察工作。完成３名驻外后备干部（其中２人已通过考试、考察）和１名“博士服务团”成

员（已就任）的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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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改进干部考评方式

调研１２所部属高校，对面上测评的方式和测评主体范围的设置进行了改进，组织５０名

中层正职利用网络考评系统在全校层面民主测评，组织３５１名中层干部在单位内部民主测

评，同时开展单位内部网络测评试点工作。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１．增强自主培训实效

联合井冈山干部教育学院，组织实施２期中层干部培训班。培训强化理想信念和党性

教育，特别设计集体研讨环节，全年７７人参训。

２．探索党课培训新途径

继续试行小班研讨教学，提高党课培训效果。本学年举办２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

训７０００余人。

【服务学校工作大局】

１．筹备校领导民主生活会

做好学校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会前准备、会中服务、会后材料报送工作，在精心组织

学习、广泛征求意见、普遍开展谈心、深入查摆问题、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等环节上承担起

主要工作。

２．参与深化综合改革工作

参与学校综合改革组织保障工作，起草了《重庆大学深化综合改革组织保障方案》，提出

组织保障综合改革路线。

【工作作风建设】

１．提升部门信息化水平

组织研发干部管理信息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完成编码设计。组织研发干部个人因私证

件管理系统。规范二级党组织１２３７１党建信息平台管理工作。

２．做好师生服务工作

梳理工作职责，优化工作流程。通过上网发布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程序、中层干部因私出

国（境）审批流程、选调生和村官的报名、政审程序、开放党课成绩查询等措施便捷服务师生。

完善《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手续》。继续实行公派出国（出境）或联合培养攻读学位学生

党员登记制度，先后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出国党员登记、政审等各种手续１万余人次。

（何　栎　张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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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文化

【综述】

２０１４年，学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和重要工作任务，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方向、

狠抓落实，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积极稳妥、务求实效，创新工作形式，拓宽工作渠道，力求“扬

正控负”，抓住８５周年校庆为契机，开展一场研讨会（座谈会）、一批重大故事、一个专题网

站、一场主题晚会、一批理论文章或作品的“五个一”活动，突出体现在办学经验和办学精神

的凝炼和宣传，特别是最近五年来“重大精神”的主题宣传和舆论引导，对内凝聚师生之心，

在外树立学校形象，努力营造学校稳定发展的良好氛围。

【思想理论工作】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编辑２０１４寒暑假校级党委中心组集

体学习材料。在校园网主页设立了“理论园地”学习平台，发布了“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教育法规等６个专题学习材料和１１篇重要学习文章，截止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６日，全校累计下载３３３８次。做好２０１４年全国“两会”精神的传达与宣传工

作。

学校成立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设在宣传部，组织开展了全校师生

“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动态”专项调研工作，设计了教职工和学生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５０００

份。规范建设学校哲学及社会科学报告、讲座等管理工作，加强“八个三”意识和做法，并在

全市高校专项会议上作介绍得到市委办公厅的关注。

牵头组织和实施了学生群体的两端宣传教育，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

美德、知校爱校等主题性的教育，已形成了学校宣传品牌。开展毕业季报道的《中国教育报》

整版和开学季的《重庆日报》整版，每期报纸均订购５０００份发到学生手中。做好“六五”普

法工作，成功组织了国家首个宪法日的宣传教育活动。

【对外对内宣传工作】

主动、积极、成功策划了学校的重大精神、“２０１１计划”申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综

合改革等学校中心工作的一系列中央媒体的深度报道。建校８５周年之际，牵头策划和组织

成功召开了校庆８５周年座谈会，策划并撰写了《重庆日报》整版文章，并在《光明日报》、《重

庆日报》等主流媒体作深度宣传。协同科技处、汽车协同创新中心等策划和刊发了一系列较

为有影响力的中央媒体的宣传，为最后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一年来，牵头策划了《光

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香港文汇报》《中国新闻社》《重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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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等一大批主流媒体对学校中心工作都进行了系列、持续的宣传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

年社会主流媒体（含网络）共直接报道学校新闻１５００余次。

深挖掘典型，服务学校加强隐形宣传能力。重点宣传和日常宣传做到了与学校群众路

线整改成效、重大精神与大学文化、综合改革成果等紧密结合，与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研究生

教育改革等综合改革、关系师生的“民生工程”建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师德师风建设等相

结合。一年来，积极配合学校有关单位加强对典型人物和单位的事迹挖掘、精神凝练、经验

总结和宣传策划。组织了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苏卫视的《走进重庆大学》的“职来职往”大型

电视录播节目。

【网络文化建设】

打造重庆大学新媒体中心，新推微信公众平台，微博影响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多次荣

获教育部、新浪微博、腾讯教育等年度高校各种大奖。对于学校的阶段性工作重点及学术成

果、建设成就、大型活动的集中展示，制作的一大批新闻专题和大型活动的新媒体直播，已成

为校园网络文化的一个较好品牌。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负责的学校在中央专项工

作网单篇报道数现位居中管高校第３名；我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等经验在市级及以上大会作交流。２０１４年新闻网审核并发布新闻８０００余篇，

《重庆大学手机报》共编辑发行４０余期。参加了全国高校电视节目的评审工作，获得全国高

校电视大奖为教学类一等奖、优秀奖各１项，专题类二等奖、优秀奖各１项，新闻二等奖１项

专题片。重庆大学学生记者团工作机制日益完善，全年共培训校园学生记者千余名，进一步

保障校园网络宣传工作体系。

【文化工作】

成功组织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教职工文艺汇演、毕业季系列民主湖歌会、研究生歌手赛等

活动，通过征集、展示、评比等环节，加深师生在日常学习、工作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熟知和体会。认真组织和遴选了一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的、反映重庆大学坚

持传承和弘扬“重大精神”，积极探索文化育人的创新发展所取得成效的文化育人典型素材，

形成《丰富“重大精神”内涵 谱写“文化育人”新篇———重庆大学积极弘扬大学精神，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申报材料，获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二等奖。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教育。在高雅艺术进校园、教育部和重庆市第四届大学

生艺术展演等活动中，积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教育，开展《梅兰芳的艺术与

人生》、《“爱我中华·中国梦·我的梦”集邮展览》等专题讲座，组织“我的中国梦·最美中

国”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戏剧小品、器乐、舞蹈大赛等活动，开展形式

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累计在活动组织过程中，直接参与师生万余名，推优报送近２０个节

目，５００余名学生获重庆市教委表彰奖励。

传承重大精神，弘扬师德师风、选树传颂“校园好故事”。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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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个人寻访活动，拍摄重庆大学系列全国优秀教师专访系列短片近１０部。选树在热爱祖

国、敬业奉献等方面表现突出教师楷模，以“校园好故事”等主题活动为载体，以学生采访、教

师评论、视频展播为主要形式，大力宣传师德楷模典型。利用以“立德树人，立教圆梦”为主

题的８５周年校庆文艺汇演，不断提升师生文化艺术活动的审美和人文品质。近５００名师生

参与演出，现场观看师生近８０００人。

【舆情工作】

不断提高网络舆情研判、舆论引导的能力。２０１４年舆情信息工作得到了中宣部的表扬。

２０１４年集中力量梳理了此项工作的规划、思路、经验、不足等，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工作的规范

化建设，在当年１１月底教育部思政司举办的全国高校舆情信息培训班上作为六所高校的代

表作了大会交流发言。全年教学工作周的网络舆情监控和预警汇集、分析、研判而成的《学

校舆情信息周报》近４０期提交学校党政领导参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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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和市委宣传部专项调研如法学专家畅谈十八届四

中全会等３０余次。全年向中宣部、教育部和重庆市报送各类舆情信息２０００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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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ＱＱ群交流，线下座谈交流，工作培训交流等各种手段，发挥团队作战的优势。坚持

每周一次对二级单位网站进行截图抽查，针对部分二级网站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的情况，进一

步落实网站安全责任，建立网站安全事故报告机制。

【校史工作】

广泛开展“知校爱校”宣传教育。组织了部分 ２０１４届毕业生重温校史，组织开展了

２０１２级本科生和２０１４级研究生的“知校·爱校”校史教育活动。开辟了校园历史景点参观

线路，丰富了校史教育内容。在８５周年校庆之际，完成了《重庆大学记忆》（第四辑·校庆纪

念刊），编撰《图说重大》一书。完成《中国教育年鉴》（２０１３）重庆大学部分、《重庆教育年

鉴》（２０１３）重庆大学部分的编纂。更换校史馆部分图片内容，新增院士展厅一个，开展校史

馆参观满意度调查。全年接待校内外校史馆参观１０６批次，其中英文解说１２批次，共４８００

余人次。

（朱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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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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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实现了学校统一战线“五大关系”和谐。

【民主党派工作】

召开统一战线双月座谈会４次、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２次、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席会２

次，就事关学校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要决策广泛征集各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的意见建

议；建立了 “校情民意”征集、办理、回复机制，拓宽了协商范围，丰富了协商形式，提高了协

商质量。

启动“党委出题、党派调研、行政采纳、部门落实”课题调研机制，首批项目分别由民盟、

九三学社牵头承担 “教师评价”与“校区功能定位”两个重点课题。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开展

了“送温暖”活动，走访慰问退休党外人士以及有生活困难的统战成员８０余名。

接待民盟中央组织部、民盟重庆市委领导及群言出版社樊伟一行来校调研；接待民革重

庆市委有关领导及民革创始人周均时之外孙蒋立明先生来校参访；接待重庆市政协主席徐

敬业一行来校调研；接待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光磊，市教委书记赵为粮，市委统战部常务

副部长关海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长明，市委统战部、市教委有关处室负责人一行来校指

导工作；接待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重庆市委主委、市侨联主席张玲一行来校调研；接待重庆

市委统战部知工处王建国、张来荣、陈研科来校调研。接待烈士、民革创始人周均时之外孙

蒋立明先生（惠普软件全球客户服务高级副总裁）来校参访事宜；接待陕西省１７所高校统战

部部长、山东大学统战部部长一行等共计近３０人来校调研、学习交流。

积极向民革重庆市委、致公党重庆市委推荐后备干部，协商选拔培养方案。协助沙区统

战部搞好民建沙坪坝区委、九三学社沙坪坝区委领导班子届中调整工作，支持民进重大支部

升格为总支委员会。

在元旦、春节、国庆中秋、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上门慰问党派老同志、统战成员、部门退休

同志。多次到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党派老同志。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

１．扎实做好无党派人士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促进各阶层关系和谐

组织召开了２０１４年知联会会长会议１次，学习传达了全市无党派人士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了“重庆大学无党派人士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方案。大力支持并指导知联会开展工作，举办了 “亲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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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知识讲座；组织会员到无党派代表人士、市人大代表夏玉先教授的食用菌产学研基地

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市政协委员王珏教授的ＩＣＴ产业化基地开展实地考察参观，促进会员间

学习交流、相互启发、共同进步，激发会员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开展国情市情教

育，增强了我校无党派人士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在人事处的支持配合下，对校内７０－８０年代的党外教职工队伍按年龄、专业、学历、职

称等进行了梳理分类，建立健全了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物色、发现、选拔和培养渠道。

２．高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着力打造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基地

积极协助市委组织部、统战部以及沙坪坝区委统战部来校考察党外干部２３名。

积极选派统战成员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重庆社会主义学院以及各民主党派上级组

织举办的教育培训；选派了王林、马欣２名党外人士到渝北区挂职锻炼。

【民族宗教工作】

邀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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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民族、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接待了市委统战部王茂春副部长、

冯咏谊副巡视员、范文佳处长以及区委统战部魏小红部长、秦癑?常务副部长来校调研；开

展对全校１６２名少数民族教职工的慰问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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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我校进行的渗透；积极配合后勤集团建

设好民族食堂和食堂“清真”专用窗口。

【港澳台侨工作】

多维度开展港澳台侨工作，促进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精心组织推荐中国侨界贡献奖，

在第五届“新侨创新成果交流会”上，获得创新人才２人（蔡开勇、黄晓旭。全国创新人才

１８７名、重庆５人），创新成果１项（重庆大学龚卫国教授———图像处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

用推广。全国创新成果１０１项、重庆１项），创新团队１个（重庆大学李百战可持续建筑环境

与绿色生态研究团队。全国创新团队７５个、重庆４个）的佳绩，受到中国侨联表彰。向市委

统战部推荐欧美同学会会员５３名，对全校４３８户“三胞亲属”进行了慰问。接待沙坪坝区统

战部副部长、区侨办主任一行来学校调研。组织我校附属中、小学生１９人参加第十五届华

人华侨学生作文比赛，２人获奖（二等奖１个、三等奖１个）。组织我校附属中、小学生１７人

参加第十六届华人华侨学生作文比赛。参加重庆市台联成立３０周年纪念大会，首届“渝台

同名乡镇·心连心”联谊活动暨签约仪式议程。参加重庆市台联组织的第五届青年踏寻孔

子行脚活动的行前会。开展推荐重庆欧美同学会会员工作。

【信息档案工作】

获得２０１４年重庆市统战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市侨联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向重庆市委

统战部及市侨联投报信息稿件６０余篇，被采用２０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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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文化建设】

充分利用我校抗战文化、统战文化积淀的丰厚优势，打造了一条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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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化符号与统一战线“团结、民主”两大主题相呼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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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高校统战部长访问团、厦门大学“统战工作创新与实践”调研团，以及天津大

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十余所兄弟院校统一战线访问团观览，丰富的统战

文化给他们留下难忘印象，扩大了学校统战工作的影响力。

（陈西东）

机关党委工作

【综述】

机关党委现有３５个党支部，５６５名党员，３７个工会小组，在职职工８３３人。２０１４年，机

关党委以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学校中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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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学习、服务、高效、节约、廉洁

“五型”机关为抓手，扎实做好机关党建和机关工会工作，不断改进校部机关工作作风，提升

服务质量，为学校内涵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思想政治与组织建设】

机关党委高度关注时政热点问题，及时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政治理

论学习，先后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两会精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等重要学习资料，多渠道交流学习心得，及时督促检查，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

想政治素养，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强化组织建设力度，成立发展规划处党支部、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党支部、社会工作办公室党支部；完成基建规划处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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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名；转接党员组织关系８２人；完

成４２名党员出国出境审查；计划财务处党支部、档案馆党支部支部建设经验在全校党支部

书记培训交流会做专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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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与廉政建设】

推进机关工作作风建设，倡导《机关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各支部严格落实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要求，密切党群联系、干群联系，确保党务、政务公开；积极开展评优工作，发挥榜样

示范作用，促进机关工作创先争优，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先后组织评选出学校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度 “文明家庭”１８户，学校２０１４年教师节表彰先进集体１０个及先进个人１５名，校

部机关 “文明家庭”７户；积极与四川大学、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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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禁令”等要求，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层层落实

廉政建设责任制，贯彻实施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强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在经费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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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

《作风建设在路上》等视频，增强改进工作作风的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党建研究与党务管理】

顺利结项党建课题１项，思政研究项目１项，公开发表党建论文１篇；设计实施《重庆大

学校部机关作风建设调查问卷》，撰写的校部机关工作作风建设现状调研及改进建议报告得

到校领导认可；全年收缴党费１６．５万元，并按时上缴上级党组织；强化党员基础信息动态管

理，完成对机关党员和教职工关于学历、职称、职务等信息的梳理，按时向上级党组织报送统

计数据；全年累计向机关各党支部发放党内资料２０００余册，搜集上传组织生活动态６０余

篇，校园新闻网等相关部门采用信息２０余篇；推进机关党委网站改版升级，做好１２３７１党建

信息平台的技术指导与服务工作，为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党支部等１４个支部新配备１２３７１党

员信息平台系统维护盘，并对各支部及时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

【特色工作与重要活动】

紧密结合校部机关青年干部的实际需求和特点，开设青年干部素质拓展培训班，共开展

心理调整、礼仪训练、价值观教育、廉政教育、青年干部成长等专题讲座及交流活动９场次，

提升青年干部综合素养，优化机关服务质量；与校团委合作，将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和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有机结合，组织２５名“青马班”学员到校部机关管理岗位实践锻炼，发

挥机关党组织党建带团建和机关管理育人职能；发挥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宣传、督导工

作小组作用，在机关各党支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及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相

关活动，利用机关党委“群众接待室”，机关党委委员定期轮流值班接待群众来访，帮助职工

解决问题与困难；举办不同主题的党建沙龙活动，机关党委委员深入对口单位指导基层党支

部建设。积极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团性健康文体活动，营造积极向上，团结高效的

机关氛围，增强机关凝聚力和向心力。先后组织机关羽毛球赛、机关趣味运动等大型活动，

机关在学校竞赛中获得多项殊荣，如学校２０１４年教职工文艺汇演荣获特等奖，“最美重大”

教职工摄影比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各１名，学校教职工钓鱼比赛二等奖，学校２０１４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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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三名，教职工羽毛球比赛团体总分第七名等。

【工会与教代会工作】

强化群众意识，密切群众联系，关心群众诉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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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切实解决机关教职工的实际困难。积极征集机关职工

的意见和建议并以提案的方式参与学校的建设和管理，机关《关于改善教职工家属区上网条

件的建议》提案获得优秀提案奖；坚持机关各职能部门把办理教代会提案与提升机关服务质

量相结合，推动教代会提案办理落实，人事处和实验及设备管理处获“提案办理先进单位”；

组织完成《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的意见征求》等意见征求工作，并提出多条合理意

见。

【职工福利与女工工作】

全力保障机关教职工合理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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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发放节日慰问（费）品达３３万余元，其中包括春节期间慰问特殊人群１７０

余人７万余元；三八妇女节慰问女教职工３４０人；慰问重病、家庭困难职工、教职工逝世家属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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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８５０元；协助校工会做好机关教职工的健康体检和女教职工妇科检查等工作；通过座谈、问

卷调研等形式了解青年教职工动态，关心青年教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积极呼吁健全青年

教职工职业发展路径，与市教委、校友合作办公室等单位合作，组织机关单身青年职工参加４

次“幸福寻缘”联谊活动，搭建青年职工婚恋交友平台等，并成功为部分青年解决婚恋问题。

【其他工作】

按照学校及相关部门的要求，切实落实好办公自动化、宣传信息、网络管理、财务、固定

资产、语言文字、综合治理、档案管理及机关工作调研等工作，做到制度健全、流程清晰、管理

规范、服务到位、高效满意。２０１４年，获得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语言文字工作先

进集体、信息工作先进集体荣誉。协助校党委组织部等部门完成学校中层干部民主测评工

作、教职工思想动态调研等工作。

（赖炳根　石万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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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校区党工委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虎溪校区党工委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继续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转变工作作风，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的整改方案，圆满完成学

校党政交付的各项任务，推动虎溪校区各项事业科学发展上新水平。

【主题实践活动】

继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大整改力度，在机关作风、办事效率、便民服

务、厉行节约方面进行了重点改进，强调“任务明确、责任人明确、时间表明确、验收标准明

确”。校区工作会议、检查评比大幅减少，学生大型活动统筹举办，各类讲座、活动加强宣传，

不摊派任务，不强迫师生参加，不让师生“被报告、被讲座、被活动”。强化了财务管理，严控

“三公”消费和公务接待。健全校区领导与师生定期沟通交流机制。抓好长效机制，清理、修

订校区管理制度７６份。
【思想政治工作】

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随时关注职工思想动态，在国家大事、个人利益方面注意了解

职工所思所想，并进行正确引导，特别是在建设工程指挥部面临单位撤销、人员分流的情况

时，注意做好职工思想动态摸底，引导职工正确对待工作岗位变化。

以工作站为单位组织《改革热点面对面》读书活动，通过开展学习讨论、读书交流、主题

实践、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引导师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热点问题。活动收获１９篇
活动总结、５００余篇读书心得体会。

继续推进网络思政工作，弘扬主流价值观，传递正能量。举办第五届学工博客大赛，鼓励

辅导员、舍区老师在“中国大学生在线”撰写了博文２６０篇，“缙云湖畔”博客团队也逐步扩大了
在学生中的影响，２０１４年，缙云湖畔团体博客已有博文５５５篇，浏览总数达到４２５１４人次。

【党建工作及廉政建设】

加强二级单位班子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发挥每一个班子成员作用。加强党支部

建设，落实好活动经费和活动场地，各党支部按时认真过好组织生活，开展了专题学习、革命

教育基地参观等活动。

积极做好党建工作。组织虎溪校区３２００余名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学校第二十八
期、第二十九期党课学习。一年来共发展学生预备党员１５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５名，其中
教工１名，学生４名。在建设工程指挥部撤销时，及时调整支部设置，并将建设工程指挥部
党支部党员组织关系妥善转到其目的支部。维护、补充完善１２３７１党建平台信息，完成２０１４
年各项党内统计工作及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党工委把党风廉政工作始终作为主要工作来抓，切实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开展廉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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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控建设。坚持“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在干部晋升、职工招聘、考核评优等工作中坚

持程序，阳光运行。严格执行工程和设备招投标程序。注重廉政警示和廉政教育，坚持做到

警钟常鸣。

【信息宣传及校园文化活动】

多途径开展宣传工作。全年在学校新闻网和校区主页发布新闻１００余篇，向学校报送
各类信息１０余篇，采集编印《虎溪校区信息采集》３３期。校区主页内容更新及时，内容可读
性强，深受师生好评。“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微博和“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学生事务”微博已拥

有粉丝１５０００余名，累计发表微博近６０００篇。利用校园橱窗打造“节约型校园”和“防盗防
骗安全教育”等专题宣传。

打造虎溪校区特色品牌活动。主办和协办星期日讲座及其他讲座１７场次，参与师生人
数３０００余人。开展了毕业季（告别虎溪）系列活动、“中华魂”（放飞梦想）读书活动、虎溪校
区第五届足球赛、元旦迎新游园活动等，并与其他单位联合举办了外语文化节、心理手语操

比赛、程序设计大赛等活动。

【学生工作】

加强工作站的建设和管理。做好辅导员队伍建设，坚持值班制度，严格考勤；抓好学生

日常管理，充分发挥学生“三自”教育作用，坚持学生晚间归寝申报制度；开展第八届“优秀

学生之家”创建活动，评选出３９个五星级活动室，８０名优秀楼层长，２７４个星级寝室。
认真开展奖贷勤工作，为家庭困难学生排忧解难。设立勤工助学岗位６００个，发放勤工

助学金６０万元。建立和完善了２１２３名家庭贫困学生电子档案，为贫困学生发放冬季棉被
６５０床、１００辆免费自行车，发放学生大病住院和意外事故补助金２．５万元。

【安全工作】

加大防火防盗、食品安全、政治保卫工作力度，完善并严格执行突发事件处理应急机制。

关注食堂、车队、实验室、教学楼、学生公寓楼等重点单位（地点）安全，定期开展安全大检查。

严格控制大型活动数量及规模，做到５００人以上集体活动提前报批，安全措施到位，各项大
型活动开展安全、平安。注重加强网络信息监控，及时收集处置网络舆情。组织开展 “关注

生命 珍爱生命”教育活动、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急救演练、急救知识讲座、“预防艾滋”等各类

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安全防范技能，加强安全意识。２０１４年校区被西部新城管委会评为“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工会工作】

分工会坚持在重大节日和教职工生病、生小孩时开展送温暖活动。组织教职工参加了

学校健康体检。积极向学校教代会提交提案。组织开展了趣味运动会、秋冬健身运动等活

动。分工会在加强集体荣誉感，团结职工，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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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校工会围绕学校中心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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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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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校，全程参与《重庆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的制定

教代会全程参与《重庆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修订

工作。在《办法》修订期间，教务处多次向工会通报修订情况，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征

求广大教职工意见，对《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办法（审

议稿）》，１１月１３日工会、教代会第二十次全委会专题审议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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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会议

会上，校长周绪红作了《２０１３年学校工作报告》，常务副校长张四平作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３

年财务工作报告》，校党委副书记白晨光书面报告了《２０１３年工会、教代会工作报告》，校党

委书记欧可平对工会、教代会工作提出了要求。

３．召开教代会代表座谈会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召开教代会代表座谈会，征求教职工对学校群众路线整改工作和校

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意见和建议，校党委书记欧可平、校长周绪红出席座谈会。各位代表在学

院及相关部门进行了充分调研，收集了教职工意见、建议和要求。在肯定学校开展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一年中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４．召开工会、教代会第十九次全委会

会议听取了《重庆大学工会、教代会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报告，委员对工作要点提出了修

改意见和建议；会议通报了２０１３年全校教职工体检情况；会议按法定程序增补了校工会、教

代会委员。

５．召开教代会财经监督委员会工作会

会议听取２０１３年学校部门财务收支决算和２０１４年学校综合财务预算（草案）情况报

告，委员们认真听取报告后，充分肯定了２０１３年实行会计年度结算的优点、２０１４年财务预算

编制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作用，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对科研经费预算、管理、使用、结余以及

校园公共设施建设、公务卡的使用等进行了充分有效的讨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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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做好教代会提案工作

第八届教代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共收到提案４７件。经提案委员会讨论研究，确定１８件

立案（其中２件并案）；立案的提案经学校分管领导签阅，有关职能部门已全部办理完毕；对

未立案的提案分别向提案代表和单位进行了说明，并通过意见和建议的方式反映到了相关

部门处理；高度重视回复不满意的提案，报告校领导批示，重新提交相关职能部门办理。

【以人为本，着力为教职工办好事、做实事，促进学校和谐发展】

１．做好节日慰问和平时的看望活动

元旦春节送温暖、暑假慰问工作在高温一线的教职工是工会的传统工作之一，传达学校

对教职工的关怀和温暖。２０１４年元旦春节送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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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余人次，慰问金额４０余万元；五一、端午节日之际，校工

会对学校４７名建档困难教职工进行了节日慰问，慰问金５００元／人。因学校教职工在多校

区上班，校福利委员会研究决定从福利费中给在职教职工发放交通补贴２００元／人。暑假期

间，校工会对保卫处、招生办、后勤管理处、基建处、林鸥监理公司等一线工作的教职工进行

看望和慰问。积极开展百岁老人生日现场慰问和在职教职工去世的家属慰问等日常活动，

带去学校的一份关心与问候。

２．组织实施好教职工健康体检和女教职工妇科体检

做好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和女职工健康检查。鉴于目前国内恶性肿瘤发病率增高，

２０１４年增加肿瘤标志物检测种类以提高恶性肿瘤的检出率并降低漏检率，同时实施了体检

预约制度，进一步做好健康体检的后续服务工作，继续完善已建档职工健康档案信息的建立

和录入工作，将录入信息并入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系统，为未来方便职工就医信息共享奠定基

础。２０１４年体检经费达３１４万元。

３．继续做好大病帮困基金的资助工作

执行新的《重庆大学在职教职工大病资助基金管理办法》，加大对患大病或者遭遇重大

意外伤害的教职工帮扶力度，为更加及时帮助患大病的教职工，建立了学校在职教职工大病

帮扶信息系统，将整个大病帮扶金的交纳和使用进行信息化管理。今年共资助患重大疾病

的在职教职工１４人次，金额１３．８万余元。

４．做好其他福利工作

对生活困难的教职工进行帮扶，校工会建立了４９人的在职困难教职工动态档案，工会

进行定期帮扶；帮助４名教职工解决了临时困难，资助金额２万元；资助了一位困难职工子

女读大学“金秋助学金”３０００元；帮助解决了９位青年教职工子女就读虎溪富力南开小学。

５．拓展服务内容

为服务好教职工的生活，校工会对重庆市春芽蔬菜专业合作社在九龙坡区金凤镇、铜梁

县侣俸镇的种植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联系其到学校开展蔬菜直销活动；开展了房屋团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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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教职工带去了实惠，有５０位教职工购买；还组织了建设银行来学校为广大教职工免费

办理高速公路ＥＴＣ快速通行卡，已有２４０位教职工办理。

【创新青工工作，助力青年教职工成长发展】

１．结合师德师风建设，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开展青年教职工理想信念教育，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模式。结合爱校教育，２０１４年

组织青年教职工参观校史馆，请校领导与青年教职工座谈，增进青年教职工对学校的历史、

现状与发展规划的了解，激发主人翁意识，认清使命，作一个有担当的重大人；结合师德师风

教育，引导青年树立崇高职业梦想，组织青年教职工代表到井冈山干部教育学院学习，通过

专题讲座，访谈老红军后代，体验红军生活等方式，接受生动而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２．组织开展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促业务水平提升

围绕学校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中心工作，与教务处、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共同开展青

年教师讲课竞赛，以竞赛促交流，为提升青年教师教育教学专业素养，搭建成长平台。为参

加重庆市首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精心组织了由第一至第四届学校讲课比赛一等

奖获得者的选拔赛，优胜者代表学校参赛获得佳绩。组织选手参加８月底在武汉举办的第

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学竞赛，自动化学院青年教师马乐获得全国自然科学应用组二等奖。

【建立关爱帮扶机制，促进女教职工素质提升】

１．开展女工干部培训，提升工作能力

２０１４年女工委员培训工作围绕法律维权，请法学院专家做婚姻法专题讲座，将枯燥的法

律条文融入案例分析中进行讲解，加深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增强了女工干部法律意识和工作

水平，更好地服务全校女教职工。

２．关爱女教职工身心健康，开展讲座咨询活动

举办“亚健康及防预知识”培训，请新桥医院专家为女教职工做讲座；与校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共同开展女性身心减压工作，成立“舒展身心，缓解压力”健康训练营，共组织包

括养生太极拳和“夫妻和谐”、“亲子关系”等话题的交流和咨询活动共七场。

３．关心女教职工生活，解后顾之忧

联合校外单位共同组织开展交友联谊会，通过 ＱＱ群等网络方式，为单身职工牵线搭

桥，提供交友平台。关心女职工家庭及子女，开展金秋助学，协助子女入读小学，重要节日看

望慰问困难女职工，六一节慰问附中附小师生，送去工会关怀。

【开展丰富文体活动，活跃校园文化生活】

１．依托分工会开展教职工文体活动

２０１４年共举办了６项大型全校性文体活动。首次举办全校教职工羽毛球赛和教职工钓

鱼比赛，为迎校庆举办了“最美重大”摄影比赛等活动。１０月组织参加第二十六届重庆市高

校教职工钓鱼比赛获得团体第五名，１１月参加重庆市“健康校园杯”高校专家教授运动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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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总分第六名，首次组队参加卓越联盟高校教职工羽毛球邀请赛，增进校际交流。

２．加强协会管理，支持协会开展活动

我校有１２个教职工文体协会，各协会依照章程积极发展会员，组织训练，开展活动。协

会在培训单位骨干和筹办赛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协会丰富的

活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教职工参与，进一步挖掘和培养了教职工文体人才，使活动开展有

了更深厚的群众基础。

【加强工会组织及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能和质量】

１．开展职工小家建设活动

为打造温暖职工小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校工会开展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学年度工会、教代

会工作及“职工小家”建设考核、评比活动，通过活动评选出校部机关等１５个“职工小家”建

设一等奖分工会，出版社等２３个“职工小家”建设二等奖分工会，表彰了工会工作中成绩突

出的代礼忠等６９位先进工会、教代会兼职干部，李丽昆等２６３位工会工作积极分子。

２．加强制度建设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进行《重庆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实施细则》、《重庆大学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暂行规定》修订工作，完成了修订讨论稿，

目前该项工作正在征求意见中；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校工会内部管理的各项规定。

３．加强工会专兼职干部培训

举办工会专兼职干部培训会，开展工会教代会工作知识有奖竞答，２００余人参加；围绕女

性维权开展全校女工干部培训，举办婚姻法讲座；开展文体委员交流培训会，提升做好文体

活动，服务基层教职工的工作水平；开展福利委员培训，提高工会经费、学校福利费的使用效

能和管理水平。

２０１４年所获奖励：重庆市总工会颁发的“重庆市优秀职代会提案”、“重庆市职工最满意

职代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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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财

务工作竞赛特等奖”（２０１４年４月颁奖），通信工程学院曾孝平教授获得２０１４年重庆“五一

劳动奖章”。

（马强慧　郝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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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工作

【综述】

２０１４年，共青团工作紧密围绕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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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建设、校园民主管理、社团建设为抓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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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开展“植入式”思想政治教育】

继续深入推进大学生骨干培养。“菁英团校”共培训来自３３个学院和团委４个部门的

４２５名学生团员骨干，并选拔出４５名２０１３级青马高级班学员。组织安排２０１２级青马高级

班成员５０多人在学校党政机关挂职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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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开展９次推优入党工作，共推荐１３７９名优秀共青团员作

为入党发展对象；继续共创大学生政治意识培养。联合全校３４个团委的２００余支部组织

“全面深化改革探索之路”、“奋斗青春最美丽”、“学习路上”、“青春活力，做‘三创’先锋”四

期主题团日活动，开展８００余场团组织生活；继续深化学生内涵培养。举办“诚信·承传”比

赛，吸纳队伍５０支，选手１３６名；组织全校性读书活动并联合中国大学生网举行“大学悦读

·阅读大学”，推选２３篇优秀文章参加全国评选。

【开展青年创新创业成才服务】

加强团队培育。已培育创新创业团队５７支，提供创新创业项目资助１５０余万元。首次

设立创业之友制度，邀请５７名百度、猪八戒等知名企业及校内外知名人士提供创业指导。

举办创新创业沙龙讲座３０余场，参与学生１．５万余人次；加大资金帮扶。首次与财务处、重

庆银行合作出台贷款贴息办法，已为１９个青锋计划团队提供贷款额度２５２万元，全额贴息

额度２７．８万元；强化基地建设。联合国家大学科技园成功申报“重庆大学科技园科技型小

微企业孵化基地”。组织学生参加新尚杯创业大赛等国内外创新创业竞赛５０余项，联合研

究生院、大学科技园办公室主办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新创业比赛；联合节能办、宣传

部、艺术学院主办节能宣传作品大赛。联合机械学院主办牙签搭桥力学竞赛；联合房地产管

理处、建筑学院主办学生宿舍设计创意大赛；联合信息化办公室、软件学院主办智慧校园

ＡＰＰ大赛；联合经管学院主办金融创新工场竞赛；联合深空探测中心、校科协主办月球车创

意设计大赛等２０余项。学生科协团支部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校团委连续３年获共青

团中央最高荣誉（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优秀团干部），列全国９８５高校第一。“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获１金２银３铜。王颖获第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奖，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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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颁奖。新型高效低耗水处理絮凝剂研究创新团队获＂小平科技创新团

队＂。生物学院王建创业团队获“创青春”创业大赛银奖并获得２００万天使投资。光电学院

李力创业团队获“创青春”创业大赛银奖，“ｈｏｌｄ住重大”ＡＰＰ上线一个月下载量突破５万。

【加强新媒体思想宣传工作】

加强共青团新媒体建设。校团委获团中央“团学工作网络新媒体战略转向”重点工作创

新试点项目。牵头申报并获批教育部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项目。本年度，通过校团

委官方微博共发布有关中央会议精神解读文章、爱国明理小故事、大学生诚信警句等６００余

条，覆盖青年学生２４０００余人。打造“重大焦点”和“重大青年”两个公众微信平台，推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息３００余条。以“五四青年奖章”评选活动为契机，加强优秀青年的选

树，通过“重大青年”公共微信账号发布２０多个先进典型事迹；加强在主流媒体宣传和信息

工作。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重庆日报、重庆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先后对学生活动报道１００

多次。编写重庆大学简报１４篇，向团市委报送工作简报６篇。团中央学校工作简报以“以

大学生志愿服务为抓手、大力促思想引领工作取得实效”为题在全团报道重庆大学团学工

作；加强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联合中国移动公司，在校内开展首届重庆大学手机ＡＰＰ设计

大赛，共选拔１２个优秀校园手机 ＡＰＰ。举办微电影征集活动，积极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微电影和短视频，在优酷和土豆网建立视频圈。广泛发动学生积极参加团中央和

教育部举办的各类文化作品征集大赛，征集了６５件作品参加全国大学生公益广告设计大

赛，其中视频《时间去哪儿了》荣获视频类的最佳人气奖；指导学生组织使用新媒体工具。鼓

励各学生社团、基层团组织等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微博粉丝累计逾１０万。指导重庆大学

微博协会、微博研究会开展新媒体工作，全年发布微博１０００多条。

【全面推进学生参与校园民主管理】

组织召开重庆大学第二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共选举学生代表３００名，学生委员会委

员３７名；完善校园民主管理体系。对《重庆大学学生会章程》和《“学生代表常任制”工作办

法（暂行）》进行了修订并在第２６次学代会上予以通过；优化代表提案工作模式。２０１４年在

解决２０１３年遗留提案的同时，上半年立案２２件并全部得到解决，下半年，利用学代会期间

共收集提案１９７份，合并整理后立案９６份；拓宽校园民主管理渠道。共选派６６名学生代表

参与涉及学生事务、并具有表决权或发言权的会议１５次，协助校部机关处理相关工作或联

合举办活动３６项。组织学生代表专项活动或工作１８项，学生代表参与人数２８７名；健全调

研工作机制。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校园交通整改意见调研、老校区学生宿舍饮水问题等专项

调研１５项；组织创优助贫评选。组织２０１３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和“新东方西部特困

大学生专项助学金”重庆大学评选和推报工作。我校１名同学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称号，两名同学获得“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４位同学获得“新东方西部特困大学生

专项助学金”，重庆大学等１０所高校获得全国“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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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学生社团繁荣发展】

积极提升社团质量。截止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注册学生社团３７４个，会员总人数１８０００余人，

网上注册８７７１人。２０１４年开展重点社团建设、重大重点项目申报工作。目前为止，共有２０

个社团成为重点社团，重点社团也得到双倍自主活动经费的支持。启动“树声前锋”重大重

点项目申报答辩，申报方向包含创新创业、志愿服务、校园文化、体育锻炼等，目前已资助１３３

个项目开展活动，经费支持达２３０余万。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工作。五彩石志愿服务项目获

民政部中央财政１００万资金立项，招募大学生志愿者３９８３人，结对云贵川渝少数民族为主

地区２０所中小学校的３８７６名中小学生，耗时２６６５６．８小时帮助中小学生批改作文２５０００余

篇，累计３６次前往结对中小学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

才针对重庆大学五彩石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来信，以回信的方式高度赞扬了大学生志愿者为

贫困家庭留守儿童献爱心的行动，勉励大学生志愿者志存高远、勇于担当。五彩石项目团队

被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授予“２０１４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团队”。校团委获得由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颁发的“２０１４年全国大

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称号。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王磊同

学获第十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努力践行高雅艺术在校园。学生艺术团管乐队在

第二届重庆市学校行进管乐比赛中蝉联金奖。学生艺术团在重庆市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中以优异的成绩勇夺一等奖五项、二等奖四项，其中参赛曲目《蓝色山脉》已推选至全国

参加展演活动并获得器乐组全国二等奖的好成绩。积极组织校园文化活动。联合法学院和

学校纪委共同举办第二届青春倡廉文化作品大赛，收到１９个学院五个类型作品共计１８６

件，最终评选出各类奖项６４名。有６件作品入围第三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决赛。

组织第五届“赢在重大”班级挑战赛，共有３２个学院的２８３个班级报名参赛，直接参与人数

达八千多人。举办第二届“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评选，收到２８个学院的报名和推荐，共有

１３６７６人参与网络投票，发放公开课听课证１６９８张，历时３个月，最终评选出１０位“最受学

生欢迎的老师”，并在２０１４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对他们进行了颁奖。与此同时，组织了第十九

届校园辩论赛、第二十一届校园篮球赛、首届“树声前锋杯”系列体育活动和系列文化活动。

（王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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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部

【综述】

２０１４年５月，根据学校决定，在原文理学部基础上成立人文学部。学部成立之初，二分

之一以上人员发生变动，学术办公室与综合办公室合并。学部精心组织，理顺关系，重新调

整组织架构和人员分配，做到办公室整合和工作运行两不误、同推进，实现了学部工作的平

稳过渡。

学部受学校委托进行学术事务分类管理，发挥其在交叉学科规划、跨学科平台建设、新

兴学科培育、人才引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协调与服务作用。

【学术事务】

组建人文学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通过学院推荐，学部审核，选举１７名教授组建成人

文学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教授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和教育教学中的

指导作用，实现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适度分离与协调发展。

完成学部２０１４年度职称评审工作，最终评审通过并报学校审核正高职推荐人选３人、

副高职推荐人选１０人。经学校批准正高职人选２人、副高职人选１０人，实现正高与副高推

荐人选双增长。

完成学部导师遴选工作。２０１４年，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共推荐出１２名新增硕士生导

师，并完成２０１５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工作。

启动２０１２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学部首次开展２０１２年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集中结题验收工作，组织各学院对面上项目进行结题验收，并

通知重点、重大项目负责人做好结题准备工作。经统计，２０１２年共资助１个重大项目、６个

重点项目、８０个面上项目，其中已按期结题项目１７个。

完成《重庆大学２０１３年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为今后学校和学部的艺术教育工作发

展提供重要参考。

【议事平台】

坚持书记院长联席会议制度。２０１４年９月，召开了首次书记院长联席会，对学部定位、

学部发展规划、学术事务工作程序、人才引进工作流程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

【人才引进】

学部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在工作中，按照“高端求才、海外聚才、校际引才”的工作思

路，不断规范人才引进程序，严格人才引进标准，搭建人才聚集平台。２０１４年学部会同相关

学院认真核准拟引进教师的学术业绩，从学科需求、队伍结构以及个人学术水平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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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和严格把关。经学部审议通过，全年上报学校并获批准引进１７人。其中，“百人计划”２

人，青年教师５人，师资研究员１０人。

【学术讲座】

继续做好品牌讲座———“重庆讲座”、“重大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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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园地。活跃了学术气氛，繁荣了校园文化，全年人文学部共举办

“重大讲座”１７期。

【通识教育】

大力开展通识教育，合理设置通识教育课程，鼓励高水平教师开设通识教育课程，逐步

形成自身特色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群。通过承担学校人文类通识与素质教育课程，提高学

生的人文和审美素养；通过开展校园内外文化艺术活动，营造校园文化艺术氛围，繁荣校园

文化艺术。

（许　静）

外国语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外国语学院继续推进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语言、认知与智能计算”二级学科

博士点成功设立。学院专业教育改革扎实推进，英语专业入选全国重点优势专业（五星专

业），日语入选全国优势专业（四星专业）。学院承担的重庆市重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通识

教育背景下大学英语创新教育课程体系构建》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成功申请重庆市教改项目

《大学生全球素养培养模式研究》、《翻转课堂在大学英语读写课程中的应用研究》。学院１

名教师代表重庆大学参加“重庆市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并获奖；２名教师获得

唐立新优秀教师奖。德语系外籍教师弗西卡获２０１４年“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荣誉，成为学

校两届评选中唯一入选的外籍教师。学院学生在２０１４年“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

精英赛全国决赛中实现了一等奖的历史性突破。２０１３级研究生王小溪同学的梓庭恋爱创意

获得“第二届国际青年创新大赛”的创意营销金奖，并得到由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菲尔普斯

和席勒颁发的奖牌。

２０１４年，我院有了第１位博士生导师，３位教师取得了博士学位，成功引进博士１名，５

位教师完成海外研修顺利回院工作。加拿大女王大学教育学院程李颖教授、厦门大学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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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卫乃兴教授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分别受聘为我院客座教授和兼职

教授。

２０１４年，学院招收专业本科生１３５人。完成了２０１４级培养方案的修订、录入、翻译，以

及所有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翻译、审核工作。完成了第五届科研训练项目的结题答辩，以

及第六届科研训练项目的开题工作。在第五届科研训练工作中，获得校级优秀项目二等奖１

项，结题１４项。第六届科研训练项目开题获批校级项目１５项 。

继续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２０１４级大学英语课程方案正式启用。新方案努力扩展大

学英语教育内涵，力求培养具有较强英语交流能力，具有国际化意识的新一代重庆大学学

生。组建中外教师合作队伍，本学期共有２６名外籍教师全面进入大学英语课堂，促进学生

语言能力、文化意识及学术素养的发展。

学院党委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积极建设学习型党委和党支部，加强广大教职

工的政治学习，邀请公管学院曾国平教授给广大党员及党外人士做题为“向着优秀努力，做

一名优秀的重大外语人”的专题讲座；加强党内外人士的交流与沟通，开展大型户外联合党

组织活动１次。

２０１４年，学院党委培养教师入党积极分子１人，实现近５年来，教师入党积极分子零突

破。教师党员坚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坚持免费为学生提供英语口语练习辅导，坚持为虎溪校

区的学生开办ｏｆｆｉｃｅｈｏｕｒ。

学生党员既关注历史也关注现实，本科生和研究生党支部联合开展“公祭英魂 警钟长

鸣”的特色公祭日活动。

（隋海兵）

艺术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艺术学院有研究生、本科生１４００余名，学院有美术学、设计学、音乐与舞蹈学三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ＭＦＡ专业学位硕士点。有艺术设计（含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产品设计、室内设计四个专业方向）、绘画（含国画、油画两个专业方向）、动画、舞蹈学、音乐

表演等本科专业。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１０７人，硕士生导师２６名，教授９名、副教授１５名，具

有博士学位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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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继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目前有在职硕士

学位２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４人。进一步优化了我院的学科梯队，推动了我院学科梯队与

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加强对新进教师的岗前培训工作，重视教职工培养培训，加强队伍国

际化建设。

学院积极配合学校的各项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学校的各项决定，抓好工作部署的贯彻落

实，保持政令畅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党政配合，团结协作。以廉政风险防控为抓

手，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制度建设。

本科教育始终以本科教学质量作为学院的立足之本，积极进行教学管理工作的探索和

改革。不断规范教学管理工作，力争做到制度管理教学运行过程。有步骤地开展学院专业

建设与发展研讨工作，切实推进学院教学工作的纵深度。有效地实施了不定期的教学督导

检查工作，保证了教学工作较为有序地展开。

学院现在读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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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艺术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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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参加各类展览１６１人次。

２０１４年，学院教师获得科研项目共１１余项，其中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艺术单列项目１项，

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１项。科研实际到账经费约为３００万元。国家级政府奖１项，省部级

奖４项。主办以及承办１８余场展览。学院教师６人次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有１１位教

师的作品被重庆美术馆收藏。学院在中国流行色协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被评为先

进单位，许世虎院长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同时获得“中国色彩教育奖”殊荣。

承办“中国流行色协会色彩搭配科普校园行”活动。通过此次色彩搭配知识的普及，促

进了我校色彩教育事业的发展，丰富了我校色彩教育的内容，为我校培养专业的高素质具有

色彩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队伍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实现美丽中国的强国梦作出我会应有

的贡献。

学院高度重视学科与平台建设工作，２０１４年积极稳步地推进学科建设各项工作。学院新

成立了学科建设团队，聘请百人计划学者参与学科建设，完成ＭＦＡ２０１５年评估的准备工作。进

一步完善了学科建设组织与管理工作的运行机制，推动学院学科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

２０１４年我院逐步加强了对外交流工作，先后派出高华等老师赴英国参加学术会议，杨文

发、杨玲等老师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４月，组建６人团队赴泰国，先后访问布拉帕大学和宋

卡皇家师范大学。１０月，组建７人团队赴英国，先后访问牛津大学音乐学院、伦敦大学学院

斯蕾德美术学院、利物浦约翰莫里斯大学美术与设计学校、意大利圣马戈尼时尚与设计学院

（伦敦校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１０月１８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４学术年会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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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对促进中国高等美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承办中国·重庆荣昌陶国际陶瓷设计与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１０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在重庆成功举办了“２０１４中国·重庆荣昌陶国际陶瓷设计与产业发

展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重庆大学、重庆工业设计协会和荣昌县

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承办第二届中英合作新能源汽车概念设计活动】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９日，由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重庆工业设计协会等主办的第二届中英合

作新能源汽车概念设计赛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艺术学院正式启动。此次活动有利于政府、

中英高校与企业“产、学、研、用”紧密合作来助推重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从而提升我市

新能源汽车的设计研发水平。

【承办“回响———重庆美术６０年”优秀作品展】

举办了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委、市文联主办，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回响———重庆

美术６０年”优秀作品展。展出的作品或曾经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或曾参加过文化部、中国美协主办的重要学术展览，全面地呈现了重庆艺术家６０年以来丰

富的探索实践和美术创作成果。

【举办的“艺术家眼中的中央党校———许世虎美术作品展”】

在中央党校档案馆展厅，由中央党校图书馆和重庆大学共同主办，展出了画家许世虎以

中央党校为素材创作的八十幅绘画作品。画展结束后，许世虎同志将画展中四十余幅有中

央党校标志性景观的作品捐献给中央党校作永久收藏和展示。

（刘云国）

体育学院

【概况】

体育学院下设二级机构：院办、学办、党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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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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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９８５工

程”三期建设科研经费达６７０万元；组建了三个科研创新团队；筹建了“运动康复与体质健康

实验中心”实验室；申报了市级体育应用技术平台；建立了两个实践基地（体育管理实践基

·５７２·

学部（学院）




地、运动训练与赛事营运实践基地）。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１０７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５０名、研究生党员３１名、本科生党员２６

名。党支部６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４个，学生党支部２个。２０１５年，新发展党员１２名。教

职工党员比例５５．６％，研究生党员比例２２．２％，本科生党员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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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院本科学生１５９人，本科支部党员２１人，其中９名预备党员，１２名正式党员。

完善支部制度，规范党员的发展，强化党员的培养是本科生支部工作的重点。支部通过 ＱＱ

网络平台加强党员的管理与学习；积极组织党组织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增强党

员的凝聚力；通过各种渠道深入学习时事政治，每次学习后都积极上交了深刻的纸质思想汇

报。本科生支部注重学生党员能力的发挥，提高党员的影响力度，党员同志要以“影响一批

人、带动一批人、造就一批人”的宗旨，深入学生开展工作。

一年来，开展了全校性的“ＳＱＩＰ项目”（全校性健身项目）；开展了“扬学风、树院风”礼

仪礼节讲座等来提升学院学生自身形象；开展了辩论赛等活动来拓展学生应变思维；开展了

新老学生交流会来促进同学们学习和生活的交流；各班级积极开展“梦想—奋斗的青春”以

及素质拓展等各类主题班会等活动来提高班级凝聚力。同时通过奖、助、贷 等方式鼓励优

秀和贫困学生，通过建立“际瑞奖学金”、“健尚奖学金”等社会资助基金来鼓励学生学习；积

极为贫困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６０余个；鼓励学生创业并为之提供条件等系列措施来促进

学院学生稳定、快速、创新发展。

针对２０１４届就业工作完善的就业制度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为毕业学生开展２次

以上的集体就业培训，多次开展有针对性的单独指导；开展就业经验交流会；建立网络平台

等多渠道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就业信息；细心做好就业服务工作。在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届毕业调

查中，我院毕业学生对我院就业工作评价的各项指标分均在重庆大学就业评分中排名前三，

综合评价第一名。

研究生支部党建工作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统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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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思想建设，提高整体素质。进一步完善了支部组织结

构，进行了新老基层组织的交替，使分工更加明确，党建工作更易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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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提高党内生活质量。２０１４年学院党支部严格按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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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层层筛选、严格考察后新吸收了５名新成员，为党建工作新增了合格的组织力量，其他

各项党建工作也在良好有序的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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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定期开展组织班会

与党支部专项活动，积极发挥党员力量，良好的带动了体育学院研究生的各项工作。

学院公共体育课的教学改革，通过对前期在弘深学院的实验总结分析，于２０１４年３月

在全校推进，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全体学生全部按新模式学习体育课。为配合本次改革，专门申

请经费开发了重庆大学公共体育课管理系统，得到学校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学校教务处、网

络信息中心、软件学院的积极帮助下，管理系统高效得以开发，保证了公共体育课改革的顺

利推进。在体育教育专业方面，成功举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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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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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项目，学院

与生物工程学院专家教授加强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科研水平有所提升，科研成果质量有新

突破，在国内重要体育期刊和外文国际电子期刊论文有论文发表。２０１４年组织申报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各１项，其它部门软科学项目立项１项，经费２万元，中

央高校面上项目立项２项，经费６万元。学院出版专著１部，编著１部。发表学术论文２６

篇，其中 ＣＳＳＣＩ期刊源文章 ２篇（１篇重要期刊），ＣＳＣＤ期刊源文章 ４篇（其中 １篇被

ＰｕｂＭｅｄ检索），外文国际电子期刊论文１篇，重庆市第七届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获得一

等奖２篇、二等奖７篇、三等奖１０篇，较之于去年论文篇数增幅较大，质量也有所提升，特别

是开始向国际化方向在发展。

学院本年度按照学校的工作安排和要求，制订了学院相关对外交流与合作年度计划；胡

红院长率访问小组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体育运动学院进行学术访问，就科研与教学合作达

成合作意向；章崇会博士在美国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圆满完成学习与研究任务返回学校，

并出席相关国际学术会议进行交流；学院还将鼓励和派出青年学术骨干出国进修和访问。

（李　勇）

美视电影学院

【概况】

美视电影学院现设有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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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影视摄影与制作、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数字影视舞美设计方向、人物造型设计方向）等８

个本科专业（方向），其中表演专业为重庆市特色专业。学院现有教职员工９０余名，其中专

任教师５５人，教授、副教授２５人。著名表演艺术家张国立担任学院院长；同属北京大学和

重庆大学艺术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的彭吉象教授全职担任学院常务副院长。学院拥有

“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并被评为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学院数字

影视研究基地被认定为“数字影视艺术理论与技术重庆市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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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名教授被聘为经管学院博导；学院联合艺

术学院共同申报“艺术学”博士点工作，通过学校自设方式，建设我院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学

院申报的“电影创作与制作”、“电视编导与播音主持”两个专业的艺术硕士（ＭＦＡ）授权点已

获学校和教育部艺术硕士教指委通过，同意增设专业。

２０１４年期间，学院有２名教师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１名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１名教

师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研究，１名教师在澳大利亚澳克兰大学访问学习，１名教师赴香港浸会

大学交流学习。学院还邀请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卓伯棠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

持学院鲁景超院长、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编剧刘誉教授等多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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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一线教师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

和国际交流活动，本学年内学院相继派出教师赴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

学术会议及教学交流活动。

学院修订《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科研奖励暂行办法》，鼓励并帮助教师了解科研工作

开展的途径和方法。２０１４年度，学院教师发表 ＣＳＳＣＩ论文达到１７篇，其中权威期刊１１篇，

重要期刊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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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项，学院教师创作的影视作品获得省部级奖项２项。常务副院长彭吉象教授带领学院十余

位青年教师成功申报国家广电总局特别委托重大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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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重庆大学是全国唯一入选的高等院校。学院组织教师申

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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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本科生近１０００名，硕士研究生１００余名。学院重视本科生实践创新项目计划的实

施：２０１４年，顺利验收了上一届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并组织申报和评审通过了新一届本科

生科研训练计划，覆盖了本院六个不同专业，同时获批一项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学院

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对优质生的吸引力：硕士生导师增加至１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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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学年提高了５个百分点。

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和学术交流活动。２０１４年３月，重庆电影访华团总裁黄翔一行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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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学院开展第二轮战略合作洽谈。双方就联合办学、教学实习基地建设、剧本创作、网

络作品创作、电视节目创作等达成了合作意向，并择期签订双方战略合作协议；２０１４年３月

２６日至４月２日，文化部动漫高级研修班在我院举行，由文化部主办，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

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共五十余名动漫界企业负责人参加了研修学习，

学院邀请到国际国内顶尖专家为学员授课。通过学院的精心组织和相关教职工的共同努

力，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得到了文化部领导及全体学员的一致好评；２０１４年６月，学院与

重庆电影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双方将在教学科研、课题申报、专家聘请、学术交流、

专业培训、艺术实践、工作实习、场地租赁、人才推荐、联合制作等多方面开展全方位的深度

合作；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学院与香港卫视举行了洽谈，双方就学生就业、专业实践、影视创作合

作、设备场地合作达成了合作意向。

【积极开展第二课堂，丰富学生实践教学活动】

２０１４年学院举办了两次重要的影展：上半年，学院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举办“全球华语

大学生优秀影视作品展分会场”；下半年，学院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举行“北京电影学院国际

优秀学生作品影展暨短片教学研讨会”；这些影展及讲座交流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学院学生

的第二课堂。２０１４年，学院作品在２０１４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生原创作品竞赛中获得了最

佳编剧奖，《童年往事》获得泰国短片节大奖，多部作品在中国大学生电视节获得入围奖和优

秀组织奖。齐越朗诵节上，学院２０１３级学生获得总决赛二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０级表

演专业罗梨珂同学在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中获得“校园戏剧之星”称号。在２０１４年重庆

市青年戏剧演出季活动中，青年教师编导的原创话剧《梦想进行时》分别在校内和重庆国泰

大剧院公演，获得重庆市文联、重庆戏剧家协会的多项大奖。

（伍三国）

国际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国际学院紧紧围绕重庆大学全面深化改革内涵发展要求，抓改革、促发展、强管

理，积极承办“重庆大学第三届国际文化节”和“重庆市孔子学院日”等重要活动，努力推动

学校国际化发展步伐，全力营造校园多元文化，展现多彩重大。

国际学院下设综合办公室、留学生管理办公室、留学生招生办 公室、教务办公室、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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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及孔子学院办公室。学院共有教职员工３６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７人、教学科研岗位１９人（含

院聘教师６人）其中３人在海外孔子学院任教，２人读博，实际在校任教为１４人。新聘行政管

理人员２人，引进中国社科院博士１人。松林坡国际公寓管理人员退休１人，新聘２人。

学院共有来自９５个国家的１３９２名留学生，留学生总人数较２０１３年同期增长１５．１４％，

在总人数中长期生为９５３人（其中本科生１２４人，硕士生３６３人，博士生８９人，进修生３７７

人），短期生４３９人。

２０１４年国际学院开设面向留学生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

另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的语言班、高级研修班及短期班。全年共开设５５门必修课，

１５门选修课，１门全英文授课课程。截至年底，学院教学工作量为７８２１课时，其中常规班为

７１４０课时，汉硕班为２３７课时，本科班为１９２课时，短期班为１６５课时，讲座为８７课时，全年

人均上课为５５９课时。

科研方面，龙藜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一项，袁继锋获得

２０１４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课题一项，王峰发表论文《亡国暗影里的儒学新阐与

救危之思———以＜恽毓鼎澄斋日记 ＞为中心》（收入《重返“儒法斗争”：当代文学研究工作

坊论文集》另外龙藜获得第二届“北语社杯”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大赛优秀奖。

２０１４年国际学院继续大力支持意大利比萨孔子学院、澳大利亚拉筹拨孔子学院、泰国勿

洞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中国文化推广活动。三所海外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推广迅速，注册

学员人数达到３２００余人次，教学学时共计４６００余学时。汉语教学点、ＨＳＫ考点不断增加。

本年度国际学院海外孔子学院管理办公室选拔了１７名汉语教师志愿者参加国家汉办组织

的资格考试，派出意大利比萨孔子学院院长１名（吴雪燕，法学院副教授），派出比萨孔子学

院汉语教师１名（袁继锋），派出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１名（黄妍琪）。

２０１４学年国际学院与学校研究生院和教务处协调，为每位留学生在“国际学生管理服

务平台”上编制一个以“Ｌ”开头的八位数学号，实现了留学研究生学号、登陆号、校园号等一

号通，使留学生在校办理学习生活相关事务更加便利高效。

同时，国际学院协调学校财务处和校外照相馆等部门，在报到注册期间一起到国际学院

现场办公，实现留学生报到注册在国际学院即完成各种手续。

为健全留学生班主任制度，国际学院制订并在全校发布了《重庆大学留学生班主任管理

办法》（重大校〔２０１４〕１６５号文件）。２０１４年下半年，完成了软件学院、新闻学院更换留学生

班主任，增设生物学院、法学院留学生班主任的工作。留学生班主任制度的完善，提升了留

学生管理工作的质量和学生满意度。

重庆大学作为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的会长单位，国际学院积

极组织１７家理事成员高校的留学生管理工作人员进行经验交流学习，主持并建成“留学重

庆”网站、举办首届“重庆市对外汉语教师联谊会”以及主持并成功推荐重庆市各高校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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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当选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通过多次主办、承办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活动强

化了各高校间留管工作的联系，并为各高校相互借鉴留学生管理经验提供了平台。

国际学院依托我校优势学科，联合相关学院，组织和实施多次出国招生宣传项目，分别

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日本、韩国等７个国家进行招生宣传，访问人数２０余

人。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与法国南特大学、法国里昂大学、意大利 Ｂｉｃｏｃｃａ大学、印尼

巴淡大学、泰国宋卡师范大学等国外大学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签署合作协议。

【举办重庆大学第三届国际文化节】

１０月１１日，由国际学院组织承办，主题为 “和谐·包容·梦想”的重庆大学第三届国际

文化节在Ａ区团结广场隆重举行，国家留学基金委刘京辉秘书长、教育部国际司来华处田露

露处长、重庆市教委、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等部门领导，法国、泰国、荷兰等８家驻成

都、重庆的外国使节出席开幕式。此次文化节还首次邀请到卓越联盟成员高校参与。文化

节内容包含了开幕式、世界风情展、老外看中国摄影展、文艺汇演等活动。重庆大学第三届

国际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示了重庆大学多元的校园文化、为中外师生领略异国风情、

加深友谊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为创造我校国际化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全体中外师生

的热烈欢迎。

【承办重庆市“孔子学院日”活动】

９月２８日，在渝５所高校和９所中小学参加的重庆市“孔子学院日”暨孔子学院成立十

周年庆祝活动在重庆大学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教委主办，重庆大学国际学院承办，来自

重庆市政府、市教育委员会等各市级相关部门、各相关院校的领导、驻渝领馆官员以及重庆

市高校的全体孔子学院奖学金生等５００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参加了“重庆市孔子学院

日”启动仪式、中国文化互动体验、孔子学院建设与管理座谈会等系列活动。同时，国际学院

收集整理了重庆市１４所海外孔子学院、１２所海外孔子课堂的资料、图片，精心制作了重庆市

孔子学院十周年图片展和画册，通过此次活动展现了重庆市各孔子学院、课堂的精彩风貌。

（龙庆会　胡光楠）

弘深学院

【概况】

弘深学院是重庆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基地，是“育英才、创成果、树典型”和培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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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后备人才”实验学院。弘深学院下设二级机构：教学办公室、学生办公室，另有教授委员

会和教学督导组。

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５人，聘用人员４人，教授委员会７人（兼职）；教师队伍８７人（兼

职），学业导师２０１２级３９人（兼职）、２０１３级４３人（兼职）、２０１４级４６人（兼职），班主任１０

人（兼职）。

学院现有党员３２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７人、学生党员２５人），预备党员按期转正４人，

发展学生新党员１５人。２０１４年，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和世界观。以“服务师生”为宗旨，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及时解决学生提出

的问题和困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和公

示制度，接受广泛监督。学院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以“提供机会、搭建平台、充分竞争、个

性发展”为思路，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主线，以“研究型人才能力结构”为核心，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培养“研究型后备人才”。学院被评为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１４年，学院开设经管创新实验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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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人，其中２０１２级１４０人（２０１４年９月进入到各专业学院学习）、２０１３

级１４７人、２０１４级１５０人。

学院以“大一工程”为主线，系统规划第二课堂，构建学生自主发展的良好平台，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领导能力、突破性工作能力、实践能力、合作能力、交流能力以及社会

责任感）。组织学生参加全校性活动４项，并取得可喜成绩。学院组织活动１２项，其中特色

活动有：生涯规划教育、素质拓展训练、专题讲座（５场）、暑期社会实践实习、“携手同行、共

同进步”新老生交流活动、开放式学习自评总结（２次）、体育兴趣组活动、２０１４年度总结表彰

大会、２０１２级学生分流欢送会、“弘深、有你更精彩”２０１４级新生开学典礼、“弘韵情深”２０１５

年迎新晚会等。学院有学生社团８个（辩论队、朝阳报社、科技创新协会、心理协会、青年志

愿者协会、生涯规划协会、篮球协会、足球协会），注册会员２７６人次、开展活动６７项、参与人

数２０００多人次。活动主题包括学术沙龙、科研训练、学科竞赛、辩论比赛、征文比赛、志愿服

务、文体活动等。活动主要有：赴台交流经验分享会、“与心相约、快乐你我”系列活动、“欢

送学长、告别虎溪”系列活动、“如果我能重回大一”征文比赛、第三届“弘深之星”交流会、

“走进乐一”融合幼儿园志愿者活动、第四届“弘深杯”新生辩论赛、“弘深杯”新生篮球赛、出

版《朝阳报》和《弘深开物》等。心理协会被学校评为优秀心理协会。学院２８７名学生以不

同方式全部参加暑期实践活动，其中４４名学生自愿参加（万州）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的集中实践实习活动、４８名学生自愿参加留学英语研学活动等。

学院获得先进表彰集体奖１０项、个人奖１０１人次。主要奖项包括：２０１４年度重庆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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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级土建实验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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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庆大学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４学年度“争先创优”活动先进班集体标兵、文明寝室标兵提名奖；

２０１１级电气实验班获得重庆大学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４学年度“争先创优”活动先进班集体标兵（第

一名），学生周宇获得“科技学术创新”先进个人标兵。２０１０级１３１名毕业生中有４３人获重

庆大学２０１４届优秀毕业生、优秀毕业生干部表彰，占比３２．８２％，占全校表彰比例１９．９９％。

有２８８人次获得奖助学金，其中国家奖学金４人次、国家励志奖学金１４人次、国家助学金

１１３人次、专项奖助学８人次、学校综合奖学金１４９人次。获得学生活动比赛集体奖４项、个

人奖８人次。主要包括：第三届重庆大学“中公教育杯”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学院获优秀组织

奖、个人一等奖１人、二等奖３人、三等奖２人（其中１人代表重庆大学参加重庆市普通高校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重庆大学“指尖传情 魅力无限”第三届心理手语操比赛，获二等

奖；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９届辩论比赛，获第四名。

２０１４届１３１名毕业生，有７０人攻读研究生（其中３人进入清华大学学习）、１９人出国留

学，继续深造的学生达６７．９％。

在教学方面，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育教学理念，以“设计思维”方法为指导，修

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和课程编排。不断深化教学模式改革，以计划、实施、评价、

改进一体化（闭环式）课程教学模式，推进研究性教学，课程教学的重点立足于强化学生基础

和学习方法指导。在学习理论和教学方式上，《大学物理》把新的学习科学理论———建构主

义学习科学，引入教学实践之中，通过课程环节的设计、实施和控制、知识建构的检验方式等

教学过程，朝着“思考是核心，知识建构是过程，社会协商一致是成就”的目标探索前进，已经

初见成效。《大学化学》按照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教学理论，强调学生的中心作用，在教学实践

中运用启发式、问题引入式等教学方法，加强课堂教学，将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

用有机结合，激发学生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愿望，构筑师生交流与互动平台。《概率与数理统

计》、《电工学原理》、《电工电子学》将 ＰＢＬ教学法融入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反思，以课后自

学、课外讨论的形式延伸课外学习。《大学英语》推进的基于项目的研究学习（ＰＢＬ）成效明

显。《机械制图》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的全面改革，《画法几何》的情景教学，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

提倡自主学习。将《工科数学分析》采用学生预习、写预习报告、主讲、自由提问、老师讲

解。《大学物理》、《大学英语》的方法是学生课前预习、助教进行全程的预习笔记登记和检

查。

推进互动教学。对《大学物理》、《大学英语》、《大学化学》、《逻辑学》、《数据结构》等课

程开展课堂讨论的内容广泛，既有理论的理解，也有应用的探讨，既讨论知识的预习，也讨论

知识的延伸。讨论形式有老师组织的，也有学生自己组织的；有自由发言，也有专题讲演。

除课堂讨论外，《材料力学》、《流体力学》、《大学英语》还采用了学生课堂讲演、辩论等方式，

培养学生的展现能力、交流能力和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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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专题研究。对《流体力学》、《电路原理》、《信号与系统》、《大学化学》、《概率与数

理统计》、《电工学原理》、《电工电子学》课程专题研究内容多元化，有知识理解、应用总结，

也有知识拓展、实用研究。专题学习形式也多元化，有专题讨论、专题调研、专题报告、自主

实验，专题论文、课外设计等。

加强体育课程改革。对２０１１级和２０１２级学生的体育课程目标评价进行改革后，学生

总体水平高于其他非实验班学生运动技能水平。许多优秀学生，其技能水平已经达到体育

专业普修水平。学院体育课程教学模式已在全校推广实施。

启动“两室”工作。以导师制为切入点，推进学生进入教师研究团队和实验室。建设思

维训练工作室，加强学生创新思维训练。

完善教学状态整体评价。学院编写学生发展综合报告，以学生成长与发展为主线，编写

《弘深学院学生发展综合报告》２期，认真分析和研究学生的发展状态，以及学院在教学改革

与管理过程中的得与失。教师撰写教学文件选辑，以教师撰写的教学文件选辑（总结）为基

础，多源反馈信息为佐证，学院形成《弘深学院教学文件选辑汇编》２期，深入总结分析教学

状况和教师成就。学生形成开放式学习自评总结报告，学生提交开放式学习自评总结报告

４２１份，学院形成《弘深学院学生开放式自评总结报告》２期，促进学生总结和思考自身的进

步与不足，分析教育方法和管理制度的效度。

在科研训练方面，获第六届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ＳＲＴＰ）项目，立项３２项，参

与学生９６人，研究经费５．６９万元。第八届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立项５项，参与学

生１５人，研究经费４．５万元。第五届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ＳＲＴＰ）项目结题３６项，

２０１１级和２０１２级１０７人参加，结题评为“优秀一等奖”２项、“优秀二等奖”２项。第七届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结题４项，２０１１级和２０１２级１２人参加。结题评为“优秀”２项、

“良”２项，其中１项优秀项目被学校推荐参加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展。

２０１４年学院参加学科竞赛总人数５６８人次，人均参加２．１人次。获奖２０９人次，其中国

家级６８人次、省部级１０２人次，校级９９人次。特别是美国数学建模竞赛，获奖８项、一等奖

７人次、二等奖１１人次；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一等奖２人、二等奖７人；重庆市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获一等奖１３项、３７人次。学生科研训练发表论文８篇、参加学生２１人；被

国家授权受理专利８个、参加学生２１人次。

２０１２级１４０人，最高绩点３．８８，平均绩点３．１７；２１０３级１４５人，最高绩点３．９８，平均绩

点３．４０。２０１２级英语四级通过率９７．８６％、六级通过率５７．１４％；２０１３级英语四级通过率

８９．８０％、六级通过率５３．０６％。

启动学生成长档案信息平台建设工作。平台主要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和学生发展信息两

个部分。以期实现：分析学生的家庭背景、中学教育背景、以及兴趣爱好等，把握学生的基本

特点，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形成群体共性特质，为新生选拔提供参考。记录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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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分析学生的成长轨迹，综合评价学生的素质，分析群体的成长状况，跟踪调查毕业生状

况。

构建多元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学生综合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包括基础评价、教师

评价与学生评价，其中以基础评价为主体，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为参考。即：综合素质测评

成绩＝基础评价成绩（定量）＋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定性）。

２０１４年，学生对外交流选派赴台湾交流学生１０人。

（张　雄）

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

【概况】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简称“高研院”）和博雅学院（简称“博雅”）分别于

２０１１年５月和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成立，实行联合办公，师资共享。有文学、史学、古典学、哲学、人

类学和政经法六个教学研究中心，高研院办公室、博雅办公室、高研院研究生办公室和博雅

学生办公室四个行政管理部门。拥有２个自设二级学科博士点，１０个硕士点。设有博雅教

育本科实验班，毕业生可授予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学士学位。学院在编教职员工有５５

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２人、教学科研岗位４３人（本年度新增青年教师１０人，“百人计划”１

人）。成立了教工一支部、教工二支部、教工三支部和学生一支部、学生二支部５个党支部，

党员４９人。组建了博雅学院分工会和教代会，根据高研院博雅学院的教师分布情况，成立

了３个工会小组。组建博雅学院团总支。

成立高研院博雅学院教学督导组和高研院研究生教学委员会，逐步完善教育教学质量

监督体系。学院开设校级通识课程４９门，其中重点建设１３门，在建校级精品课程１门。本

年度获重庆大学教学改革研究立项２项。袁敏副教授获得重庆大学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

本功比赛决赛二等奖，并获重庆大学第二届“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２０１４年新增科研项目２４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西部、后期资助项目）５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１项；全国人大港澳办项目１项；重庆市社科规划（培育）项目６项；一

般纵向项目１项；学校自主科研重大项目３项，重点项目６项，面上项目１项。新增合同经

费共２３８万元，到位经费２０１．５万元。另有在研国家级项目３项，省部级项目１１项，其它９

项。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名义发表论文３７篇（其中重要６篇，ＣＳＳＣＩ核心１５篇，院定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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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其它１３篇）。出版著作５部（其中专著１部、译著２部，古籍整理著作２部）。２人获得重

庆市第八次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２０１３级和２０１４级共５２名。有２９名本科生获得各项奖学金，其中８

人获得专项奖学金，１人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１人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干部，２人被评为学

校优秀团干，其它先进个人６人。申报大学生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获得立项２项。

２０１４年我院共招收硕士研究生２２人，博士研究生３人。获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研究生科

研项目２项（硕士、博士各一项），学院为全校研究生共开设了８门人文素质选修课。本年度

研究生举办或参加了包括“２０１４年高研院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２０１４年两岸研究生论

坛———渝台学术研讨会”、“重庆大学研究生第五届辩论赛”等各种学生活动１４场。获得

２０１４年校春季运动会获女子团体总分第四名，获得各种奖助金５人次，２名学生获得学校表

扬。

建立教学质量监督体系，改善教学质量。成立教学督导组，加强教学过程监控；开展同

行教师听课评议，利于教师相互交流教学经验；清理教学文件资料，规范教学资料归档；在研

教改项目检查。本年度，本科教学督导和同行听课９３门次，研究生教学听课２４门次。

加强通识教育建设，为学校人才培养服务。２０１４年共开设通识课程７１门次，约占全校

同类课程总数三分之一；推进重庆大学重点通识课程《大学国文》建设，召开建设会议１３次

（其中２次为学术委员会，２次为与教务处共同召开），确定教学大纲和篇目，启动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学年第二学期开课的备课和讲义编写，确保能够按时行课。完成了高研院现已有开设

通识课程的清理，在学术总监甘阳老师的指导下，制定以人文为主，社科为辅的高研院通识

课程框架。在全校范围内交流通识教育教学经验４人次。

利用学科优势，探索教职工活动新路子。一是将组织生活、工会活动和中心活动统一安

排，减少重复和冲突；二是充分发掘高研院的基础文科学科优势，寓学术于政治学习中。举

办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风格———重温《新民主主义论》、学习党的十八届精神辅导报告和四

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抗战大后方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战艺术等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报告。

鼓励教师到国内外、境内外参加学术交流。本年度共有教师超过７人次到日本、美国、澳

大利亚、香港、台湾加各种学术会议。对选拔参加博雅课程教学的老师，需到中山大学参加１

年的进修培训，同时还利用学术委员的学术资源，本年度派遣１名教师到纽约大学进修。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效果初步显现】

通过学术委员的引荐，利用学术讲座、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承办大型学会年会和国内

外名校研修等途径，将高研院的青年教师带到高层次的学术圈。同时，还利用高研院学术委

员的学术网络，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以工作坊、研讨班、学术沙龙、高层次学会年

会、系列学术讲座等方式来校进行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探索和营造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多样化的科研和育人氛围。２０１４年，邀请了温铁军、ＲｏｂｅｒｔｏＢａｒｒｉｏｓ、ＪｏｎＥｌｓｔｅｒ、杨天石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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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著名学者，举办各种学术活动５３场／次，其中重大讲座１７场／次，文字斋讲座１４场／次，

博雅讲座３场／次，中心讲座１１场／次，学术沙龙８场／次。受益师生近６０００人次，重庆大学

基础文科对外影响力初步显现。

（薛育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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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学院）




社会科学学部

【综述】

２０１４年６月，社会科学学部正式成立（重大校〔２０１４〕１６１号和３４２号文件）。成立以来，

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门与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社会科学学部紧密

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明确职责定位，积极为学院做好服务工作。

【建章立制】

从基础工作入手，积极筹备建立组织构架，确定决策程序。及时召开党政主要负责人联

席会，确立党政联席会议事制度，对学部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成立学

部学术委员会，通过召开会议，确定学部日常学术事务的管理、决策程序。２０１４年，学部共召

开党政联席会１次，学术委员会会议３次。

【队伍建设】

为完善人才引进机制，确保引进人才质量，提升教学科研实力，学部及时成立引进人才

工作小组，并确定“坚持学术评价标准、严把进人质量关”的工作原则。２０１４年，经审核，学

部上报学校“百人计划”人才３名、高层次人才２名、青年教师１９名，新增外聘兼职教授３

名，推荐入选并获批长江学者１名。

【学科平台建设】

开展对学部各单位、各层次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的深入调查统计，掌握基础数据，谋划

学部研究基地未来建设。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邀请发展规划处、社科处及学部相关单位领导共同

商讨学部研究平台建设及规划，理清工作思路，并制定学部研究平台建设规划，草拟学部研

究机构管理意见等，为进一步推进学部学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人才培养】

全面深化教学改革，贯彻落实学校关于知名教授上讲台要求，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

提升教学水平；严格实施学校统一制定的学分制、辅修制、双学位制等教学制度，努力实现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积极学习、探索“暑期学校”教学模式，推进学部范围内暑期课程班授课模

式试点工作，已获教务处大力支持并完成经费预算申请，目前已落实课程３门。

【合作交流】

积极推进学术交流合作。自学部成立以来，２０１４年共举办各类学术讲座２１场；在学部

范围内推行“走出去”课程培养模式，已与剑桥大学、英中发展中心商洽，建立学生课程学习

合作意向，达成商政类课程合作协议，并已完成经费预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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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

及时完成办公场所改造、装修和入驻工作，保障学部日常工作正常开展；积极开展对学

部各单位的走访调研工作，在调研中掌握学院发展动态，了解学院需求，并以此为基础，明确

学部工作方向；认真筹建学部网站，顺畅信息发布渠道。

（胡子龙）

公共管理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公共管理学院自设二级学科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授权点１个，拥有公

共管理、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心理学５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公

共管理和理论经济２个一级学科为重庆市重点学科），以及公共管理硕士（ＭＰＡ）和社会工作

硕士（ＭＳＷ）２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本科专业分为两大类、四个专业、六个方向，包括经

济学类和公共管理类，下设经济学专业（公共经济方向、福利经济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商务管理方向）、行政管理专业（行政管理方向、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城市管理专业

（城市管理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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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１０７人，其中管理岗位２０人，教学科研岗位８７人。从北京大学、中山大

学等高校引进６名博士，聘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书记、执行院长孙熙国为兼职教授，退

休３名，国外进修５名，国外考察１８名，国内进修考察１６名，晋升教授３名、副教授７名。

学院现有党员５３６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８９名，研究生党员２９０名，本科生党员１５７名。

党支部１３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４个，学生党支部９个。２０１４年度新发展党员１２５名，其中

研究生党员４６名，本科生党员７９名。教职工党员比例７４．１７％，研究生党员比例６５．２％，本

科生党员比例１８．５１％。

学院共有专职教师８７人，其中马研部４５人，专业系４２人。马研部为全校开出《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４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通识课程《逻辑学》。专业系

为我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应用心理学专业，上半年开出６２

门专业理论课程，下半年开出４０门课程。为全校开出９门通识选修课程，其中８门课程为

·９８２·

学部（学院）




学校重点建设课程。获得重庆市教改项目重大项目一项、重点项目两项，重庆大学教改项目

一项。

２０１４年，新增科研项目４５项，合同经费３７８．６万元，实到经费２８５．９万元。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６项，合同经费１２０万元，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全校文科学院排名第一；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１项，合同经费６０万元；省部级科研项目１９项，合同经费１２５．３万元；一般

纵向项目１２项，合同经费４１．３万元；横向７项，合同经费３２万元。在全年所有科研经费中，

省部级以上纵向经费的比重为８０．６４％，纵向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为９１．５５％，纵向科研经

费比重达到学院历年之最，且主要来源于省部及国家资助。本年度公开发表学术论文６６

篇，其中ＣＳＳＣＩ核心４０篇，ＥＩ核心 １篇，ＣＳＣＤ核心６篇。公开出版学术专著６部。获省部

级奖６项，其中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３项。学院教师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共

计３０余次，学院自主举办“学术沙龙”８次。

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８４８名，２０１４届获得二专学位学生９６人，２０１４级招生２０２人。２０１３

级转专业转出１５人，转进１７人；录取国际经济与贸易二专学生１４０人。成功申报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１６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３项，校级项目１３项。

现有全日制硕士３８５名。接收２０１５级推荐免试研究生２０余人，全部来自９８５，２１１学

校，比例达到１００％。完成２０１５级５个一级学科和４个二级学科学历硕士、２个专业硕士以

及１个专业博士的招生简章制定。学院现有硕士生导师８４人，博士生导师１４人，其中２０１４

年新增导师４人，新增博导２人；硕士生师比现为４．５８：１；在校博士生共计１２人，博士生师

比为０．８５：１，学院现有留学生４７名，１１月中旬，成功举办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生活动———

“巴渝风情一日游”。２０１４年完成１５０余名硕士论文答辩、授位。２０１４年，推荐１人参评重

庆市优秀硕士论文，１人获得重庆大学优秀硕士论文。

专业学位教育方面，２０１４级ＭＰＡ单证招生８４人，ＭＰＡ双证学员招生９６人、社会工作

专业硕士（ＭＳＷ）１８人。新增１２名 ＭＰＡ导师，春秋季共授位９１人（其中 ＭＰＡ单证６８人、

ＭＰＡ双证２３人）。

本科学生工作方面：围绕学风建设开展各项综合素质培养活动，“三下乡”赴福建活动获

市级、校级优秀团队奖，陈舒灵、张豪、毛惠玉获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周亿获优秀指导老师

奖。荣获第２１届校篮球赛冠军，“虎溪杯”足球赛季军，获第１９届校辩论赛季军，啦啦操比

赛亚军及第三届校心理手语操比赛一等奖。２０１４年春运会高水平组第一，男、女普通组双项

第一。齐静怡获得校十佳文艺标兵，文品、黄伟强分获唐立新奖学金，李鑫获得宝钢一等奖

学金，由王丽娟指导的陈东阳等同学研究的ＳＱＩＰ项目获得优秀项目奖。２０１０级本科毕业生

２２９人，就业率９９．５６％。研究生学生工作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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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系列活动、赴重庆潼南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

获校第五届研究生辩论赛总冠军、三名选手荣获２０１４年研究生校园歌手大赛“十佳歌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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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常青公益社被评为校优秀社团，获校优秀记者站称号，两名研究生获校优秀记者。毕业

１７５人，就业率９６．５７％。

【ＥＤＰ培训工作顺利推进】

院培训工作团队建设迅速推进、公共关系环境大为改善、培训项目不断扩容、ＥＤＰ板块

规模扩大、内训项目稳中有进。学院成为重庆市公务员培训基地、重庆市干部教育基地、重

庆两江新区人才培养基地、贵州省安顺市干部教育基地。培训中心开展了高端研修项目与

在职研究生课程班，共培训８个班，学员规模达３００人。在贵州、云南、广东等地开展市外干

部培训班８个，重庆市内干部培训班４个。

（李丽昆）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门类中，拥有一个国家重点学

科（技术经济及管理）；设有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３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工

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３个博士后流动站；另外，设有６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及

７个本科专业。学院在编教职员工有１５４人，其中教授５２人，副教授４９人，博士生导师３９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１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２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９人。姚树洁教授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聘教授及重庆市第二批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２０１４年获学校集体记大功２项、集体记

功３项、个人记功２人，学校先进集体１个，个人表彰５人。

２０１４年度学院新增获准科研项目８４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１０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３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７项（重点２项、一般５项）；省部级项目１３项。实到科研经

费１１０１．３４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３５５．８３万元。获省部级社科成果奖二等奖２项、三

等奖３项。本年度出版专／编／译著８部，发表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１６０余篇，

其中，ＳＣＩ／ＳＳＣＩ检索论文３２篇，ＥＩ核心检索论文９篇，中文权威期刊３篇、重要期刊３４篇。

经过两年的筹划，２０１４年出版了《重大管理评论》第１期。在《中国大学评价》２０１４年排名

中，管理学连续４年进入Ａ＋＋，经济学连续３年进入Ａ＋。现代物流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

庆大学）建设项目顺利通过验收。２０１４年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２次，参会总人数达３０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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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办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ＲｏｂｅｒｔＪ．Ｓｈｉｌｌｅｒ教授的学术讲座。

推动学院“卓越经管人才培育工程”项目建设，４项重大教改项目中，结题１项，中期检

查合格３项；获批市级教改项目２项，校级教改项目３项；发表教改论文３篇，获评教学工作

优秀教师１人。将学院工商管理、能源经济学专业与电气工程打包申报２０１４年重庆市特色

学科专业群“电力能源工程与管理特色学科专业群”。推送申报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１

门；１本教材入选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出版教材２本。

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３５３名，学硕３７６名，博士３８７名、会计硕士６３名。学院本科学生参

加“第五届科研训练计划”结题１７项，终止１０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结题３

项；“第六届科研训练计划”开题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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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项。在２０１４年“争先创优”活动中，１人获校优秀学生标兵，１人获校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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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钱泽宇等同学

获得“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周晗婧等同学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决赛特等奖”。在

２０１４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兰茜等５名同学获得金奖、１名银奖、４名铜奖。

全院学生共计８３８人获得国家级奖助学金，１９７人获得专项奖学金，１人获得思源奖学金，李

浩威等５３人被评为优秀学生，陈林静等４０人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职业导师１３名，职业规划教育和学生实践实习基地３个，开展了职业

导师大讲坛、参观校友企业及模拟应聘活动，成立了职业导师联合会。２０１４年通过校友新设

立１０万元“聚君奖学金”，总共设立５项奖助学金共２７．２５万元，资助学生４５名。２０１４届本

科毕业生就业率９６．２３％，研究生就业率９８％。

重庆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意大利圣安娜大学２０１４级 ＤＢＡ（工商管理博

士）顺利开班，招生１８人，其中１４名学员赴法国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参加开学典礼及第一

次课程学习；ＥＭＢＡ项目２０１４年招收学员７８人，通过论文答辩３３人。在２０１４年《中国市场

最具领导力ＥＭＢＡ》评选活动中，位列第七名；ＭＢＡ项目２０１４年招生８１７人，通过论文答辩

５１５人；２０１４级ＭＩＢ留学生实际招收１９人，毕业人数９人。学院接受意大利、巴西、土耳其、

南非等四国知名商学院ＥＭＢＡ／ＭＢＡ学生国际游学项目１０人到访，同时学院派出ＭＢＡ学员

１５人出访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等国家进行交流；２０１４年在职 ＭＰＡｃｃ招生２５人，毕业

答辩２０人。获评全国ＭＰＡｃｃ优秀教学案例一篇，与ＣＩＭＡ、ＩＭＡ、ＡＩＡ合作，创新国际化＋国

际资格证书体系。工程硕士招生３０人，毕业答辩４３人；金融硕士２０１４级招生３２名，实行学

分制课程学习，实习和学位论文环节实行双导师制，首次聘请约４０余名金融界资深人士担

任校外导师；２０１４年ＥＤＰ中心更新观念、大力拓展市场，开设培训班１４个，培训收入７７０多

万元，创学院培训收入历史新高，学院除了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提供领导干部培训服务，还

与中石化、三峡担保、格力电器等大中型国有及民营企业合作开展各类领导干部培训。

２０１４年，学院接待来访５４批次１０５人，另有４批次国际学生访问团共计８５人来访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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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师生进行了交流。２０１４年学院出访共４９人次，涉及美国、英国、希腊、印度尼西亚、日

本、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学院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美国辛辛那提大

学、法国蒙彼利埃商学院、加拿大维多利亚商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主要涉及学生联合培养，

学生交换、教师合作研究等多方面，与四所大学的本科２＋２项目已进入实质执行阶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ＲｏｂｅｒｔＪ．Ｓｈｉｌｌｅｒ）教授学术报告会】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下午，２０１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ＲｏｂｅｒｔＪ．Ｓｈｉｌｌｅｒ）教

授在经管学院Ｂ区综合楼００１演讲报告厅为重庆大学师生作了一场题为“金融创新与良性

社会”的精彩学术报告。副校长孟卫东教授会见了罗伯特·席勒（ＲｏｂｅｒｔＪ．Ｓｈｉｌｌｅｒ）教授。

并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流。

【２０１４年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研究》编审工作暨论文研讨会】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１４年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研究》编审工作暨论文研讨会在重庆大

学举行。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守华，《会计研究》编辑部刘国强主任，中国会计学会

理事以及３０余所高校会计专业领域的专家教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陆位忠）

新闻学院

【概况】

新闻学院现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两个本科专业，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

点、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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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现有专任教师３０人，实验人员３人。教师中教授８人，研

究员３人，副教授４人，博导５人，硕导１３人。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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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百人计划”学

者３人。专任教师兼任全国性一级二级学会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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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２０１４年底，学院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１３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１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课题１项，重庆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２

项，重庆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７项，重庆市教改课题２项，合同经费１４８．２万，实到经费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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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元。发表期刊论文３５篇，其中 ＳＳＣＩ论文１篇，权威期刊论文２篇，重要期刊论文２篇，

ＣＳＳＣＩ论文９篇。

２０１４年，本科生有１４０余人获得各项荣誉称号。其中，包括重庆市三好学生、重庆市优

秀学生干部，以及各项校级荣誉称号。２０１１级新闻学４班被评为重庆市优秀班集体、２０１３

级新闻学３班获得先进班集体标兵。本学年度共申报２个国创项目，１个 ＳＲＴＰ项目，９个

ＳＱＩＰ项目。获得心理手语操比赛一等奖、“中华魂”读书活动演讲比赛一等奖、重庆大学

２０１４年树声杯篮球赛冠军、重庆大学第二十一届篮球赛之啦啦操赛季军、九院视频大赛囊括

一二三等奖；２０１４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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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五彩石”志愿服务队。２０１１级辅导员王颖异获得重庆大

学辅导员技能竞赛一等奖。学院主办了第四届重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坛。

积极开展对外宣传，着力提升生源质量。通过招生宣传、组织会议、外出讲学、举办学术

夏令营等多种形式，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学院研究生。２０１４级推免硕士研究生２２名，报考录

取学生中来自９８５高校、２１１大学的考生共有３２名。在所有录取的２０１４级硕士研究生中，

来自９８５高校、２１１大学的生源占比６８．３５％，大大提高了生源质量。

在２０１４年中，学院围绕学校外事工作重点，结合本院实际情况，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开展国际合作与办学事宜。２０１４年３月，董天策院长出席“媒介影响与民意再现国际学

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与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初步达成合作意向。目前，已经派遣两

批共１０名学生赴台湾世新大学参加秋季和春季研修班。２０１４年７月学院５位老师参加澳

大利亚及新西兰传播学年会，并在会议期间与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健康与艺术设计学

院媒介传播学系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学院先后邀请了台湾淡江大学赵雅丽教授、台湾世新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林承宇博士、台湾政治大学刘忠博博士、香港资深媒体人杨锦麟来学校讲

学，聘请赵雅丽、杨锦麟为客座教授，邀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ＤｅａｎＫａｚｏｌｅａｓ教授莅临学院讲

授公关理论与实务系列课程。学院与香港浸会大学联合申报的“移动网络时代的新闻与传

播：香港与内地现况”项目成功申报２０１５年教育部香港师生交流计划项目。本院申报的“重

庆大学与澳大利亚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媒介传播学专业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已获得

２０１５年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立项。

修订培养方案，奠定培养基础。经过较长时间的全面的修订和完善，学院于２０１４年９

月正式启用新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落实每门课程

的教学大纲，开发并加强创新实践教学项目。有效落实专业硕士的双导师制，聘请了重庆报

业集团、广电集团一批高学历、高职称的一线媒体人员担任研究生导师、课程教师和实践指

导老师，取得良好效果。

举办名师讲座，提升教学质量。鉴于学院优质师资短缺的现实，２０１４年，邀请人大新闻

学院涂光晋教授、华中科大新闻学院赵振宇教授讲授“新闻评论研究”；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

·４９２·

学部（学院）




金兼斌教授、复旦新闻学院孙少晶教授讲授“传播研究方法”；复旦朱春阳教授、台湾淡江大

学赵雅丽教授讲授“媒介经营管理”；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ＤｅａｎＫａｚｏｌｅａｓ教授全英文讲

授“公关理论与实务”。

（董天策）

法 学 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法学院设有１０个法学博士招生专业、１０个法学硕士招生专业及一个法律硕士

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一个法学本科专业；另外，法学本科专业被评为“重庆市特

色专业”，法学一级学科被评定为重庆市重点学科。学院现有教职工６０余人，其中教授１９

人，副教授２７人，８０％以上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３

人、巴渝学者１人，近３０人次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全国性一级或二级学会副会长、省部

级以上学术技术带头人及专家顾问等职务。７月，黄锡生教授担任法学院院长。

截至年底，学院拥有《经济法》网络教学国家级精品课程一门，《创业与合同》教育部视

频公开课建设课程一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合同法》市级精品课程两门。

２０１４年学院教师共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１个、一般项目４个；国家司法部项

目４个；重庆市社科项目２个；横向项目１２个。发表权威、重要期刊９篇、ＣＳＳＣＩ１２０篇、其他

论文１００余篇；出版专著５本；程燎原教授的《法治论》被评为中国３６年来十大影响中国法

治图书奖；举办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会议２场。

２０１４年度法学院本科生集体获奖总计５项，其中国家级２项，校级３三项。个人获奖总

计１７０项，其中校级奖励１６１项，市级奖励５项，国家级奖励４项；法学院研究生集体获奖总

计３项（均为校级奖励）。在第十二届Ｊｅｓｓｕｐ国际法模拟法庭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２０１４年，学院成功组织６０位毕业生进行毕业答辩及相关工作，授予硕士学位证书；组织

２０１５年研究生推免工作，最终确定了２３名２０１５年硕士研究生推免生。学院学生在２０１４年

国家司法考试中再创辉煌，其中，本科有３４人、研究生６６人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另外，学

院还组织新增硕导遴选工作，经本人申请、单位推荐、学部评审通过，研究生院审批，我院黄

晖、王江两位老师获得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２０１４年，学院不断加强与外国高校的学术交流，芬兰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ＪｕｈａＫａｒ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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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意大利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副校长、韩国忠南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院长孟守锡教

授、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法学院ＫｏｅｎＤｅＦｅｙｔｅｒ教授和研究员ＥｌｌｅｎＤｅｓｍｅｔ博士先后访问法

学院，就学生交流、教师互访等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举办“环境资源审判理论研究基地”揭牌仪式】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日，“环境资源审判理论研究基地”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

所与重庆大学法学院共同设立，为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决定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

后全国第一个从事环境资源审判理论研究的专业机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所长孙佑海、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环境司法研究中心主任韩德强到场参加揭

牌仪式并受聘担任重庆大学兼职教授。“环境资源审判理论研究基地”的设立，标志着最高

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与重庆大学法学院的合作取得了实质进展。此后，双方将在

人员互聘、理论探讨、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交流。

（刘力强）

发展研究中心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发展研究中心紧紧围绕学校工作要点切实履行职责，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切实

推进学校章程制定、教育体制改革、战略研究基地建设及咨询服务等重点工作，较好的完成

了各项工作任务。

２０１４年，发展研究中心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方面，整合校内相关力量，积

极申报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引进和培养高等教育学或教育学专业高层次人才，进一步

加强师资队伍和导师队伍建设；加强对外宣传，提高生源质量。与继续教育学院联合成功申

报教育硕士（ＥＤ．Ｍ）专业学位（科学与技术教育方向）。承担该硕士点２０１５年研究生入学

推免出题任务，完成《教育学》课程教学大纲编写。

完成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人才培养任务。２０１４级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２０１４级研究生新

生入学指导教师确定及制定培养计划制定、２０１２级研究生论文中期汇报、２０１３级研究生开

题报告、２０１１级研究生毕业答辩、２０１２级和２０１３级研究生奖学金评定推荐、毕业硕士生离

校前的各项工作，包括论文等相关材料的报送等专项工作；上报研究生院高等教育学硕士点

专业核心课程并组织完成相关专业课程教学及相关培养工作；举办１０余次高等教育学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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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组织学生参与有关学术交流活动。

围绕统筹城乡发展，紧跟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结合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城乡统

筹发展研究院实际，充分发挥新型智库作用，开展面向地方的科技、产业发展、规划发展等相

关的研究咨询服务工作。

充分发挥新型智库作用，积极承担决策咨询服务，为重庆市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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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９篇 ＣＳＳＣＩ论文，１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申报课题获得５项省部级社科研究的项目支持。陈德敏教授作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和法

律顾问先后８次列席重庆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多次参加由黄奇帆市长主持的专家座谈会

以及与重庆市重大决策相关的重要会议，多次赴区县开展调研咨询工作。中心撰写４份决

策参考获得重庆市市级领导批示。其中，由陈德敏教授牵头组织研究小组撰写的《关于全面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我市现代化管理水平的调研报告》获得黄奇帆市长批示，翁杰明

常务副市长、陈和平副市长亦作了批示；撰写的《关于推动我市金融机构尽快“走出去”的建

议》，获得刘强副市长的批示。蒲勇健教授撰写的关于《发挥顶层设计与金融支持相结合的

作用推进我市旅游度假区建设》和《搭建旅游景区留学生夏令营与创业基地着力推动重庆旅

游国际市场营销》获得谭家玲副市长的批示。

深化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和参加了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学术报告会和８期可持续发展

专题讲座，研究生共计３００余人次参加中心组织的学术活动，扩大了学术成果教科融合的育

人作用。

２０１４年邀请《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杂志主编姜嘉乐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教育学院李惟嘉博士等知名专家学者做客高等教育学术沙龙，并与教师发展中心、国际处联

合举办“美国高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现状与趋势”报告会。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举办

了以“城镇化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可持续发展论坛。来自英国、法国等国内外近４０

名专家与学者围绕中国、重庆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议题，进行了系列讲座报告和

学术研讨，产生了较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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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形成《重庆大学章

程》（草案）并上报教育核准、公示，完成备案程序。起草《〈重庆大学章程〉（草案）起草说

明》，并上报教育部。针对教育部司局审核意见，对教育部党组会反馈意见（监察、外部关系、

留学生、总则）等进行修改，最终完成《重庆大学章程》最后修订、上报、公示定稿。全面完成

《重庆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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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学校承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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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任务，加强协调，推进两个项目试点。完成

教育部重庆大学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进展情况中“大学章程制定与内部治理结构优化进展；加

强教育规律，现代大学办学，提高办学治校水平和能力”等相关内容研究与文稿撰写。撰写

教育部２４次咨询会议材料并统稿，完成《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路径设计》校长报告。

撰写提交９８５工程改革终期报告，提炼典型案例，配合学校完成９８５工程验收评审工

作。完成《重庆大学“９８５工程”（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改革方案实施情况报告》，及“‘９８５工程’

标志性改革成果”案例撰写；承担《９８５三期总结报告分析》研究工作。起草《重庆大学社会

科学学部学术研究机构管理办法（暂行）（草稿）》。

【教育部战略基地建设】

承担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高校科技创新与服务区域发展新布局的协同机制

研究》共８万字已完稿并申报结题。获得省部级项目资助１项，共撰写《专家建议》５篇。其

中，陈德敏教授关于《探索科技领域 ＰＰＰ模式建立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区域性创新平台建

议》和《理工科大学对口帮扶工程技术高职院校提高质量的建议》等获得采用，报送教育部

领导参阅。

承担并完成《重庆市安全产业发展规划》，主要成果形成市政府文件并经市政府１４１次

会议审核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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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能源领域子课题、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学外部治理结构的运

行机制研究》、深圳市教育局《深圳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研究》等项目研究。

针对高等教育发展、学校综合改革中具有普遍性，综合性问题开展调研，做好高等教育

改革建言献策和学术研究等工作。组织申报国家和重庆市高等教育研究相关课题及其他研

究项目。开展教育部“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重庆市高教学会、重庆大学“院校研究课题”

等项目研究。

（林　勇　 蒲　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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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学 部

【综述】

理学部从２０１４年７月成立以来，在原文理学部工作基础上，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

学部职责定位，开拓创新，有序推进机构组建、学术事务管理、学科发展规划、跨学院跨学科

平台建设等工作。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在学校有关部门和所属学院的支持下，圆满

完成２０１４年下半年的各项任务。

【机构、制度建设】

学部学术委员会，召开学部学术委员会议三次，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规范学科建设、

学术研究、学术评价、职称评审、评奖评教和教育教学等学术事务方面的作用。推荐校学术

委员会委员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建立院长书记联席会议制度，对学部发展规划等重

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和交流。修订了《理学部新聘教师聘用工作程序》，让学院更多的教授

参与到人才引进工作的评价中，保障进人机制更加民主和公平。

在原文理学部建立的国际顾问团的基础上，理学部继续利用顾问团成员对学部的部分

重点学科提供高水准的专业指导，为学部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的制定出谋划策，逐步建立和

完善评审专家数据库。

【人才引进与培养】

坚持把握学术标准，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学部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依照学校相关规

定，从学科需求、队伍结构以及个人学术水平等方面进行评议把关。２０１４年，学部共引进教

师３０人，其中：高水平人才１名，兼职教授１名，“百人计划”１９名，专任教师１５名（其中，

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１２月，理学部共引进青年百人５人，专任教师５人以及外聘高级专家１人）。

依照学校规定程序，对３名预聘制教师进行聘期考核。学部加大对引进人才的关心，分学科

多次召开引进人才座谈会，了解新引进的教师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情况。

借助海外高端平台，培养高级人才。学部继续加强学校与美国有机合成科学家 ｋ．ｃ．

Ｎｉｃｏｌａｏｕ教授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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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返回并经考核评价合格后，学校将以百人计划的身份

予以聘用。

【跨学科平台建设】

理学部重视跨学科平台的建设工作，配合学校加强了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和分析测试中

心的建设。创新药物中心是具有多学科交叉属性的生物医药研究平台，以源头创新为特征，

围绕创新药物研究相关的二级学科开展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２０１４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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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中心一期１０００万元左右的仪器设备已安装调试完毕，目前

已在陆续开展化学化工、物理、材料、环境和生物等方面的分析测试工作，初步形成较为完备

的现代分析测试平台。

２０１４年，中心建成的ＳＰＦ级实验动物房，顺利通过验收并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是重庆大学第一个拥有使用许可证的动物实验室，并面向校内外开放。

在理学部的倡导下，积极探索调整学科。依托创新药物研究中心，通过对校内外药学相

关专业的学院及药企的调研，向学校起草、提交了“关于成立重庆大学药学院的可行性论证

报告”和“重庆大学药学学科‘十三五’建设规划”。

【科研和学术工作】

学部完成了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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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部支持项目共计１７项，经费２６０．９０万元。其中：面上项目立项８项、经费６０．９０万元；

重点、重大项目９项，经费２００万元。

学部修订了讲座管理办法，继续设立专项基金，开办品牌讲座———“重庆讲座”、“重大

讲座”和理学部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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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园地。２０１４年，理学部协助所属单位共举办重

庆讲座２期，重大讲座１６期，理学部讲座５期。

【日常工作】

为了构建对外交流平台，学部建成了“重庆大学理学部”网站。学部网站涵盖了学部的

基本概况、组织机构、各部属单位的重大新闻、学术讲座、科研基地、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内容，

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展示了理学部及相关学院、中心的风采。

协助完成虎溪校区理科大楼的后续内部设计工作。理学部主任、副主任多次到施工工

地现场考察，并在第二期书记院长联席会上，联合学校房地产管理处、基建规划处、实验室及

设备管理处领导，对房屋的使用规划和实验室建设等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对虎溪校区理科

楼的后续建设工作进行研讨，使学部及所属单位及时就相关规定提出具体的建设规划和建

议，推动理科大楼按期交付使用。

秉承学校关于学部服务各学院师生的定位，理学部努力做好学校职能部处与学院的沟

通。自２０１４年８月理学部正常开展工作以来，学部接收转送的文件、报告共计４０余份。主

持召开院长书记联席会、学部学术委员会会议１０余次。

（颜　可）

·００３·

学部（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数学与统计学院设有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系、统计与精算系。截止２０１４年

底学院有本科生６２０名。在校学历研究生２６５名，其中，学历博士生４１名，全日制学术型硕

士生１７２名，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生５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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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实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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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数学学科优秀

通过了重庆市重点学科评估。

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９４人。其中，专任教师８２人，管理人员和实验人员 １２人，教授２２

人，副教授３２人，博导１７人，外聘博导８人。２０１４年引进“百人计划”１人，专任教师６人。

１人晋升教授，４人晋升副教授。有５位教师分别获评“唐立新优秀教师奖”、“重庆大学十位

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重庆大学教学工作优秀教师”、“重庆大学十佳优秀青年教师”、

“重庆大学十佳中层干部”。２０１４年学院获学校７项记功，包括集体记特等功２项、大功３

项、记功２项；获得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特等奖１名。

学院有中共党员２７２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４４名，研究生党员１７３名（含博士生、博士后

党员），本科生党员５５名。党支部８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３个，学生党支部５个。２０１４年

学院发展学生党员５６人，其中研究生党员２０人，本科生党员３６人。学院认真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坚持反对“四风”，努力改进工作作风，切实以人为本，服务师生。结合学院发

展需要，对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了“废”、“改”、“立”。

学院分层次、有重点地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截止年底，学院本科生就业率达到９６．９％，

研究生就业率达到９５．７％。本科毕业生１２６人中有１３名学生赴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

家攻读研究生学位，比例达１０％。２９名学生分别前往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

学等名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学院为学校其他学院开设２１门全校公共课，４门通识与素质教育课程；为本院本科生开

设２３５门理论课、３１门实践课，教学工作总量年约２１０００多个学时，其中本院教学工作量占

１３．２％，外院占８６．８％。２０１４年学院进行了高等数学课程分类分层教学改革和教学资源

（含题库建设）改革，加强对课程教学过程的监控。采取措施提升全校学生参加数学类竞争

性考试和竞赛的能力。全年共获得美国数模竞赛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１０项、二等奖３０项；

全国数模竞赛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７项，重庆市一等奖３０项，二等奖３０项；获得数学竞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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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赛区专业组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４名、三等奖８名；获得重庆赛区非专业组一等奖２名，获

得全国二等奖第一名１名，获得非专业组全国三等奖１名。２０１４年学院教师共出版教材７

部。谢树艺的《矢量分析与场论》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２位教师分别获得重庆大学教学比

赛二等奖和三等奖、教案比赛一等奖和二等奖。学院获重庆市教学改革研究重点委托立项

项目１项、重庆市教改项目２项。１位教师获重庆大学本科生教育优秀教师称号。学院被评

为学校本科生教育管理先进单位。

学院除承担全校研究生公共数学类课程外，还负责５个专业的硕博研究生的培养。学

院重新制定了数学和统计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修订了应用统计专业学位培养方

案。通过了专家通信评审和专家组现场评估答辩，与重庆军代局、重庆地税局、长安集团等

签订实践基地协议。获得市优博论文１篇，研究生学术成就奖１项。获得黄尚廉院士青年

创新团队１个，唐立新奖学金１项。４名研究生成功申请ＣＳＣ公派计划。２名研究生成功申

报参与国际会议访学交流资助。获得重庆市研究生教改重点项目１项，市级研究生优质课

程１门，市级研究生教改项目２项。

学院科研在研项目３０项，结题９项。２０１４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３

项、青年项目１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１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

员启动基金项目２项、重庆市科委重点项目１项，一般项目３项。年度到校科研经费２９５．７１

万元。获得重庆市自然科学奖三等奖１项。发表论文１３５篇，其中ＳＣＩ检索９８篇（其中１区

检索２篇，２区检索２４篇），ＳＳＣＩ检索３篇，ＥＩ检索３篇。

２０１４年，学院邀请国外专家学者３０人、国内学者１０７人来院讲学，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４人。全年组织“重大讲座”６次、学术报告１５０多场。国际学术会议：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及

其应用国际会议（２０１４年５月７－１１日，１８位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与会者７０余人）；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４年国际分析会议（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２９日，２１位专家学者作

学术报告，与会者９０余人）；计算科学前沿问题研讨会（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５－７日，与会者１４０余

人）。举办其他专业学术会议及学术论坛１３次，开设短期课程５门。２０１４年３月承办了重

庆数学会年会；２０１４年６月主办了重庆市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会第三届 －第四届的换

届大会；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中国计算数学学会理事会第八届－第九届换届会议。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２０１４年，我院申报的面向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构建“认知、体验、探索”一体的数学实

践教学体系，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获批数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关于批准新设辽宁大学哲学等２９１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４〕６０号），在第九批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申报

评审工作中，我院成功获批数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与物理学博士后流动站一起填补了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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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博士后流动站的空白。

（秦　岚）

物理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物理学院设有物理、应用物理、电子技术３个本科专业。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８６

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４人、教学科研岗位５９人。本年度引进百人计划引进人才４人，青年教

师２人，人才派遣２名。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学院有物理学科一级学科博士点１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

重庆市重点实验室１个，专业实验室１３个。市级精品课程２门，市级精品教材１部。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４４５名，研究生１９１名。在“争先创优”及“五四”表彰中，我院学

生获校级先进个人８８人次，市级先进个人９人次，五四红旗团支部２项，优秀团日活动１

项，市级文明寝室１个。我院暑期“光盘助力营养”实践团队被评重庆市优秀社会实践团队，

２０１０级的王力同学被评为全国励志成长成才优秀学生。本年度我院学生在“国家大学生创

新实验项目”、“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中，总计立项２０余项，参与项目的学生达６０

余人次。在各类科研专业赛事中，获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１人次，全国大学生物

理学术竞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重庆赛区）非专业组

一等奖３人次，三等奖２人次，重庆大学第十届程序设计大赛特等奖１人次，华为创新编程

大赛八强，ＡＣＭ／ＩＣＰＣ亚洲区域赛西安赛区和上海赛区分获铜奖，重庆市程序设计大赛一等

奖和二等奖。

２０１４年学院招收研究生５５名，其中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４２名，学历博士１３名，同

时接收２名巴基斯坦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２０１４年，学院研究生

申请国外联合培养项目５项，他们分别是：博士生魏文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博

士生张虎林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肖婷婷在法国图卢兹公家科学研究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郭恒宇已申请到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刘建林已申请到日

本东北大学联合培养。王蜀霞教授指导的博士生曹春兰的学术论文获重庆市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胡陈果教授指导的硕士生谢晓的学术论文获重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根据学院的培养计划，全面修订了力热学实验、电磁学实验、光学实验、近代物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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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系统实验、低维材料制备与检测实验、无损检测实验、电子信息综合实验、可编程逻辑

电路实验等１０门课程的实验教学大纲。添置各种设备共计９０１台套，金额５９８万元，改善

了学院专业实验室的办学条件，为学院各专业学生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建的低维材

料制备与测试实验室，在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与学生培养的有机结合以及功能完备的开放式

实验室管理系统平台，为开放式实验课程提供了平台保障。

２０１４年，物理学院在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公共实验平台建设。２０１４年，到

位并正常运行了多个大型仪器［场发射扫描电镜（１５０万）、紫外光刻机（２０万）等］。在管理

制度建设上，严格执行人员和仪器准入制度，并对大型贵重仪器的管理实施了专人负责制

度。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本年度实验平台引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博士陈果老师和上海大学硕

士研究生，极大的增强了公共平台为全院教职工服务的专业水平。

２０１４年，学院在研科研项目２３项（纵向１３项，横向１０项），合同经费８８２万元。新增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项，合同金额１６０万。发表ＳＣＩ检索论文７１篇。教师获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１项，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１项。我院博士生孙崭与第三军医大学合

作在物理学顶级期刊ＰＲＬ上发表论文一篇，博士生周花雪与中科院物理所合作在化学顶级

期刊ＪＡＣＳ上发表论文一篇。此外，学院不断拓展学科发展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学院全年

教师、学生累计出访进修、交流１０余人次；接待国（境）外参观来访近２０人次。

【获得物理学博士后流动站】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关于批准新设辽宁大学哲学等２９１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４〕６０号），物理学院获批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填补了重庆大学理科博士后流动站的空白。博士后流动站的获得，完善了物理学院的人

才培养体系，使得物理学院的科研水平和学科建设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

【物理探索科技馆一期工程】

２０１４年物理探索科技馆进行升级建设。该馆于２０１０年建设成立，为了与现代、经典与

前沿科技技术相结合，提高其科普性，２０１４年学院向学校申请资金对其进行了改扩建。目

前，探索科技馆位于重庆大学虎溪校区第一实验楼一楼中庭，总面积达到５００平米，以大学

物理实验国家级示范中心现在拥有的仪器设备和已经开设的集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和观

赏性于一体的涵盖了力、热、电、磁、光以及近现代等领域的６０余个实验项目为基础，兼顾科

研与科普探索双重目标。

（刘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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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化学化工学院设有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和１个博士后流动站；设有

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２个一级学科硕士点，药物化学、环境科学、材料物理与化学、食品科

学４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化学工程、环境工程、材料工程、制药工程４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

另设有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化学、制药工程、药学５个本科专业。引进 “百人计

划”海外人才２名，全职教授１名，青年教师２名。２０１４年１人入选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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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现有教职工１０１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０人，教学科研岗７９人。

２０１４年，学院坚持以党建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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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科生工作思路，开展以“展青春活力，做‘三创’先锋”主题教育活动和党的十八大四中

全会学习为载体主题的学习教育活动。研究生培养以提高研究生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为核心，根据“专业相近、地域相邻、规模相当、以大带小、整体均衡”的原则，将全院３００多名

研究生党员分为１０个支部，按相近专业分设２０个党小组。积极组织研究生党员以学生党

支部为活动基地，开展组织生活，并以支部为单位开展学习活动，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参观校史馆、毕业学生经验交流会、看爱国影片等活动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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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学院有国家级精品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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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系列课程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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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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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了《化学化工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２０１４版）》及其课程大纲、《化学化工学院关于教学

实习的实施细则》、《化学化工学院本科实习经费使用实施细则》等的制定；１３名教师参与学

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张起辉获重庆大学讲课比赛一等奖、重庆市二等奖，学院获优秀组织

奖；完善并继续推行学业导师制度。

２０１４年，学院合同经费２４５０万，实际到账科研经费１６５６万元，比去年增长１４％。其中

获２０１５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项，青年基金项目３项，合同经费４３５万元；科技

部９７３计划项目３项，合同经费５５０万元；获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集成示范计划１２１科技支

撑示范工程项目１０项，合同经费３８０万元。发表ＳＣＩ检索论文 １３７篇，ＥＩ检索论文１２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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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１区ＳＣＩ论文１４篇，２区ＳＣＩ论文４３篇，２篇论文分别在化学顶级期刊 Ｊ．Ａｍ．Ｃｈｅｍ．

Ｓｏｃ．和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上发表。

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９０９名，有５７３人获得各项奖学金。其中，有１３人获得国家奖学金，

３２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２８０人获得国家助学金，１５２人获得综合奖学金，９６人获得各类

专项奖学金。在争先创优活动中，３６人被评为校优秀学生，３０人被评为校优秀学生干部。

举办化学化工学院学术交流论坛。以教授课题组学术研究活动为基础，大三有４０％、大四有

１００％的学生参加到教师的课题组。学院参加国家级科研训练计划３项，共９人，参加校级

科研训练计划３２项，共１０５人，参与率为１１．６５％。本科生发表论文９篇，申请专利１２项。

开拓学院博硕论坛新形式，扩展本科生参加科学研究能力培训途径，较好地提高学生专业学

习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学风建设。

２０１４年，学院有４篇本科毕业论文获校优秀毕业论文；１篇论文获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创

新创业年会“优秀论文”；４项国创项目立项，ＳＲＴＰ３０项立项；国创验收项目１项优秀，２项

良好，３项合格；ＳＲＴＰ验收１项优秀，２３项结题；全国英语竞赛二等奖、三等奖各１名；第一

届“卓越杯”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大赛团队获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３项，个人共

有 １位获二等奖，２位获三等奖；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１个团队获一等奖，１个团

队获二等奖，４个团队获三等奖。

２０１４年，学院共招收研究生２２０名（退学３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３１名，学历硕士研究生

１１６名，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化学工程硕士）３１名，工程硕士研究生４４名；有１７０人获得

博士硕士学位，其中博士１３人，硕士１１２人，专业硕士２４人，工程硕士２１人。魏子栋教授指

导的博士丁炜、硕士张莉获第十五届全国氢能学术会议暨第七届两岸三地氢能研讨会（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１４—１６日，上海电力学院杨浦校区）大会优秀论文奖。

２０１４年学院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包括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在内共有２０名国外专家

到校访问。共有１１名学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到国外攻读博士及联合博士培养。全

年教师、学生累计出国交流近２０人次。

【启动四川攀钢集团工程硕士异地办学点招生】

２０１４年工程硕士招生上线３５人（其中攀钢办学点２７人）。

（陈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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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学院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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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个博士后流动站；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学、药学３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

程、制药工程３个工程硕士领域；学院下设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两个本科专业。

２０１４年，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９５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０人，教学科研岗位６５人。本年度引

进百人计划人才１人、专任教师２人。学院外专千人专家、丹麦奥胡斯大学 Ｈａｎｓ教授于

２０１４年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蔡开勇教授荣获中国侨界创新人才奖，钟代迪教授获２０１４年

“国际标准化十佳推动者”荣誉称号，宋关斌教授获得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２０１４年，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学两个重庆市重点学科以“优秀”通过重庆市教委的中期检查。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学院有校级精品课程２门，市级教学实验中心１个。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３６项，合同经费３０６３．５万元，实到经费１８９１万元。其中

“９７３”子课题项目１项，合同金额１５２万；科技部重大专项２项，合同金额２４８万元；科技部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３项，合同金额３７５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项，合同金额５６４

万元。发表ＳＣＩ、ＥＩ检索论文１６４篇，其中 ＳＣＩＥ１０７篇，ＥＩ５７篇。获重庆市科学技术奖自然

科学奖三等奖１项。发明专利申请２７项，发明专利获权３４项。２０１４年发表高水平论文５４

篇，其中中科院ＳＣＩ１区论文１５篇、２区论文３９篇。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４６３名，全院本科生有１５６人次获得各项奖助学金，６８人获校级

先进个人，１人获重庆市优秀学生干部。全院本科生申报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２５项，其

中，国家级项目４项；结题２７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７项。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１

项、三等奖１项。

２０１４年，招收全日制硕士生１１６人，其中留学生４人、学硕２人、专硕２９人；招收博士生

４３人，其中留学生１名；新增博导３人、硕导１人；公派留学６人，其中联合培养３人、攻读博

士学位３人；毕业博士授位２１人，硕士授位６７人。１名博士生获市级优秀论文，３名硕士生

获市级优秀论文。２名博士生获校级优秀论文，２名硕士生获校级优秀论文；完成了“生物医

学工程”、“生物工程”两个全日制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修订与课程体系论证。

２０１４年度，共邀请３５人次外籍专家来学校做学术交流和访问，通过开展国际间的学术

交流，探讨有关科研工作方面国际前沿的研究进展，使广大师生增进了解国外教学、科研的

新信息、新技术，促进了国际间的了解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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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科技青年联合会生物工程专委会成立大会】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由重庆市科技青年联合会主办、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承办的重庆市

科技青年联合会生物工程专委会成立大会在重庆大学举行，并特邀美籍华裔科学家、美国四

院院士钱煦教授做了学术报告。

【日本学术振兴会（ＪＳＰＳ）中国重庆分会学术研讨会】

日本学术振兴会（ＪＳＰＳ）中国重庆分会２０１４年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在重庆

举办，主办单位为日本学术振兴会（Ｊａｐ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ＳＰＳ）北京代表

处，承办单位为ＪＳＰＳ中国同学会重庆分会、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大会邀请了日本北海道

大学教授ＯｈａｓｈｉＴｏｓｈｉｒｏ作了学术报告，ＪＳＰＳ负责人ＷａｄａＯｓａｍｕ向广大师生就中日国际交

流项目进行了介绍。

【微循环与血液流变学研讨会】

中国微循环学会血液流变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一次全委会暨微循环与血液流变学研究

前沿研讨会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３—１４日在重庆大学召开，本次会议邀请了我国血液流变学创

始人之一、国际生物流变学会会员、中国微循环学会血液流变学专业委员会资深名誉委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药理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廖福龙教授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李松教授等国际知名专家进行了讲学，参会师生１５０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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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红）

生命科学学院

【概况】

生命科学学院２０１４年在编教职员工有２９人，其中管理岗位７人、教学科研岗位１９人、

专业技术人员３人。本年度学院从海外高校引进“青年百人计划”岗位人才２人，通过公开

招聘录用实验技术人员和研究生辅导员各１名。学院党总支下设１个教职工党支部、２个研

究生党支部和１个本科生党支部。截止２０１４年底，学院有中共党员８３人，其中教职工党员

２０人，学生党员６３人（其中，博士生党员２４人，硕士生党员２６人，本科生党员１３人）。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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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展新党员１３名，１３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学院拥有“生物科学”１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９２名。学院积极参加学校组织

的教学检查，坚持教授上课制度，严格执行教授上本科专业主干课的原则，副教授成为教学

一线的主力。建立了学业导师制，制定了“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实施办

法”。学业导师与学生的搭配原则上实行“双向选择”，由学工口和教务口老师协同组织师

生双向进行双向选择，在整个本科学习阶段，学业导师全程跟踪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指

导其成长完成学业。

２０１４年，学院先后与法国图卢兹大学、美国佐治亚瑞金斯大学医学院、日本熊本大学签

订了“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协议，并１２月底顺利实施并派出５名本科生参与此项

目。２０１４年，我院国家级创新性实验项目结题验收１项，立项１项。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

练计划结题２项，立项２项。

学院在读研究生１１９人，其中博士生６２名，硕士生５７名。在招生方面，学院依托奖助

金激励制度，大力吸引优秀生源来院学习。本年度共招收２８名研究生（其中２２名硕士，６名

博士），超额完成了原招生计划。同时，从新生中评选出３名推免生奖学金、２名新生奖学

金、２名新生国家奖学金以及５名国家奖学金。在科研创新方面，学院积极组织学生申报研

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其中，１名博士研究生成功申报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金额

１万元）。１４名研究生（博士１２名、硕士２名）累计申报了１８项高水平论文期刊奖励。在国

际交流方面，学院通过“２０１４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公派１名博士研究

生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深造。同时，接收１名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

虎溪校区４５００平方米的在建科研大楼即将投入使用。学院研究方向主要涉及遗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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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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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正在实施中。学

院已组建了植物学、微生物学、遗传与生物信息学、基础医学４个研究团队。学院现有２１００

平方米的实验用房、３０亩教学科研基地。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１３项，合同经费４４６．６万元，实到经费２４３万元。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５项（面上３项，青年基金２项），科技部其他科技计划项目２项，其他部委省

科技计划项目１项，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１项，横向科研项目１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３项（重点１项，面上２项）。在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２１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论文１３篇。我院全年共举办１３场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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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扎实推进党建“五个工程”建设，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认真总结，坚持

问题导向，扎实搞好整改工作，不断改进工作作风。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和党政联席会

议事规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和民主党派的作用。以优良的党风带院风正

教风促学风，组织开展了首次“生命之光”创先争优评比表彰活动，挖掘和树立先进典型，加

强典型引领，提升精气神，弘扬正能量。“以发展凝聚人心，以和谐谋划未来”，通过深入细致

的思想政治工作，营造安全稳定、风清气顺、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

学院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学院制定了《生命科学学院中长期学生工作实施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党建工程”建立了

“基础工程”、“民心工程”、“素质工程”、“网络思政”的五大核心学生工作体系。注重学生能

力培养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认真落实导师制。扎实开展网络思政教育，提升思政工作针对

性、时效性。通过微博、微信等为及时为学生解决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开展

多样化的线上线下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三评、三比”活动，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精心策划和组织开展毕业生就业动员、就业技能培训、基层就业专题培训等，提高学生就业

技能。主动联系用人单位，不断拓展学生就业市场。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给予就业补贴。

２０１４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已达到９６．１５％。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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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分别与法

国图卢兹大学、美国佐治亚瑞金斯大学医学院和日本熊本大学医学院签署了“联合培养优秀

本科生”的合作协议，并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每年派出本科生１０名；第一批６名本科学生

已于２０１４年６月底完成法国图卢兹大学的交流学习顺利回国，第二批共８名本科学生于

２０１４年底启程前往法国和美国接受联合培养。本年度学院教师、学生累计出访进修、交流

２０余人次；接待国（境）外来访交流３０人次。

（高定伦）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概况】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２０１１年５月成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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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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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基地；筹建研究型的药学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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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现有教职工２２人，其中高层次人才（长江学者、杰青、千人）２人，兼职高级专家（美

国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２人，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１人，学校“青年百人计划”７人，青

年教师４人；博士后７人，其中外籍博后４人。本年度中心完成各岗位各类人员招聘１１次，

共招聘百人计划４人（已入职３人），专任教师４人，动物实验员１人；顺利完成对朱曦 －夏

学峰药理学团队的引进工作，中心推荐的美国ＰＰＤ公司首席科学官、研究与创新执行副总裁

ＬｅｅＥ．Ｂａｂｉｓｓ博士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党支部成立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截止２０１４年底，中心有党员５７人，

其中教职工党员１６人，教职工党员比例７２．７％；研究生党员４１人，研究生党员比例４１．４％；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０人。本年度中心党支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师

生党员在学习工作之余，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主动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本年度党支部定期召集师生党员召开党组织生

活会，建立起“人人参与中心建设，人人关心中心发展”的氛围，从而达到促进相互了解，加强

组织建设的目的。本年度成功举办“健康动起来”为主题的登山活动和“活力金秋，欢乐你

我”为主题的趣味运动会，组织师生听取“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２０１４年，学院制定了《重庆大学创新药物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审条例》，评选

了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其中１人获得硕士生国家奖学金，１人获得硕士生新生国家奖学金，１

人获得博士生新生国家奖学金；组织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争先创优”评选，其中２人获得优秀

毕业生，３人获得优秀研究生干部，６人获得优秀研究生；成立中心第一届学生会并确定２０１４

级班委成员。完成本年度贫困补助评选工作，２１名学生获得贫困补助。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通过对校内外药学相关专业的学院及药企的调研，起草了“关于成立

重庆大学药学院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和“重庆大学药学学科“十三五”建设规划”，目前已提

交学校，由学校发展规划处负责对重庆大学成立药学院进行调研与论证。

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在读硕博研究生９９人，其中硕士生６９名，博士生３０名；研究生招生

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２０１４年新招硕士生３９名，博士生１６名，其中印度博士生３名。完成

中心首届硕士毕业研究生（共３人）的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

２０１４年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９项，经费１０５万元；校级项目５项，经费１２５万；横向

经费３５万元；发表ＳＣＩ论文４篇（１区论文２篇）。

２０１４年，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并组织学术报告会达２７次，邀请了美国

ＰＰＤ公司首席科学官、研究与创新执行副 ＬｅｅＥ．Ｂａｂｉｓｓ博士、英国巴斯大学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ａｖｉｄ

Ｔｈｒｅａｄｇｉｌｌ教授等多位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中心加强与相关院校及企业的沟通与合作，今

年与凯瑞康宁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植恩药业、复创医药研究有限公司等单位交流访问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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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完成ＳＰＦ级实验动物房招标改建工作，顺利通过学校和重庆市科委及重庆市动物管理

委员会的验收，并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这是重庆大学第一个拥有使用许可证的动物

实验室，并面向校内外开放。

（蔡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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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部

【综述】

２０１４年，工程学部在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优化调

整学科布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学术分类管理】

进一步完善学术评价体系。修订工程学部博士生导师遴选细则，对导师提出了更高要

求，进一步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完成２０１４年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审核推荐工作，新增

博士生导师１８名、硕士生导师２７名。协助学校开展了校级学术机构换届调整、校学术委员

会章程修订、权威期刊和重要期刊遴选等工作。进一步完善人事考核及评价机制，完成对学

部内科研单位、聘用制人员和８—１０级岗位人员年度考核工作，以及“百千万人才”、“宝钢奖

教金”、“科研创新团队”等１０余项人才计划和奖励项目的评审推荐工作。

不断提升工科师资队伍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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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积极做好服务工作。２０１４年学部共派出８名教师到企业培训，

同时完成９名派出教师的考核工作。统筹所辖各单位人才引进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校外

评审专家信息库，统一组织拟引进人才的校外评审，同时试点实行学院教授与拟引进人才谈

话制度，进一步提高人才评价的客观性。２０１４年学部组织校外评审３８人次，获准引进高水

平学术人才７人、百人计划１３人、青年教师５５人、兼职专家１人。关心青年教师成长，划拨

专项经费资助西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沙龙、材料科学青年教师沙龙、机械“潜力量”青教团队

开展学术活动，鼓励开展跨学科研究。

【学科交叉融合】

进一步优化调整学科布局，持续推进“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在“２０１１

计划”申报、答辩、现场考察、建设规划制订等各阶段，学部全程协调指导，全员参与。目前，

该中心已被正式认定为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也是重庆市首个“２０１１计划协同创新中心”。

积极探索以行业为背景建设办学实体的经验，配合学校并与相关部门沟通，恢复组建重庆大

学汽车工程学院。同时，协调开展机械工程学院、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人员调整和运

行机制改革。

积极推进汽车领域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改革。会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深入推进专业硕

士研究生培养改革，举办重庆大学－长安汽车人才培养交流会，进一步完善按企业需求培养

人才的互动交流机制。与长安汽车、长安福特、中国汽研、上汽依维柯、红岩等近１０家企业

联合开发实习实践岗位５０余个，保障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指导学生自主筹办“汽车协

·３１３·

学部（学院）




同创新研究生讲坛”２次，通过学生讲、师生听、指导教师点评，加强学生在团队合作、组织协

调、沟通表达等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组织开展为期１０天的美国福特汽车夏令营活动，选

拔２０名汽车班学生赴美国底特律交流、学习，并选拔２名汽车班学生到密西根大学、福特汽

车留学实习一年，拓宽学生国际视野。

大力推进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建设。围绕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先后邀请包括美

国工程院ＳｔｅｖｅｎＪ．Ｚｉｎｋｌｅ院士、中国工程院刘锦川院士，加拿大工程院ＰｅｔｅｒＥｎｇｌｅｚｏｓ院士等

国际一流专家学者，以及福特汽车、西门子等知名企业专家来校，举办工程科学前沿讲坛４９

场，总数已突破１１０场，形成了品牌效应，吸引越来越多高水平专家学者来校讲学。

统筹规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２０１４年，完成２０１３年度７２个项目的中期检查和

后续拨款（其中汽车专项３４项）；新资助各类重点项目１３项、面上项目２１项（其中汽车领域

重点项目２项、面上项目１６项，重庆大学—美国西北大学联合项目２项）。

【协调发展】

积极开展协调合作。２０１４年召开学术委员会２次、院长联席会７次，协调处理学部重要

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整合学院发展需求和建议，与机关部处密切配合，共同促进学校发

展。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承办２０１４年西门子校园活动，完成２０１３年度西门子奖助学金颁

奖，为学生争取到１７个带薪实习岗位。

不断规范学部办公机构管理，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和工作效能，团结协作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学部办公室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度被评为重庆大学先进集体。

积极配合学部联合党支部加强党建工作，组织党员、工会会员参与联合支部组织生活和

政治学习活动。学部所在联合支部获得２０１４年校部机关趣味运动会团体第一名。

（陈　青）

电气工程学院

【概况】

电气工程学院下设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绝

缘技术、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等６个系。学院现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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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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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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排名第五。

２０１４年，学院全职引进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副院长、研究生

院代理院长ＤａｖｉｄＣ．Ｙｕ（余君仁）教授；引进王飞鹏、赵彦普等２名重庆大学百人计划及欧阳

金鑫、任洲洋、曾正、唐俊杰等４名专任教师，招收杨贺均、杨鸣等２名师资博士后；新增博士

生导师４人；新增教授３人、副教授２人；５名教师出国培训进修，１１名教师从国外学成回校

工作；５名青年教师到企业参加工程素养培训。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学院有党员９５４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１１５名、研究生党员５３８名、本科生

党员３０１名；新发展党员２３０名。制定了《电气工程学院后备干部培养管理工作细则（讨论

稿）》文件；开展“电气先锋工程”，表彰４个“先进党支部”、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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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电气之家”、“三八节”和“重阳节”参

观游览秀湖公园活动以及教职工体检工作；开展“电气之运”活动，组建了篮球、足球、羽毛

球、乒乓球、瑜伽５个教工俱乐部；荣获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学年度工会、教代会工作及“职工小家”

建设一等奖、春运会教职工团体第四名、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教职工文艺汇演二等奖、教职工羽

毛球赛男子单打第五名女子双打第四名等。

２０１４年，本科生就业率为９８．２％，研究生就业率１００％，均荣获学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与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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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学生能力创新发展基金项目（ＣＩＤＰ），共资助项目１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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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优秀学生会；

重庆大学学生游泳比赛男子、女子团体皆为第二名；本科２０１３级９班荣获第五届“赢在重

大”班级挑战赛冠军；研究生分团委、学生分会获得了优秀研究生分团委、优秀研究生分会的

荣誉；２４人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２人获重庆市优秀毕业研究生；在学生工作综合考评中继

续保持Ａ等。

新招２０１４级本科生２９３人；与南方电网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检修试验中心签署了《卓

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战略合作协议》，与长江电力续签了“订单 ＋联合”的产学研联合人才培

养协议；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获准重庆市“三特行动计划”本科专业；全面完成２０１４级本科

生“平行班”和“弘深电气班”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修订；３３名老师与１０８名学生建立了

“学术导师计划”关系；投入１２０余万元，在虎溪校区新建１间学生开放实验室，扩建１间电

路原理实验室、１间模拟电子技术实验室、１间电工学实验室；开展院级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比赛，林莉、罗全明、王婧荣获一等奖，李培荣、刘卫华、孙鹏菊荣获二等奖；在校级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功比赛中，林莉荣获三等奖，林莉、王婧、罗全明荣获优秀教案设计二等奖；重庆市

重点教改项目１项（李辉）、一般教改项目２项（雍静、邓力）通过结题验收；市级重大委托教

改项目１项（廖瑞金）、校级一般教改项目１项（周静）通过中期检查；新获准重庆大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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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项目２项（肖冬萍、邓力）；学院立项资助自主教改项目６项（王晓静、周静、彭文雄、彭光

金、魏灵癑、李丞杰）、资助指导性教改项目３项（李成祥、王明渝、李辉）。

荣获２０１４年全校优秀招生宣传组、生源质量提升特别贡献奖；荣获学校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年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先进集体；荣获全校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体；获得重庆大学第

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组织奖。与动力学院联合申报成功的“能源与动力电气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被集体记大功；侯世英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艾冰被评为全校实验工作

先进个人，杜雄、姚骏被评为全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先进个人，刘影被评为全校本科教学管

理工作先进个人。

学院新招研究生共计４６９人，其中博士生５０人、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１２７人、全日制专

业型硕士生９８人、留学生１人、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生１９３人；成功举办第四届“电气之光”学

术夏令营；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随机抽取部分论文，送国内电气工程领域前三甲的学校评

审，提高了论文评审层次与质量；健全学位审查制度，进一步修订了《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关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对博士论文一律实行全部

盲审，对硕士论文实行分类送审；打造了《工程项目管理与实践》、《工程可靠性以及安全分

析》、《审计学》等特色课程；学生参与企业实践项目发表 ＳＣＩ论文４篇、ＥＩ论文２２篇，获权

发明专利３个；聘请１２名来自校外大型企业的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以工程实践或工

程项目管理为主的案例教学模式，开展专题讲座；授位共计３９２人，其中博士３１人、全日制

学术型硕士１６２人、全日制专业型硕士２１人、非全日制工程硕士１７４人、高校教师硕士４人。

侯世英教授主持的“电气工程学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的思考与探索”及杨帆副教授

主持的“电气工程领域应用创新型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分别获得重庆市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新签订科研合同１４３项，合同经费达８６４１万元；其中“９７３计划”课题１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１６项，省部级项目５项，其它科技计划项目１２１项；除重点实验室经费外，实际

到账科研经费５６５３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１７００万元、省部级项目经费７０万元；发表学

术论文３６４篇，其中ＳＣＩ检索期刊论文１０１篇，ＥＩ检索期刊论文１６３篇；申请专利５２项，其

中发明专利４８项；获权专利４２项，其中发明专利３４项。

作为牵头单位，组织了高电压与绝缘学科“９７３能源领域战略规划研究调研会”，参加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牵头组织的“太空发电重大项目论证会”和科技部高新司

能源处组织的“智能电网专项规划研讨会”，与贵州电网公司、甘肃省电力公司及江苏省扬中

市、如皋市等地方企业进行合作交流，并与贵州电网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美国密西

西比州立大学、波兰波兹南工业大学联合主办了“２０１４高电压工程与应用国际会议”；与国

家能源局电力可靠性管理中心联合主办了“２０１４电力和能源可靠性国际论坛”；主办了

“２０１４中英碳化硅电力电子技术高端论坛”；与重庆市电机工程学会共同承办了“中国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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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会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会议”。

围绕“２０１１计划”申报工作，组建三个团队分别参与重庆大学牵头的“重庆自主品牌汽

车协同创新中心”、西安交通大学牵头的“先进直流电力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和华北

电力大学牵头的“智能电网协同创新中心”的申报工作，其中，我校牵头的协同创新中心成功

获批，华北电力大学牵头的协同创新中心进入第二轮评审。针对重庆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建

设工作，组织了“电网设备安全与自然灾害防御”、“输变电设备智能化新技术与新材料”、

“电磁场效应、测量与电磁成像”、“新能源电力电子技术”四个创新团队的申报和评审工作，

其中获批两个科研创新团队。

２０１４年，电气工程学院获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１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

１项；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项；获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１人；姚陈果获批重庆市

杰出青年基金，杜雄入选重庆市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杨庆获批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

骨干教师资助计划；喻惠被团中央评为“２０１４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电力

能源工程与管理”获准重庆市特色学科专业群立项建设；作为“汽车电子与智能化”团队主

要成员参与申报成功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侯世英主编的《电工学 Ｉ—电路与电

子技术》、《电工学Ⅱ—电机与电气控制》、《电工学ＩＩＩ—电工电子学实验》以及《电工学（Ⅰ、

Ⅱ）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成套４本教材入选“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获准重庆市重大教

改项目“电气工程专业创新型学术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

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建设获批２８台（套），经费达４４５３万元；设立校友基金，９０

级校友捐赠首批基金１３．１万元。

学院组织１２名骨干教师对美国、英国的高校进行了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考察；参

加国际学术会议师生５０余人次，其中３位教师应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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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华威大学合作组

建“重庆大学—华威大学碳化硅电力电子技术联合实验室”；建立了“重庆大学电力和能源

可靠性研究中心”；发表合作研究论文２０余篇；派出访问学者８名，分别赴美国、英国、加拿

大等的高校进修学习和合作研究；与美国加州大学州立大学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分校建立了学术、科

研、工程实践一体化的“１＋１．５”硕士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第二批１０名联合培养学生按计

划出国；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分校合作，启动了 ＣＱＵ－ＵＷＭ本科生“２＋２”双

学位项目；９名本科生、１４名硕士生，１７名博士生赴国外高校交流学习或攻读学位。

【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２０１４年，电气工程学院被教育部和人社部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获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１项】

唐炬教授的“气体绝缘装备特高频局部放电监测关键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荣获２０１４年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７１３·

学部（学院）




【获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２０１４年，李剑获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入选重庆市“百名工程技术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蒋兴良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２０１４年，蒋兴良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

奖并入选中央电视台２０１４年《科技盛典》年度科技创新人物有效候选人。

（孟繁琦）

机械工程学院

【概况】

机械工程学院设有机械设计制造系、机械电子工程系、工业工程系、机械基础系、制造工

程研究所等６个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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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硕士学位授权点７个，是学校

“十一五”“２１１工程”、“十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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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学院本科教学方面有“机械设计”、“机械制图”、“自动化制造系统”三本教材

入选国家 “十二五”第二批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获市级教改项目１项；作为参赛单

位获得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３Ｄ打印机特等奖和一等奖。成功申报了国家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争取到国家修购计划１０００多万，购置了数控机床、机器人等本科

生专业实验设备，新建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４个专业实验室，使学院的实验室建设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组建了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将原来分散建设的实验室和实验教学资源优化

重组，进行统一建设和管理，实现资源共享。

２０１４年，学院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从国内外知名大学引进了具有博士学位青年教师

４名；新增省部级人才１名：唐倩教授获２０１４年重庆市“百名工程技术高端人才”培养人选。

２０１４年，研究生生源质量提高，录取源自２１１、９８５学校本科毕业生的比例５７％。与重

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获第一届“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荣誉称号，是我校唯一获得这一荣誉称号的学院。与中船重工（重

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重庆威诺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成立研究生校外实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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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时利用９８５经费中的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经费在校工程培训中心建立专业学位研究

生校内实习基地，摆脱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受制于人的现状。２０１４年获上银机械优秀博士

论文优秀奖１篇，重庆市研究生重大教改项目１项。获重庆大学优秀博士论文２篇，重庆大

学优秀硕士论文３篇。研究生申请／获权发明专利２０项，发表学术论文近２００篇，其中ＳＣＩ／

ＥＩ收录的论文７０篇。派遣７名同学到安特卫普大学攻读学位，１６名研究生到比利时进行

为期三周的专业实践。组织１７名研究生、２０名本科生到英国女王大学进行为期三周的课程

学习，让学生亲身感受国外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模式，开拓了学生国际视野，同时也培养了师

资。

２０１４年，获准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有大幅度提升，其中青年基金获准项目７项，获准率

７８％。面上项目获准６项，获准率５０％。张正文教授获得１０００万“８６３计划”项目。学院新

启动科研项目９１项（国家级项目１７项，省部级项目１１项，横向项目６３项）。学院实到经费

３０６１．５５万元。２０１４年重新修改了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５项，获权

发明专利８项；发表科研论文１００篇，其中ＳＣＩ收录期刊论文２４篇，ＥＩ核心期刊论文４０篇。

截止２０１４年底，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共有党支部４７个，党员１６１６名，其中教职工党支部

１１个，教职工党员１７８名，学生党支部３６个，学生党员１４３８人。２０１４年度新发展党员３３４

人，转正２６８人。党委扎实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对活动中

梳理的影响学院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落实整改方案，建立起了改进作风、联系群众的长效机

制。领导班子严格执行每周一次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对照中央

八项规定的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时

刻敲响反腐倡廉的警钟。坚持两周一次政治学习，组织全院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专题学习

活动，组织安排领导干部参加干部培训。制定了《党建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面向教工支部启

动了机械工程学院首批党建研究活动项目。启动了机械工程学院首批党建研究活动项目。

院党委大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制定了《党建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面向教工支部启动了机

械工程学院首批党建研究活动项目，以基层党支部建设为主题，对党员队伍建设、先进性和

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网络信息化环境下基层党建工作开展方式、基层

党组织建设对于学科建设促进作用等进行探讨，首批项目已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立项通过。

学生工作方面，采取了以“分级递进”促进学生“五个重点”能力的提升，以新媒体为载

体，推进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新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学校组织的各种比赛中名列前

茅。２０１４届研究生就业率达到了９９．７％；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了９７．２％。

【成功申报了国家“２０１１”计划“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

以机械学院为核心，整合学校的优势学科，成功申报了国家“２０１１”计划“重庆自主品牌

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国拔经费每年３０００万，共４年。２０１１计划对机械、汽车、材料、动力等

学科将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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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特色学科专业群】

由机械学院牵头申报的高端装备与动力系统特色学科专业群获批准２０１４年重庆市特

色学科专业群建设（学校共５个）；根据学校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要求，申报成功“高效低碳

制造系统”、“高性能传动与控制”两个校级科研创新团队（学校共１１个）。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二级学科在国家的学科排名中都有进步，其中机械

工程一级学科是学校唯一进入全国前１０％学科。

【成功申报了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机械学科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利用企业的开发实力和支持服务能力，充分整合学校信息

化实验教学资源，以培养学生综合设计和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创造性地建设与应用高水平软

件共享虚拟实验、仪器共享虚拟实验和远程控制虚拟实验等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能力，拓展

实践领域，丰富教学内容，推动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

（冯文军）

动力工程学院

【概况】

动力工程学院设动力机械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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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动力工程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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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技术等两个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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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核科学与技术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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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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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

动力电气虚拟仿真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

院—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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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工程学院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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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３·

学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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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程类教指委委员 １人。

２０１４年，教师博士学位比率为９４％。学院新进百人计划２人，预聘制专任教师４人，新聘教

授２人、副教授３人，具有国外留学经历教师６９．７％。

截止２０１４年底，学院党员４６９人，其中党支部１５个。２０１４年度新发展党员１１５名。教

职工党员比例 ７５．５８％，研究生党员比例 ６４．３７％（２８０／４３５），本科生党员 １１．５２％（１２４／

１０７６）。实施“一项督查、两项清理、三项活动”。规范财经管理，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学

校春季运动会教职工团体名列学校第五，研究生团体名列学校第六。学院招生、就业、综合

治理、团学组织、心理健康等工作获学校先进集体。２０１４届本研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９９％，合

格率达到９８％，获学校先进集体。在２０１４年国赛中获得一等奖１项，三等奖５项，获全国组

织奖。学生辩论队获第１９届辩论赛重庆大学冠军。院团委、学生会分别荣获学校“五四”红

旗团委、优秀学生会，云南绿春“五彩石”三下乡团队荣获重庆市优秀团队。评选８名硕士及

５名博士获国家奖学金，６５人为学校优秀（毕业）研究生（干部），博士生 ＳＣＩ／ＥＩ的人均产出

排名全校前列。

学院设核工程与核技术、能源动力类（含能动及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两个本科专业。现

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０７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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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新编教材２部。被评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１４本科招生工作获“优秀招生宣传组”

和“生源质量提高特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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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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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动力工

程、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成功获准成为重庆市“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群（高端装备与动

力系统）。

２０１４年，两个研究生学科作为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并通过优秀评估，本年度学院硕士招

生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接收“９８５”和“２１１”高校生源占总招生人数的５７．７％。拟招收博士

生中，全脱产博士生占９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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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９８５”高校学术型硕士６人；在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业务考

核分流制度，依据考核结果优胜劣汰。

本年度学院学术学位研究生共发表论文１２５篇，其中ＳＣＩ论文２２篇、ＥＩ论文８篇，高水

平国际学术会议论文１篇。共有４人次获得优秀学位论文和学术奖有６名学生申请２０１４年

国家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项目，４名学生获得批准。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本年度修订并形成了《动力工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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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方案》，并且组织制定了６门专业基础课程、９门专业特色课程、４门实践性课程、２门

补修课程的教学大纲。进一步加大对专业实践环节的执行力度，形成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特色培养体系。

在实践基地建设方面，学院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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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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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８个。

２０１４年，学院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第三获奖人），获ＮＳＦＣ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项目１项。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４２项，合同金额２７２９万元，实到金额１７１５万元（软

件经费１２５８万元）。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４项，科技部国家基础研究规划项目

（９７３计划）２项，军工项目４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及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２２０

篇，其中ＳＣＩ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９１篇（１区２５篇，２区２６篇），ＥＩ核心收录期刊上发表１０７

篇。共申请公开专利４７项，获权发明专利１７项，获权实用新型专利６项。

全面推进学科和基地建设工作。获重庆市第三批首席专家工作室一个。加入“２０１１”协

同创新计划即“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及“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

心”创新团队。为“中国能效经济委员会”及“中国节能减排大学联盟”副主席单位，中国环

境增值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制定５项国家和地方标准。完成并实施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中长期建设规划，全面推进实验室标准化建设，召开２０１４年度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会议。

２０１４年，出席国际会议、访问交流、合作研究等３０余人次。接待美国、台湾地区等国家

和地区来院学术交流和访问专家６人。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工程学院落实国

际合作协议“Ｏｎｅ－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ｓｔｕｄ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Ｄｕ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本科生项目派出４

人、双边学位研究生计划选出３人。派出４名博士生与国际知名大学进行联合培养。１名阿

尔及利亚博士生来校访学交流。派出３名访问学者赴美国的高校进修学习与合作研究。

（潘良明）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概况】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设有矿业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共建）、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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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４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矿业工程、安全技术及工程２个博士后流动站；另设有采矿工

程、安全工程、环境科学３个本科专业。学院在编教职员工有８９人，其中教学科研岗位６２

人，管理实验技术岗位２７人。２０１４年共引进青年教师６人，２人为学校“百人计划”特聘岗

位；２人为辅导员，２人为实验技术人员。有三名教授入选第五届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

２０１４年，学院共有科研项目２２１项，合同经费６１６４．３７万元，实到经费２２８４．２万元。其

中９７３在研项目２项，合同金额４０５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研项目８项，合同金额６６１万。

发表期刊论文２００余篇，其中ＳＣＩ４２篇，ＥＩ６１篇；出版科技著作２部。获省部级奖３项，四川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１项。

２０１４年，学院招收本科生１９３人，其中采矿工程专业１０１人，安全工程专业６２人，环境

科学专业３０人；招收３５名博士研究生，招收全日制学术硕士５７名，其中生态学２名，矿业工

程３１名，环境科学与工程１２名，安全科学与工程１２名。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３２名，其中矿

业工程领域１５名，安全工程领域１１名，环境工程领域６名。共授予学士学位１７１人，硕士学

位５６人，博士学位１６人。

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７１４名，１０人获国家奖学金，２２人获国家励志奖学金，８３人获校综合

奖学金，３７人次获得专项奖助学金。有８人分获全国各类竞赛一、二、三等奖，获重庆大学争

先创优先进个人称号共计７０人次，２２人被评为校优秀毕业生，１５人被评为校优秀毕业生干

部，此外２０人获重庆大学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校级奖励；目前承担了４项国家级创新创业

项目。研究生中，１人被共青团中央授予第十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荣誉称号，１人

获得２０１４年度全国煤矿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第三届全国大学生采矿工程专业实践作

品大赛二等奖１人，获国家奖学金２３人，重庆市普通高校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度优秀学生干部

１人，校级优秀研究生３１人，校级优秀研究生干部１５人、校级优秀研究生毕业生１３人次、其

他校级奖励１６人次。

２０１４年，学院采矿工程专业通过了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促进

国际交流，实现国际互认的重要途径和前提，对于推动采矿工程专业进一步的发展、提升我

校的工程教育水平有着深远影响。

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向科技部申请到大型设备专项经费４７８２万元，

购置核磁共振、ＣＴ机、动态三轴试验系统等大型设备２６台（套）。此批设备的获批将提升实

验室的研究条件，为实验室的中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

２０１４年，学院不断拓展国内、国际合作与交流。学院与四川省达竹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等多家企业签署了院企合作协议，在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及就业实习方面广泛开展院企合作。据不完全统计，接待国内兄弟院校，相关

企事业单位参观来访３０余人次。与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签约建立了采矿工程本科联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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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合作交流协议，为推动我院采矿、安全专业学生走出国门，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提供了教

育平台；与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知名学者建立了长期外籍专家聘请关系，其

中２人被聘为名誉教授，２人为顾问教授，１人为客座教授。学院全年教师、学生累计出访进

修、交流２０余人次。

【正式签约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采矿工程本科联合培养项目】

３月２１日，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副教务长、招生管理院长 ＬａｕｒａＳｔｏｌｌ女士，国际学生顾

问ＪｕｌｉｅＭｙｌｅｒ女士访问重庆大学，并与重庆大学签署了采矿工程本科联合培养项目协议。

通过联合培养项目，加强了两校的学术文化交流，也为采矿工程领域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提

供了优良的教育平台。

【安全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获批】

在第九批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申报评审工作中，我院获批新增安全技术与工程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我院安全技术与工程学科获首批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有

一支具有创新精神、结构合理的学科队伍，许多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我国安全技

术与工程领域的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立，将为该学科引进、培养和

使用高层次优秀人才搭建更好的平台，进一步强化安全学科的科学研究。

【主办煤矿动力灾害防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煤矿动力灾害防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２月１２－１３日在重庆大学举行，该会议由重庆

大学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重庆市煤炭学会等单位

共同主办，重庆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等单位协办。本次研

讨会以煤矿动力灾害与控制研究的前沿及进展为主题，来自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国内高

等学校、科研院所、矿山企业等领域的２００多位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出席了此次研讨

会，共同就煤矿动力灾害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交流。本次会议是煤矿动力灾害

控制领域的一次国际性行业盛会，为国内外代表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研究生王磊被共青团中央授予第十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荣誉称号】

在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公布的第十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评选表

彰名单中，我院志愿者王磊荣获“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荣誉称号。该奖项是我国青年

志愿服务领域的最高荣誉，旨在选树青年志愿服务优秀典型，推进青年志愿服务文化建设，

推动青年志愿服务形成社会功能，促进青年志愿者行动深入、持久和创新开展。

（李　倩）

·４２３·

学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概况】

截止２０１４年底，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职教职工２２０人，全年引进 “百人计划”５人，补
充专任教师４人和教辅人员１０人，进站全职博士后６人；聘请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和客座教
授９人；学院教师（含双肩挑）正高５５人，副高５０人，其中４０岁以下教师占４５％；引进人才
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其中发表高水平论文占全院５８．３％，获批国家基金项目数
占全院２／３；潘复生教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刘庆教授当选新一届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白晨光教授获政府特殊津贴，彭小芹教授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万朝均教

授获“巴渝学者”特聘教授；冶金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以优秀通过重庆

市重点学科评估。学院２０１４年各类收入为７３９万元，其中学校的各类拨款３７１万和学院的
创收３６８万；学院全年国拨经费使用率８６％以上，其中教育部修购计划资金使用率 ９５％ 以
上，很好地支撑了学院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及基地建设工作。

学院以规范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梳理、完善和修订学

院各项管理规章、条例１０５个，其中新增４９项；建立学院情况通报制和联系制度，共计召开
１４次通报会和师生座谈会；完善学院网页和编辑印刷新版学院宣传册等，学院的网页更新量
和新闻发稿量名列学校前茅；２０１４年度发展党员１５１人，转正１００人；培养４名教工入党积
极分子；目前全院现有党员７９３人，其中教工党员９４人。有教工支部７个，本科生支部３个，
研究生支部１３个；学院党委投入４．２万余元，支持支部建设和支部活动；改进思政学习和党
员组织生活的内容与形式，提高党的活动的实效，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重视工会和教代会

工作，坚持看望生病职工、看望离退休职工等送温暖工作。

２０１４年冶金工程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建材方向）通过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建设专业论证和建设方案；“矿冶工程特色学科专业群”获得重庆市特色学科专业群建设；完

成２０１４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教学大纲编制；完成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
和培养方案修订；建设校外研究生实践基地达到１８个（授牌５个）；完成 ４个专业教育部修
购计划实验室建设经费 ６５０万，对各专业方向的实验教学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本年度
开出本科专业基础课、专业课１５２门次，课程设计２６门次、专题实验和课夹实验 ６９门次、实
践环节３３门次，“土木工程材料”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全年招收本科生４６１名，
２０１４届毕业本科生４６４名，其中推免攻读硕士研究生７７人。

本科生在校获得各类科技奖励、发表科技论文等成果在量和质上都有显著提高（创新项

目 ６０，论文 １５，专利 ８）；获全国竞赛团体特等奖、一等奖各１项，个人特等奖、一等奖各１
项；与丹麦ＤＴＵ、加拿大ＵＢＣ和台湾成功大学签订了院系合作协议，初步形成了从本科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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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各层次国际联合培养体系。

全年招收博士生４８名、学术硕士１５８名、专业硕士７８，其中，研究生招生来自９８５、２１１
高校的优质生源比例达到６８％；授位博士２９名、硕士２２５名、工程硕士５５名；研究生发表学
术论文１９６篇；加强学生就业指导，稳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与一汽大众签订定
向培养协议。２０１４年，本科生就业率达到９５．９１％，研究生就业率达到９９．１８％，再次荣获重
庆大学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踊跃，文体活动丰富，获全国性奖项７次，
校级奖项３００多人次。院团委荣获重庆市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辅导员获
国家级奖励１人，重庆市奖励１人；发挥奖助学金激励作用，关心困难学生，为学生发放院级
奖助学金３０余万元，困难补助２６万元；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构建了寝室、班级、学院三级学
生心理危机防范体系，对１７名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了及时干预。
２０１４年，新增科研项目１６１项，其中政府科技项目４０项，企业项目１０３项。获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２项；全年实到经费４９８６．０万元，其中国拨占６９．５％；刘庆教授团队获批
“金属结构材料形变、相变及强韧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和“先进金属结构

材料基础研究及工程应用”“万人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白晨光、潘复生教授荣获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黄晓旭教授荣获中国新侨创新成果奖，“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荣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学院发表论文２４５篇，其中ＳＣＩ论文１４５篇，继续保
持全校第一，１、２区的高水平 ＳＣＩ论文大幅增加；获权发明专利４５件。获省部级科技成果
奖励５项（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学校材料学科ＥＳＩ当前值达到０．４４％，保持良好发展
态势；学院作为校内骨干单位积极参与国家“２０１１计划”“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
建设，为中心获得国家认定做出重要贡献；参加了“先进土木工程材料协同创新中心”、“先

进微纳米材料及装备协同创新中心”；新增“重庆市高性能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准

校内立项培育“材料结构与性能多尺度表征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轻合金材料国际合

作联合实验室”；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虎溪电镜中心基本完成基础建设，进入设备安装调试

阶段。

承办“Ｔｈｅ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ｓ＆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２０１４亚洲镁合金国际会议”、“碱性胶凝材料及混凝土国际学术研讨会”、“ＣＱＵ
－ＵＢＣ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术研讨会”等４次国际会议和“２０１４全国冶金反应工程年会”、“第
三届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计大赛”等国内大型学术会议；海外专家来院学术交流８０余
人次，承办“重庆大学工程科学前沿讲坛”１３讲；

【创办国际第一个专业镁合金英文期刊】

２０１４年，镁合金中心创办了专业镁合金英文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ａｎｄＡｌｌｏｙｓ》，这
是国际上第一个专业镁合金英文期刊，已出版８期，稿源质量和影响力稳步提升。

（马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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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学院

【概况】

航空航天学院以力学学科为基础，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正式成立（其前身工程力学

系）。１９８１年获固体力学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８６年获固体力学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００年固体

力学学科成为重庆市重点学科；２００３年获力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２００４年建立力学博

士后流动站；２００６年力学一级学科被确定为重庆市重点学科；２０１４年航空工程专业获准国

家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下设工程力学系、基础力学系、航空航天工程系，拥有非均质材料力学重庆市重点

实验室、重庆市力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庆市深空巡视探测协同创新中心。本科招生专

业：工程力学，工程力学（航空航天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力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

生专业：力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航空工程。

全院在职教工４７人，专任教师３９人，占全院教工总数的８２．９８％。其中，中国工程院院

士１人、国家“千人计划”引进人才２人（其中１人为“国外专家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

划”引进人才１人、国家海外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１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４人、“巴渝学者”岗位１人、联邦德国洪堡基金获得者１人。

２０１４年，学院研项目４６项，合同经费１８３８．２９万。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４项

（含重点项目１项）、９７３项目１项、省部级项目１８项、横向项目１３项，实到经费４５５．１１５万。

发表ＳＣＩ论文４８篇，其中一区２２篇，二区１６篇，三区７篇，四区３篇（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分区）；

申请专利７项，包括６项发明专利和１项实用新型专利，已获权专利６项。

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狠抓人才培养。２０１４年获批引进１８人，其中：高水平学术

人才３人、“百人计划”３人、专任教师１２人。成功申报航空工程专业硕士点，获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授权２０１５年正式招生。学院与西南地区航空航天相关企业和研究院所签订了联合

培养研究生协议。２０１４年９月，学院分赴三地五校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２０１４级研究

生生源质量明显提高，录取的研究生中，“９８５”高校生源占总录取比７３％，“２１１＋９８５”高校

生源占总录取比８０％。成功聘请加拿大Ａｌｂｅｒｔａ大学Ｐｒｏｆ．Ｃ．Ｑ．Ｒｕ来校给博士生开设课程。

青年教师张永祥副教授在“全国第五届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获理论力学组二等

奖。

目前，学院学生总数３００余人，共有５２人获得各项奖学金，其中：获国家奖学金５人、获

国家励志奖学金７人、获综合奖学金３２人、获专项奖学金８人。有１８人被评为学校优秀学

生，１３人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干部。全院本科生申报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６项，其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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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项目１项、市级项目１项。学院招收研究生４４人，其中：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２９人、全日

制专业硕士生６人、博士研究生９人。曾忠教授指导的１名博士生学位论文获评校级优秀

论文。

构建科研平台，完善基地建设。学院与教育部深空联合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共同建立了

“重庆市深空巡视探测协同创新中心”；与机械学院筹建“航空航天特种装备研究所”；与重

庆市机电设计院和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筹建“康复机器人研发中心”。同时，启动了

４个实验平台（航空复合材料制备与表征实验室、结构强度与冲击动力学实验室、航空结构

振动控制及健康检测实验室和空气动力学实验室）建设工作。力学以优秀成绩通过２０１４年

度重庆市重点学科评估。

２０１４年，学院与宗申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通航产业领域内展开专项

课题研究和技术研发合作；与天箭惯性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承担了在导航

领域的研发项目；筹备加入名誉院长刘人怀院士的地效飞行器研究团队；与空军工程学院的

李应红院士就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合作进行磋商并达成合作意向。

作为发起单位之一与重庆市直升机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筹备成立了“重庆市通用航空

协会”、“重庆市通用航空学会”，任“重庆市通用航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单位。２０１４年４月

３０日，“重庆市通用航空协会”和“重庆市航空学会”第一届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隆重召开。

四川嘉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学院捐赠的５００万经费全部到账并用于“航空航天学院

建设项目”。

学院成立以来，不断拓展学科发展领域，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加拿大、德国、新

加坡等６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了科技合作及学术交流关系。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与英国贝尔

法斯特女王大学签署协议，学院选派２０名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赴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交流

学习。全年教师、学生出访进修、交流２０余人次；接待国（境）外参观来访２３余人次。邀请

了杨卫院士等一大批国内外顶尖学者、两江通航集团黄勇总裁等当地行业内领导来学院指

导并做报告１５场。

２０１４年，学院以党建工作引领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学院成立后及时建立了以党政联席

会、教授委员会等为主的议事规则和领导、教授、群众相结合的民主决策制度，制定并完善了

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及人事管理等相关工作程序及制度。组建了教工和学生党支部，完善

了基层组织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党员发展质量关，２０１４年共发展党员１４人，转正党员５

人，４０多人参加了党课培训。２０１４届本科毕业生共５９名，８月底全部就业，就业率１００％；

２０１４届博士硕士毕业生共２１名，其中１９人就业，就业率９０．５％。

２０１４年，学院先后三次主办或承办了相关学术会议。４月１８－２０日，“五校航空航天及

力学学术论坛”，清华大学等五个学校共９０余名专家参会。论坛发起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向大会致辞并作特邀报告。７月１９－２５日，“固体力学‘十三五’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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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讨会暨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年度会议”，４０多位杰青和长江特聘教授参会，探讨规划

基金委未来在固体力学的重点发展方向，杨卫院士、方岱宁院士、张泽院士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其他领导等到会指导。１１月８－９日，“第四届西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沙龙”，西安交

大等１３所西部高校共６０名代表参会。

【主办中日复合材料学术会议（ＣＪＪＣＣ－１１）】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９－２３日，“第十一届中日复合材料学术会议（ＣＪＪＣＣ－１１）”，１００位中日

学者参会。日本复合材料学会会长，京都大学北条教授等一大批日本复合材料领域最著名

的学者作主题报告。

【承办重庆力学学会２０１４年学术年会】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协办“重庆力学学会２０１４年学术年会”。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

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副主任孟庆国，重庆市科学技术

协会副巡视员张诗德，重庆理工大学校长石晓辉，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易志坚，重庆科技学

院副校长郑航太，后勤工程学院军事土木工程系主任石少卿以及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副部

长林君明，西南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等３０余家科研院所的２００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程　乐）

汽车工程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为满足国家和重庆汽车产业发展对各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的需要，在整合机械工程学院汽车工程系、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相关汽车领域资源。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学校正式发文恢复成立重庆大学汽车工程学院，２０１４年９月，学院开始

独立运行。

学院目前设有车辆工程本科专业，设置汽车设计制造与试验、汽车电子、汽车发动机３

个专业方向，“车辆工程”本科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拥有“车辆工程”博士学位点、“车辆工

程”和“动力机械及工程”硕士学位点，“车辆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点，“车辆工程”学科为

国家重点学科。学院现有教职工５０人，其中专任教师４３人，教授２１人，副教授１４人，博士

生导师２１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人，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１人，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１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４人，重庆市两江学者１人，重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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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百人计划”１人，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各１个。

汽车工程学院成立后，积极参与“２０１１计划”—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的申报

工作，配合中心进行材料申报、中心场地布置、现场考察的准备等系列工作，顺利通过教育部

组织的认定。汽车工程学院作为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依托单位，全面参与汽车协

同创新中心的建设。该中心已被正式认定为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也是重庆市首个“２０１１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

学院围绕车辆工程学科方向，组建了４个团队（其中科研团队３个［车辆工程研究所、车

辆动力传动与控制研究所、机电传动与运载装备研究所］，教学团队１个［车辆工程系］）。

以此为基础，参与组建了混合动力、高性能传动、高性能发动机、汽车 ＮＶＨ、安全可靠等五个

创新团队，配合中心负责汽车创新人才培养管理工作。

２０１４年，学院实到科研经费１３２７万元，其中纵向经费６９７万元。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５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合同经费５６４万元。科技部国家基础研究规划项目（９７３计

划）１项，合同经费３０８．５万元，省部级项目４项，横向项目５２项。获权发明专利１５项，实用

新型专利１项。申请发明专利１９项，实用新型专利１项。发表ＳＣＩ收录论文１４篇，ＥＩ收录

论文４２篇。获省部级一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６１９名，每个年级设有一个创新实验班，成立方程式赛车创新团

队，２０１４年车队在全国ＦＳＡＥ比赛中取得了耐久性能（电动组）第三名、电动车轻量化大奖等

好成绩。学院现有在册研究生７５６人，其中博士４９人，全日制研究生１７４人，全日制专硕

１５４人，工程硕士２８９人，工程硕士跟读生９０人。汽车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学院培养的研究生

１２０人（两个年级）。

２０１４年，学院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先后举办了“ＢＯＳＣＨ２０１４校园交流”、“创新设计、

用户体验前沿讲坛暨体验日活动”等，并与上汽依维柯红岩集团、青山工业、深圳市浪尖设计

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学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邀请日本

汽车研究所所长等近１０名国内外专家来校举办学术讲座，派出８人次赴国外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

【承办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车辆工程学科教学委员会年会】

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车辆工程学科教学委员会年会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０日 ～２２日在

重庆大学召开，由重庆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承办。来自全国

６０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１４０余名代表莅临本次年会，其规模是历次年会中最大的一次。

年会由大会主题报告、参观考察、学科专家分组讨论等内容组成，与会代表就高校车辆工程

教学方式、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方式、国内外汽车学科差异化等进行了探讨和交流。通过年会

的举办极大提高了重庆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在国内的知名度。

（余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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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概况】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正式成立，学院现设有机械工

程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两个专业，学生总计１４１人。

２０１４年，学院通过公开招聘，新招入校聘劳务派遣制员工３名，担任实习教学秘书。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８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６名，学生党员２人。学院以开展群众教

育实践活动为工作重点，全院上下积极参与，努力完善学院组织架构建设，着重加强学院教

职员工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学院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学生日常教学管理工作

中，积极吸收先进同学向党组织靠拢，截止年底，已有２名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院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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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４年共招

入７７名学生，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２８人，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４９人。

学院现拥有专业实验室一间，承担联合学院机械和电气专业《工程基础》、《工程建模

Ｉ》、《工程建模ＩＩ》、《数字化设计》四门专业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

截止年底，学院实习管理办公室经过严格筛选，共与２１家知名企业建立了企业带薪顶

岗实习合作关系，包括外企、合资企业、国有企业、私企等多家企业，分布在包括北京、上海、

成都、重庆、杭州、宁波等地区，企业门类齐全，地域分布广阔。企业提供岗位１４３个。

２０１４年４月，联合学院陈进院长随重庆大学周绪红校长出访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双方就

进一步促进重庆大学与辛辛那提大学 ＣＯＯＰ联合办学项目的顺利开展达成了一致共识，为

两校的深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院通过全校性选拔，派出３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

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进行相关课程和业务培训，前后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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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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概况】

２０１４年，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确定以传动系统材料与装备、高性能机电传动与及系

统、传动系统制造工艺及装备、机械传动与系统测控为主要研究方向。按照机械传动基础及

应用基础研究的主线和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思路，成立了传动材料、机械与传动设计、机

床及制造系统、测试测量与仪器、车辆和特种装备六个研究所，进行协同创新和技术攻关。

实验室现有研究人员１０５名，其中教授／研究员６６人，副教授／副研究员２７人，中级职

称１２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１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４人、国家“千人计划”人选３

人、国家“青年千人计划”２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１人、“９７３”首席科学家１人，国家万

人计划（特支计划）领军人才１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３人、“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３人，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１４人、何梁何利基

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获得者２人，已形成以９７３首席科学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长江学

者为学术带头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学术骨干的研究团队，从国内外引进青年学者６

人加强科研梯队建设。

２０１４年，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研科研项目共计２１８项，包括国家“９７３计划”课题

５项、“８６３计划”课题４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１１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１０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７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２项、军工项目预研重点基金３项、总装预研

重点项目１项等，实到科研经费合计５５８９．２７万元。

２０１４年，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排名第２）、教育部技

术发明一等奖２项（均排名第１）、行业科学技术一等奖１项（排名第２）、重庆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１项（排名第１）及其它省部级奖励等６项。邵毅敏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陈再刚荣获

“第四届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优秀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发表论文２４３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９２篇，ＥＩ收录１１４篇；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共发表论文６０篇，实验室固定

研究人员作特邀主题或学术报告共２０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６１项，其中国际专利授权１

项；专利许可和专利转让１３项。

广泛加强与国内外的开放、交流和合作；设立开放课题２０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０５万元；

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均纳入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和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对

外共享服务，设备运行状态良好，３０万元以上设备年研究服务机时达２５８７８．５小时；２０１４

年，参加出国讲学、短期工作访问或国际学术会议活动的师生近１００人次，邀请国际知名专

家学者访问、讲学和学术交流１０人次，面向公众开放活动接待参观人数约１５００人次。

·２３３·

学部（学院）




在队伍建设上，创新运行模式。实验室根据研究方向实行固定研究人员聘任制，鼓励学

科交叉，适度扩大规模；建立“实验室—研究所—研究团队或个人”的运行管理模式。

２０１４年，实验室强调基础研究，打造鲜明和特色研究计划。在齿轮设计、加工工艺及刀

具、测试测量与仪器、高性能机电传动、机电液混合驱动、轻量化传动件材料、传动件成型新

工艺新装备等领域启动特色研究项目，进行短（３年）、中（５年）和长期（１０年以上）持续支

持，力争培育出不可替代的研究成果；成立由实验室主导的齿轮标准研究小组，主持和参与

制订多项在齿轮、减速器、联接件、轴承设计和制造等领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联合申报

成功工信部２０１４年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项目，成立基础数据研究小组，建立齿轮强度与

可靠性试验检测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构建齿轮材料强度和可靠性基础数据库，为国家在

齿轮行业的设计提供基础数据；积极组织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建议和申报，召开了有１２家

齿轮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等参加的“十三五”齿轮科技发展研讨会。

【成立“空间机构与传动联合实验室”】

与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联合成立“空间机构与传动联合实验室”，双方在运载火箭、

载人航天工程、应用卫星和月面巡视探测器的传动关键技术方面开展多方面合作，积极承担

国家型号任务及预研任务；与贵航集团等共同申报舰载直升机研究项目，在直升机主传动及

旋翼机构等方面开展多方位合作；依托实验室在精密传动研究基础上，开展智能机器人及精

密减速器的基础研究，推动机器人关键部件和整机开发，加强机器人在工业、国防、航天等领

域应用基础研究。

（罗文军）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

【概况】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教育部依托大学建设的组织、协调

高校开展深空探测领域相关科学研究及工程研发的实体机构。有２８所重点高校和１３家优

势企业参与建设。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教育部正式行文，依托建设单位由湖南大学变更为重庆

大学。目前，中心实行理事会指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下设综合管理部（设重庆大学和北京两

个办公室）、总体技术部（北京）和１１个分中心，另设由１６名院士和９名行业专家组成的学

术委员会指导工作。中心有行政管理人员７人，专兼职科研人员２０余人。中心主任由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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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院士，副主任由谢更新教授担任。

【科研项目】

２０１４年，中心新增科研项目１１项，总经费６６０万。其中，２０１４年度教育部军工重点支

撑项目１项，经费７０万；航天五院探月三期预研项目２项，总经费３７８万；上海航天科技创新

基金（ＳＡＳＴ基金）项目７项，总经费７７万；重庆市航天产业规划项目１项，经费１００万；以及

校内跨学科研究项目２项，总经费３５万。

积极探索“两总”项目管理机制，组织校内外多个团队协同创新，通过总装备部预先研究

项目（１项）的中期评估，教育部重点支撑预研项目（１项）的自查评估，重庆市科委项目（４

项）的保密工作自查评估、中期绩效考评，完成航天五院探月工程项目（２项）的任务交付，研

制出载人月球车和火星探测器（概念车），启动《火星巡视探测概论》编写工作。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２０１４年，通过申报评聘，谢更新教授被正式聘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载人航天

技术预先研究专家组”专家、教育部第七届科技委“重大项目建议综合咨询委员会”委员、国

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航天技术专家组·新一代空间系统（背景型号）”专家；结合国家深空探

测重大需求和已经承担的科研任务，确定机械结构、环境科学与工程（空间环境）、航天战略

为重点学科建设方向和招生方向；与机械学院、航空航天学院、城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航

天八院和五院联合培养研究生，招收博士生４人，硕士生１１人，在培博士生７人，硕士生１４

人；与虎溪管委会、工程学部等联合，聘请深空探测领域的重要专家于登云、唐平、侯耀文、杨

俊华、邓湘金等来学校讲学，实践“双导师制”培养研究生。

【协同创新】

２０１４年，中心积极开展协同团队培育工作，加强“重庆市深空巡视探测协同创新中心”

建设，通过中期自查评估；围绕月面巡视器（月球车）、有效载荷、航天材料、科学目标论证等

方向培育“先进制造、空间环境、信息、材料”创新团队，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培育团

队。

【深空科普】

２０１４年，中心参加了“２０１４年重庆第十一届高交会暨第七届国家军博会”和重庆市“科

技活动周”２项大型社会科普活动，推出中心独自研发的四项科技成果：载人月球车（概念

车）、四轮三轴月球车（移动系统）、火星探测器（概念车）、月坡姿态调整平台。邀请航天领

域知名的国内外专家（如“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于登云、中国宇航学会秘书长杨俊华、中国

航天专家侯耀文等）来校举办深空探测系列讲座（并纳入虎溪大讲堂和工程学部前沿讲

坛），加强行业与产业教育，累计５场次。以项目研制为立足点，联合重庆市科协、四川美术

学院和重庆大学团委、科协、宣传部等多家单位与部门，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启动“月球车创意设

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具有重大创新思想的月球车设计方案。根据学校整体规划，与虎溪

·４３３·

学部（学院）




校区管委会联合，在虎溪校区建设“深空探测科研成果展览室”，并于年度完工，同时面向学

生和社会公众开放。

【对外交流】

２０１４年，中心积极推进学校相关二级单位对外合作与交流，提升学校在深空探测领域的

话语权和影响力：一是推进航天五院、七院、八院领导、专家与重庆大学互访；二是与航天八

院达成共建“重庆市深空巡视探测协同创新中心”和“空间机构与传动联合实验室”协议；三

是促进五院、七院、八院跟重庆大学在汽车零部件、特种装备、非标装备、信息与自动化技术、

新材料应用等领域的充分合作；四是组织研究人员参加深空探测领域在上海举办的中英空

间技术国际会交流会，并在会上做主题发言，开展中心同国际深空探测领域高端学术交流；

五是访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环境与环球健康中心和美国肯尼迪宇航中心等，研讨空间技术

应用于解决公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问题。

（李映雪　彦　韬）

·５３３·

学部（学院）




建筑学部

【综述】

２０１４年，建筑学部按照学校部署，围绕学部功能定位，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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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优

化学术评价与管理、提高人才引进质量、统筹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拓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人才培养】

深入、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整合多学科资源，推进教学课程改革。圆满完成了第二届多专业联合毕业设计，在总结

前一次经验的基础上，加大了选题的复杂性和针对性。教学环节设计更加流畅，解决了各专

业进度协调的问题。开阔了学生专业视野，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团结协

作精神。全年举办两期“中建讲坛”，中建总公司总经理官庆、肖绪文院士分别担任主讲嘉

宾。通过对国内建筑行业最新科研与实践成就的介绍，使学生能更好地把握专业发展方向

与行业需求，提高重庆大学毕业生的创新意识与适应能力。“中建讲坛”已形成品牌效应。

搭建学生活动平台，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依托城环学院两个科研平台（“低碳绿

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和“１１１引智基地”），开展了首届重庆大学“可持续建筑环境暑

期英国培训项目”。参与学生２６人，历时２０天，加深学生对绿色建筑、建筑可持续发展的认

识，提升学生建筑学科专业素养和英语水平。

支持建筑城规学院第二届纸板建造季活动，加强学生对建筑空间的直观认识和理解，促

进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动手能力的训练。支持土木学院制图大赛，训练学生设计基本功。支

持由４学院研究生会联合发起的３次“建筑学部学术交流论坛”等活动，培养学生大建筑、大

土木、大管理专业综合的基本能力和素养。

【学术评价与管理】

按学校规定，按期完成学部学术委员会换届，增补周绪红、杨永斌等５人为新一届建筑

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明确学部学术委员会职责，完善了议事程序。推选校第六届学术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和校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候选委员。

进一步完善学术分类评价体系。根据学科差异，组织完成了学部自然科学类权威期刊、

重要期刊目录遴选。制订了《建筑学部２０１４年高级职称评审办法》，完成了２０１４年职称评

审工作。制订了《建筑学部新增博士生导师资格审核办法》，完成博导、硕导遴选工作。组织

聘用制教师和青年教师年度考评，针对每一位教师发展状况予以建议和指导。完成了“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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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两江学者”、“百千万人才”、科研创新团队、青年拔尖人才、重庆大学优秀青年教

师、唐立新奖教金、宝钢奖教金、重庆大学“伯乐奖”等９类评优推选工作。

不断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在合理学科布局的基础上，有目标、按需求推进人才引

进工作。全年引进院士１名（杨永斌），长江学者、杰青１名（刘汉龙），百人计划５名，高水平

学术人才２名，青年教师１８名，超额完成学校下达的人才引进任务。

【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推进“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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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一轮申报积极准备。组织召开理事会，

选举周绪红担任理事长，新增西南交通大学、林同蒳国际等多家单位为协同或参与成员，不

断凝炼建设目标和任务、创新机制体制。筹备与中建总公司联合开办“中建班”，探索订单式

人才培养模式；设立１００万元的“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系列专著基金”，鼓励教师在该领域

进行创新研究。完成了固定办公场所和研究室等硬件建设。

围绕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将钢结构中心２０１５年学校推免研究生１０个单列指标，

分别落实到土木、城环、数统、材料４个学院，并完成了招录工作。成功举办了中国工程院第

二届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论坛，反响良好。

【对外合作交流】

举办了第十九届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重庆大学城市可持续

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工程院第二届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论坛、第四届全国环境岩土工程与

土工合成材料学术研讨会、第一届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２０１４城镇生态环境

安全暨生态排水与雨洪利用国际研讨会、“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国际研讨会议等。通过这些

会议举办，促进了学科交流，增强了国际影响。

接待了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王翔宇教授一行来访，初步达成共建“未来城市”———可持续

与智慧城市联合研究项目和ＮＧＣＴ联合研究实验室的合作意向。与日本北海道大学签订学

术交流协议及学生交换协议。

积极增进校地、校企合作，先后与中建西南设计研究院签订合作共建协议，并组建协同

创新专家委员会；与新欧鹏集团共建“建筑科技馆”、“建筑博览馆”，并先后带队到徐州、德

阳调研考察；与中冶建工集团签订校企合作框架协议；与中冶赛迪建筑设计研究院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与重庆市地勘局签订校局合作协议；争取到“燕赵之星”校友奖学金５０万；完

成西门子奖学金建筑学部实施细则的制定和颁奖工作。

（陈　娜　耿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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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城规学院

【概况】

建筑城规学院设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与风景园林学３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建筑学、城

乡规划学与风景园林学３个博士后流动站；设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３个本科

专业，拥有城乡规划与设计国家重点学科。学院在编教职员工有２０４人，其中管理教辅岗位

３５人、教学科研岗位１６９人。２０１４年，严永红教授被聘为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

２０１４年，学院《住宅建筑设计原理》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房屋建筑学》、《建筑

构造》入选重庆市精品资源共享课；学院参与的“土木建筑特色专业学科群”入选重庆市“三

特行动计划”特色学科群；《面向“因材施学”的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

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成功举办第二届重庆大学“纸板建构季”学生纸板设计作

品建造竞赛活动。在全国大学生设计作业评优中，建筑学专业入选优秀教案３份、优秀作业

９份；城乡规划专业获一等奖１项，佳作奖３项；课程作业获二等奖、三等奖各１项；综合实践

调研报告获三等奖１项、佳作奖３项；风景园林专业竞赛获二等奖和三等奖各１项、鼓励奖３

项；获“霍普杯”２０１４国际竞赛获优秀奖１项；获国际学生高层建筑设计比赛获一等奖１项；

４份毕业设计入选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届本科优秀毕业设计；第八届同济大学建造节竞赛获三等

奖１项。学院积极组织和参与建筑学部跨专业联合毕业设计，分别与国内１２个知名高校在

三个专业方向实施了４个重要的联合毕业设计项目；首次开展与香港大学、西藏大学本科课

程合作教学，教学效果突出；并陆续派出多名本科生到英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交换学习。

积极参与编写了“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认定申报工作；完成教育部“９８５”平台

建设经费使用情况总结工作。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纵向科研项目３２项，合同经费８７６．８万，实

到经费４７２．２万；新增横向项目２６３项，合同经费１４６１４．９万，实到经费７６３３．８万；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５项，合同经费３９４万，已到经费１１７．３万；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１

项，合同经费５０万元；重庆市社科规划办青年项目２项，合同经费０．８万元；重庆市科技计

划一般项目１项，合同经费５万元；重庆市建委科技计划项目２项，合同经费９０万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１项，合同经费３万元；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面上项目９项，总

经费８０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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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篇，

ＣＳＣＤ期刊源论文 ９篇，ＣＳＳＣＩ期刊源论文 １６篇，ＳＣＩ－Ｅ期刊源论文１篇，外文 ８篇，重要

期刊２８篇，ＥＩ核心检索３篇。另外，出版专著５部，发明专利获权１项，实用新型获权２项。

学院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教育部）一等奖１项，重庆市科学技术

奖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２０１３年度市级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２项，三等

·８３３·

学部（学院）




奖３项，２０１３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三等奖３项。

学院现有本科生１１２３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５７１名，脱产博士研究生１２４名。学院以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进一步完善了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的评优和综合测评等

管理制度。开展探索“目标导向，分类指导，综合管理”的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提升计划，以学

生干部、优秀学生、贫困学生、一年级学生教育培养为突破点开展工作。注重对心理问题和

生涯困惑学生的关心和教育指导。开展具有专业特色的学习竞赛、科技、文化、艺术、体育活

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承办重庆市创新人才培养“雏鹰计划”的工作，

承办重庆大学首届“画说重大”手绘作品大赛，承办首届建筑学部硕博论坛。举办第二十三

届“建筑年会”。做好学生的就业指导、服务、管理工作，本科生就业率达９９．０５％，研究生就

业率达到９８％。获得学生科技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优秀招生宣传

组，招生生源稳步提升奖，本科生、研究生就业工作等校先进集体荣誉。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教师受重庆市教委和校级表彰的共计９人次。研究生共有３项比赛获奖，有１７７人次获校

级以上个人奖项。本科学生获市级优秀２人，校级先进集体１３个，获校争先创优各项先进

个人称号共计１１２人；获校团委先进集体５个，获校团委先进个人荣誉的共计１００人。

２０１４年，学院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建筑设计研

究总院、重庆市设计院、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成都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等１８家国内设计机构，以及日本日建集团等国外设计机构签订联合培养协议，积极

开展校企联合培养，将专业型学位研究生输送到一线工作岗位，通过亲身参与实际工程项

目，达到培养和训练执业工程师基本素质和技能的目的。

２０１４年，学院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０多所大学建立了科研与

交流合作关系。学院全年教师、学生累计出访进修和交流共计７０余人次，接待国（境）外来

访交流３８人次。２０１４年学院共计招收留学生１５人（其中全日制博士４人，全日制硕士８

人，进修生３人），同时完成授位８人。留学生每年完成７门专业设计课及理论课的学习，全

程使用英文授课。学院本年度共开展研究生联合教学５次，学院参与研究生６０人。

学院党委认真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措施，优化人才队伍培养与引进政

策，改善教学及工作环境，修订管理考核制度，强化人文关怀。建立党委委员联系基层党支

部制度，支持党支部开展特色党组织生活，强化基层党支部的思想引领与战斗堡垒作用。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实施办法，通过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签订廉政责任承诺书、落实“三

重一大”制度等，加强党风与廉政建设。做好统一战线和群团工作，关心教职工个人发展与

思想生活，开展病困职工慰问，组织教职工参加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获校教职工文艺汇演

一等奖，校教职工羽毛球联赛团体第一名。

【成立中国城乡规划学会二级分会】

２０１４年，学院发起和筹建中国城乡规划学会二级分会———“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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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的挂靠单位，聘请包括吴良镛院士，张锦秋院士等共

计３１位行业专家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２０１４年７月和１２月，先后召开工作启动会和第一

届工作会议。目前已经确定相关工作章程，建立了“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微信公众平

台。

【召开第一届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一届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学院召开。会议以“可持

续的景观与城市：生态智慧在景观与城乡规划中的应用”为主题，共分为生态智慧指南、古今

中外案例、生态智慧领悟与生态智慧研究４个主旨报告板块。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比利时和国内共２８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主旨报告，吸引了来自各地百余名

学者前来交流学习。

（陶　陶）

土木工程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土木工程学院下设建筑工程系、勘测工程系、基础教学系等３个教学系，结构工

程研究所、岩土工程研究所、安全与防灾工程研究所、桥梁与道路工程研究所、工程建造研究

所、地质与地下工程研究所、测绘工程研究所、建筑力学研究所和建筑图学研究等９个科研

所。学院现有教职工２６１人，其中教授３２人，副教授６２人，博士生导师３２人。教师队伍中

有中国工程院院士２人，特聘中国工程院院士２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２名，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２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２名，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１个，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７名，重庆市“巴渝学者”３名，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１名，重庆市学术学科带头人１０名，重庆市教学名师１名，重庆市创新团队１个，重庆市级教

学团队２个。新增一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楚剑教授。

截至年底，学院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国家级精品课程２门，市级精品课程８

门，校级精品课程５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１１部，李正良教授被评为市级教学名师。”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１０８项，合同经费６９９１．３９４６万元，实到经费２１５１．４５７０万

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２项，合同金额６４０万；参研９７３计划项目１项，合同金

额２４１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１７项，合同金额１５０５万。发表期刊论文１４５篇，出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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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著作２部，发表三大检索论文１２１篇，其中ＳＣＩ２７篇，ＥＩ７８篇。获省部级奖４项，教育部一

等奖１项，其中刘新荣教授参与的“城市高密集区大规模地下空间建造关键技术及其集成示

范＂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７６４名，有２６４人获得综合奖学金，８６人获得专项奖学金；６４

人被评为优秀学生，９０人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１３个集体被评为先进班级

体和文明寝室；１４６人被评为优秀团员和优秀团干，２６人被评为社团先进个人等，１５个集体

荣获优秀团支部和优秀团日活动称号。在各类竞赛中获得４个国家集体奖项，２２个国家集

体奖项，７个重庆市集体奖项，４０个重庆市个人奖项。

学院录取硕士研究生２５３人，录取源自９８５学校本科毕业生占４１％，有９３名推免生全

部来自２１１、９８５高校。完成了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

订，并通过了专家的评审。新的培养方案体现了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以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就业竞争力。同时修订了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学

院重视研究生课程、教材及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工作，设立了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建设基

金，共资助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２４门。本年度还与中冶建工集团签订了

合作协议，其中包括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２０１４年度共获得学校优秀硕士论文２篇。我院

共抽检了２４篇硕士论文送外校盲评，抽检论文合格率１００％。对博士学位论文，按照学校的

统一要求实现了全盲审，有效地保证了博士论文的质量。

２０１４年，学院不断拓展学科发展领域，与英国、日本、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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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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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人次。

【承办中国工程院第二届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论坛】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７日，中国工程院第二届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论坛在重庆大学正式开幕。

１３位中国工程院院士，３０余位国内知名专家，１２０余位科技工作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承办第四届全国环境岩土工程与土工合成材料学术研讨会开幕】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７－９日，第四届全国环境岩土工程与土工合成材料学术研讨会于重庆丽

苑大酒店召开。本届会议主题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岩土工程问题”，中国工程院周丰峻院

士、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工程学院楚剑教授、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刘汉龙教授及全国

各高等院校的专家代表共２４６人参加了会议。

（陈培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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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设有水科学与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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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在编教职工１３５人，其中管理

岗位１７人，教学科研岗１００人，实验室教辅人员１８人。学院现有教授３０名，博士生导师４３

名；副教授５３名，硕士生导师９９名，获得博士学位的老师占专职教师的８１％。２０１４年引进

人才１０名，新增正教授５人，副教授９人。

截至年底，学院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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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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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市教学名师１人，市教学团队２个，国家级精品课程１门，重庆市精品课程２门，校级精品

课程７门。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６项，学院在研的科研项目共计２６１项，其中纵向

８６项，横向１７５项，实到科研经费总计达３４１５．８万元。新获颁证省部级科技奖励３项。新

申请专利３６项，新获授权专利７项，均为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共发表各类论文１４３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５３篇（一二区 ＳＣＩ论文２５篇，三四区 ＳＣＩ论文 ２８篇）；ＥＩ收录论文 １７篇；

ＣＳＣＤ核心收录及其他学术期刊论文７３篇。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４４３人，本科生党员１７８名，２０１４年新发展党员１０７名。学院

各类学生奖学金达到每年１００余万元；依托研究生对本科生学术氛围营造和成长培养，８０

余名研究生参与指导本科生申请国家创新项目、做学术报告和交流。在２０１４年的学生标兵

评选中，我院占到全校标兵的１／３，２０１２级李松桃同学获得第二届世界青年创新大赛金奖，

王颖同学获得中国青少年创新奖，一个团队获得小平科技创新团队。本科生获得全国数学

建模、全国制图大赛、全国节能减排大赛等２８项国家奖励、４５项省部级奖励；研究生获得全

国优秀勘察设计行业奖、策划大赛等全国奖项１２项，省部级奖项２５项。就业率１００％，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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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６．５９％。

学院现有在册全日制研究生共８６０人，其中：学历博士研究生１５９人（其中有国际博士９

人）；学术型学历硕士研究生３９９人（其中有国际硕士３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３０２人

（其中留学生１２人），工程硕士２９９人，在读研究生总计１１５９人。２０１４年招收学历博士生

３６名（其中留学生３人、工程博士１人），学历硕士１２９名，全日制专业学位１０２名，（其中留

学生４名），工程硕士９７名；毕业学历博士２５名（其中留学生１名）；学历硕士２０４名。就业

率１００％，４名博士生获准联合培养，３名硕士研究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１篇硕士论文获学

校优秀硕士论文奖，３篇硕士论文获重庆市２０１３年优秀硕士论文奖。

２０１４年７月，学院举办了主题为“荟集直辖重庆，关注人居环境”２０１４暑期优秀大学生

夏令营活动，共有来自４０多所９８５、２１１优质生源高校的１０９名大学本科生报名，经过严格

审核，最终邀请了６６名优秀大学本科生参加本次夏令营活动。

为了宣传和推动基地建设工作，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３０日，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

合研究中心以城市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化人才培养”为主题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

主要包括：“城市与环境”国际讲坛系列讲座、“可持续建筑环境设计与管理”国际化创新型

全英文系列课程项目启动仪式、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国际学术研讨会、城镇生态与环境安全暨

生态排水与雨洪利用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国际名师走进重大”座谈活动以及“可

持续建筑环境英国暑期培训”特色项目汇报活动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了基地在科研、教

育、人才培养方面建设的工作成就，提升了基地在主管领导、部门以及全校师生的影响力和

关注度，为基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２０１４年，学院进一步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英国雷丁大学、英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联合

申请的科技部国际合作专项“适宜长江流域分散式采暖关键技术合作研究”（Ｓ２０１４ＺＲ０２８６）

已获批准。科技部中美合作重点项目“中美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合作研究与示范”的课题

（２０１４ＤＦＡ７０６６０－０７）已完成任务书。与美国罗格斯大学，英国雷丁大学三方合作开展“大

气污染对中国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一种实用的干预效果评价”项目已启动。与英国雷丁大

学合作开展“基于儿童健康的学校室内环境和通风控制策略”项目。项目从 ２０１４年夏季已

正式启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共邀请了７０余名境外专家学者到学校讲学和交流，派出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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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顺利通过评估】

２０１４年５月，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高质量高水平优秀通过了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本科

专业教育评估；该专业申请了英国特许水务与环境管理学会（ＣＩＷＥＭ）本科专业认证工作，

已通过预评估。环境工程专业向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申请了工程教育认证，目前申请已

被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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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至３日，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办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国际研讨会议。会议邀请了近２０名来自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德国、香港的一批绿色建筑

领域世界知名专家来华。１１月２日至４日，中心主办了“城镇生态与环境安全暨生态排水与

雨洪利用技术”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共邀请了来自加拿大和国内共２０多位生态环境和城

镇排水领域专家参会。第七届“建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ＳｕＤＢＥ２０１５）暨中英合作

论坛将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７日至８月２日在英国雷丁和剑桥举行，作为中心创建的系列国际学

术会议，ＳｕＤＢＥ已经成为国际国内同行公认的品牌国际会议。

（吴正松）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５年，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设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及管理、区域经济学、土地资源管理等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

权；经向国务院学位办备案，自主设置了工程管理（二级）学科、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

工程财务与造价管理（二级）学科、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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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管理硕士（ＭＥ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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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里丁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合作培养工程项目管理和房地产经营管理博士学位研究生。学院另设有工程管

理、房地产经营管理、工程造价、财务管理４个本科专业。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８４人，其中管

理岗位１０人、教学科研岗位６９人，其他工作人员（人才派遣辅导员）５人。学院教学科研岗

位引进人才１名，具有博士学位。新晋升正高职２人，副高职４人。

截止年底，学院有国家级教学团队１个，市级教学团队１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专业１个，

市“三特行动计划”优势特色本科专业１个，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１

个，市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２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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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一五”

规划教材１２部，２部教材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任宏教授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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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级教学名师，学校优秀主讲教师２０余名。工程管理本科专业第四次以优异成绩通过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全国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

教育评估。

学院拥有重庆市重点社科基地———建设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校级研究基地———重庆

大学可持续建设国际研究中心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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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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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科研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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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在西部地区唯一的“管理

干部培训中心”也设在本院。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１０９项，经费２１５８．１６万元，实到经费７８６．５０万元；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项，合同金额８１．５万元；发表论文６１篇，其中 ＳＳＣＩ检索论文５篇，

ＳＣＩ检索论文２篇，ＥＩ检索论文８篇，ＣＳＳＣＩ检索论文１１篇，ＣＳＣＤ核心检索论文３３篇。

“面向建设工程全寿命期执业能力的工程管理专业教学体系”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２６１名，其中３５０余人获得各项奖学金；５２人荣获校“优秀学

生”称号，４９人荣获校“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另有５０人被授予校“先进个人”荣誉称号；６人

获得全国大学英语竞赛“二等奖”，７人获得全国大学英语竞赛“三等奖”；１人获得第七届

“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个人全能“一等奖”；另有２人

获得美国数模竞赛“二等奖”，１人获得美国数模竞赛“三等奖”，２人获得重庆市数模竞赛

“一等奖”，２人获得重庆市数模竞赛“二等奖”，１人获得重庆市数模竞赛“三等奖”；１人获

得树声前锋杯课外科学学术竞赛“一等奖”，１人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重庆市“银

奖”。全院本科生有１８个小组参加ＳＲＴＰ学生科研训练项目，其中３组获得校级“一等奖”，

１组获得校级“二等奖”；另有６个小组参加了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其中１组获得“优

秀”，２组获得“良”。学院通过多渠道募集资金设立奖学金，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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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学院共有本科毕业生３５５名，本科生就业率达１００％。毕业生就业工作成绩突出荣

获学校就业先进集体。

２０１４年，学院录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１５６人；录取博士研究生１１人；录取在职工程硕士

研究生２０７人。新增博士生导师２人，硕士生导师７人。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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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研究生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本年度先后选派１４名研究生到台湾、香港、澳大

利亚等地进行短期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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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重答辩环节的质量把控。本年度授予硕士学位２２９名，其中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１５０人、在职工程硕士７９人，授予博士学位６名。本年度共有２４人获校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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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研究生称号，２５人获校优秀研究生称号，１７人获校优秀研究生干部称号。２０１４年研究

生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１００％。

工程管理专业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均获得国际组织ＣＩＯＢ，ＲＩＣＳ的认证。

２０１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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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余人次；

接待国（境）外参观来访 １００余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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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次学术交流活动。

【启动国（境）内外本科生交换工作】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交换工作开始实施，新加坡国立大学与香港

理工大学各有一名学生交换到学院学习一学期，学院也向上述两校各派出两名本科交换生。

【承办ＣＲＩＣＯＭ２０１４年度会议】

第十九届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发展国际学术研究会（ＣＲＩＣＯＭ２０１４）暨第四届重庆大学城

市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８日至９日在重庆科苑大酒店举行，由中华建设管

理研究会与重庆大学联合主办，重庆大学建筑学部与我院承办。

（曹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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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部

【综述】

２０１４年，信息学部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在跨学科平台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学术评价和人

才培养等方面，继续发挥组织统筹、协调推进的作用，强化学院的主体地位，通过各学院的共

同努力，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推动了学部学院建设与发展。

【跨学科平台与学术环境建设】

“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ＣＰＳ实验室）于２０１３年底通过了教

育部专家组验收。学部以新一轮建设为契机，凝炼学科方向，发展优势特色，确定了以服务

计算为纽带，汇集计算机、自动化、软件、通信等多个学科的跨学科平台建设方案，获得学校

６００万学科专项支持，着力进行公共科研平台建设，重点解决各研究团队的共性基础理论、数

据处理与计算的需求，既能够满足其当前，又具有较好的扩展性。

以高性能计算中心建设为推手，着眼“大数据”学科发展规划。高性能计算中心作为开

展理、工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大数据”分析的条件。学部依据学科发展趋势，结合 ＣＰＳ实验

室在理论研究、科学计算、社会计算三个方面的需求，协调跨学部研究团队，提出重庆大学高

性能计算中心建设报告，并对清华大学、上海超算中心、曙光公司等十几个国内高校、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超算中心进行了深度调研，形成了供学校决策参考的调研报告和建设方

案，得到学校１０００万经费支持。

以国内外系列学术活动为载体，创造师生良好学术交流环境。学部以 ＣＰＳ实验室为平

台，举办“全同态加密学术论坛”、“量子密码国际学术论坛”、“大数据学术研讨会”、“网络空

间国际战略研讨会”等“ＣＰＳ学术之光”系列学术活动，引导师生跟踪信息学科动态前沿；主

办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非工程院院士、“千人学者”等学术报告。为青年教师搭建学术交流平

台，资助青年教师举办或参加信息技术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结合学院需求，邀请国家“９７３”青

年科学家、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等做学术交流。配合国际处，

组织并资助学部师生参加“ＡＳＲＴＵ中俄大学生小卫星青年研习营”、“阿斯图相聚圣彼得堡

夏令营”、“中俄大学生移动应用程序及电脑游戏编程大赛”等学术交流活动，为师生创造了

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

【学术评价与人才队伍建设】

引进与培养并重，改善人才队伍结构。学部倡导从学院实际岗位需求出发，严把人才引

进质量关。本年度引进“百人计划”６名，“高水平学术人才”１人，补充一般青年教师１０名，

外聘兼职高级专家２名。同时注重本土人才培养，新增“万人计划”１名，“新世纪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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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名。学部强调引进与本土人才的融合、科研与教学的结合，大大改善了人才队伍结构，人才

队伍建设效果明显。２０１４年信息学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３７项，相比２０１３年（２３

项）增加了６０％。

晋升与退出并举，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坚持标准完善职称、博导等学术评价体系。组织

信息学科权威期刊和重要期刊遴选，评选权威期刊１１个，重要期刊１３个。２０１４年审核博士

生导师资格“有进有出”，新增博导２２人、不继续招收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６人；晋升教授４

人，副教授１７人。

激励与考核并行，发挥教师主体作用。学部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分别组织了８—１０级

岗位教师和年薪制教师的工作交流及考核，以此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更好地发挥高水平教

师的学术带头作用。同时将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用于重大、重点项目集中评审。重大

项目４项，主要用于支持围绕 ＣＰＳ实验室研究方向发展的跨学院学科交叉优秀团队建设。

重点项目１４项，用于资助学术基础好的优秀青年教师，激励教师潜心研究、多出成果。

【人才培养与实践基地建设】

坚持人才培养根本地位，推进大类平台课程建设。依据信息学部学科专业相近的专业

特点，引导学院开展本科大类平台课程建设，专项支持面向多学院开出的《电子技术》、《信

号处理》、《信息系统基础》《自动控制原理》等大类平台课程建设。

深化专业学位培养改革，探索校内实践基地建设。为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

革，学部提出了涵盖信息技术五大技术体系的研究生校内实践基地建设方案，获得学校３００

万专项支持，成为学校研究生校内实践基地建设试点。

【学术管理与运行机制建设】

明晰学部定位，发挥组织统筹作用。根据学校内部治理对学部制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明

晰了学部在学术、学科平台、人才培养等管理与建设方面的组织、统筹作用，强化学院自身的

责任主体地位。学部协调学院统筹推进的 ＣＰＳ多学科交叉平台建设成效明显；争取获得的

高性能计算中心建设计划必将助力“大数据”引领各学院相关学科大力发展；依靠学院组织

推进的研究生校内实践基地建设进展顺利；面向信息大类的平台课程建设在学院落到实处。

反映出学部统筹、发挥学院主体作用的活力。

健全学术机构，完善运行机制。完成学部学术委员会的换届工作。本年度学部组织召

开学术委员会会议１１次，对各类学术问题进行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价及评审，教师认

同。通过三年的探索、实践，遵循学术管理规律，逐步理顺了学部与学校职能部门、学院的工

作关系，建立起学院支持、学校认同的学部运行管理机制。

（郑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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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工程学院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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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拥有“光电技术及系

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微纳系统与新材料技术国家级国际研发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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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级、省部级研究基地。

学院目前拥有教职工１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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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以上具有博士学位。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４４８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５７名（在读博士２名、博士后２名），研

究生党员３０５人（含博士生党员６５人，硕士研究生党员２３５人），本科生党员８６人。全年发

展新党员９１名，其中本科生５１名，研究生３８名（含博士研究生２名）。６９名预备党员转正，

其中本科生２１名，研究生４８名（含博士研究生３名）。

３月２１日，学院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获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一般

项目１项；２０１１级硕士研究生李力荣获２０１４年中国就业创业十大典型人物和中国电子商务

十大新锐人物称号。学院编排的节目《光影炫舞》在２０１４年学校教职工文艺汇演中喜获一

等奖。学院在春运会中获得研究生组团体总分第五名，教职工组团体总分第六名，普通组

（本科生）男子团体总分第七名。２０１４年，学院共有本科毕业生２８３名，本科生就业率为

８７％，研究生录取率３０％。共有毕业研究生１４０名，就业率９８％。本科生出国深造比例达

到４％。举办首届学生学术年会。学生社团光电信息协会、智能车协会成立（（学校一级社

团）；飞鸟登山队获评“唐立新十佳优秀社团”。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６４项，合同经费１９８７万，实到经费２０７３万。其中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１０项，国拨金额５３９万；军工预研重点基金１项，国拨金额２００万；军工预研一

般基金１项，国拨金额７０万；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１项，国拨金额６０万；军工国防８６３一般

项目１项，国拨金额４０万。２０１４年度学院共发表论文１８５篇，其中 ＳＣＩＥ收录论文１１５篇，

ＥＩ收录论文４０篇；２０１４年度学院申请发明专利６８项，获发明专利授权２４项，有１项发明专

利实现了技术转让，转让金额５万元；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１项，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项。

在校学生１５８６名，其中本科生１１０２名、博士研究生１２３名、硕士研究生３６１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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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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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参赛８项，

参赛率达８３．３％。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能汽车竞赛中获得全国二等奖１

项、西部赛区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２项；获得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特等奖１项（刷新学校记

录），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二等奖１项，“博创杯”西南赛区移动机器人大赛特等奖１项。学

生创新实践项目共计立项３７项，其中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推荐立项６项、国家大学生

创业训练项目（ＳＩＥＴＰ）立项２项、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ＳＲＴＰ）立项２７项、重庆大

学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实践项目（ＳＱＩＰ）立项２项，ＳＲＴＰ项目结题１７项。本科生本学年

共计发表学术论文２篇（其中１篇被 ＥＩ收录），申请发明专利１项、申请并获权发明专利１

项，申请并获权实用新型专利９项。获准立项重庆市研究生创新项目博士、硕士各１项，获

得全国竞赛一等奖、三等奖各１项。博士研究生杨爱超获得仪器仪表奖学金一等奖；博士研

究生张强获得王大珩光学奖。

组织撰写了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项目任务书、重庆市三特专业申报书和研究生专业学

位实习基地建设任务书。组织学院教师申请获准教指委教改项目１项、校级教改项目１项，

结题市级教改项目、校级教改项目各１项。组织申报７项重庆市研究生教改项目（为学院历

年来申请最多的一次），３项获准立项（为重庆大学获准立项最多的学院）。上报２名教师参

加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并获得通过。获重庆市研究生优质课程１门、重庆大学研究生大类

平台课程１门。

新型微纳器件与系统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顺利通过国防科工局评估并于１１月成

功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办了８次教授定期学术交流报告。

不断拓展学科发展领域，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了

合作交流关系。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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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余人次；继续与德国弗劳恩霍夫工程研究院、德国开姆尼兹大学、美

国纽约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韩国仁荷大学开展科技项目和人才培养合作及交

流。

２０１４年，从国外引进百人计划３人、国内引进高水平学术人才１人、专任教师１人；通过

学校评审百人计划２人，均具有博士学位；朱涛入选重庆市杰青；牟笑静入选重庆市“百名海

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刘玉菲入选第十一批青年千人计划；新增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１人 （龚卫国）。王庆贺获得第四届全国高校优秀辅导员博客奖（全国共１０名）和博文奖

（全国共１００篇，王庆贺的两篇博文获奖）。

（蓝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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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通信工程学院设有电路与系统、通信与信息系统２个二级学科博士点；电子科

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２个博士后流动站；另外，设有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集成电

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三个本科专业。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９３人，其中管理岗位２０人、教学科研

岗位 ７３人。曾孝平教授被中组部、人社部授予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

才———“万人计划（一）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

截至年底，学院有国家级特色专业１个，国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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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名师１人，重庆市教学名师１人，学校优秀主讲

老师５０余人。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０项，其中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１项，面上项目

４项，青年基金５项；获准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１项；获准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应用

开发计划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各１项，重庆市基地运行项目１项。全年到位经费１１２１．０５４７

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４９６．６万元，部省级经费７３．５万元，横向经费５４４．９５万元。本

年度各类军工项目到位经费２０６．５万元。发表检索期刊论文１２５篇，其中 ＳＣＩ４９篇，ＥＩ７６

篇。专利申请８３件，其中发明专利６９件，实用新型专利１４件。专利获权３２件，其中发明专

利２５件，实用新型专利７件，科研成果１３４８分。

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１２７４名，全院本科生有２７２人获得各项奖学金。有５人获得聂荣臻

奖学金，１人获得思源奖学金，１５１人获得专项奖学金；４８人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３８人被评

为学校优秀学生干部。１个班级被评为重庆市普通高校优秀班集体，１个班级被评为重庆大

学先进班集体标兵，１个寝室被评为重庆市普通高校文明寝室，１个寝室被评为重庆大学文

明寝室标兵。学院被评为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全院

本科生申报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２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４项、校级项目２５项。在学科

竞赛中获得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全国大学生数

模竞赛全国二等奖１项；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信息安全技术专题邀请赛全国三等奖２

项；“ＴＩ杯”重庆市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４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

２０１４年学院招收博士生１０名，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７７名，专业硕士５２名。新增广东

顺德工业设计院、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２个专业学位校外实践基地。研究生获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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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科竞赛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赛区一等奖４项。田逢春教授指导的１名

博士学位论文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２名硕士学位论文获校级优秀硕士论文。

截止年底，学院有党员５２９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７１名、研究生党员３１３名、本科生党员

１４５名。学院党委严格按照学校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的有关要求，将整

改落实与学院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逐步建立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固化和拓展“学习教

育”、“对照检查”阶段取得的成果。组织召开学生党支部书记培训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加强学风建设，组织开展“教与学联动”系列活动，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打下良好的基础。

２０１４年，学院不断拓展国际交流合作，与美国、新加坡、加拿大、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大学建立了科技交流与合作交流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学院全年教师、学生累计出访进

修、交流２０余人次；接待国（境）外参观来访１０人次。

组团访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大学（ＵＷＭ）工学院，此次访问是学院首次组团出

访国外高校，为推进国际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工程

与应用科学学院签订“２＋２”本科生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一学期本科非学位交换生项目、

“１＋１”硕士生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实现了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人才项目零的突

破。成功申报香港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

【承办全国高校电子电气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２０１４）】

全国高校电子电气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２０１４）（原会议名为“第十届电子电气课程报

告论坛”）于１２月６—７日在重庆召开。会议由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教育部高等学

校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承办。

来自国内各高等学校及研究机构的６０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为“传承与创

新：信息化环境下的高校电子电气课程与课堂”。

【承办“华为杯”第九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西南赛区专家评审会】

“华为杯”第九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西南赛区专家评审会于７月１２日在重庆大

学举行，第九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工程硕

士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联合主办，西南赛区赛事工作由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承

办。来自西南４省市１７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共９１支参赛队伍参加了本次竞赛。评审会获得

了全国组委会、参赛专家的高度评价，学院也获得了全国组委会颁发的优秀组织奖。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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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院

【概况】

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具有博士、硕士、本科完整的教育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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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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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有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４个本科专业。学院在编教职员工有１２４人，其中

管理岗位１０人、教学科研岗位９０人。２０１４年，学院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大力加强学科建设，

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一系列工作取得突出成果。记集体大功２次，记功４次。

学院获得“重庆大学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年度考核为Ａ等。

学院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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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

“信息安全与技术”三大特色学科，已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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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２０１４年学院从巴黎第六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等地引进３位学科领军骨干人才（百人计划），并新进有硕士学位的教辅人员６人。进一步

充实了计算机学院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安全与技术”的学科

力量。罗辛获香江学者称号，夏云霓获重庆大学十佳青年教师称号，肖迪、房斌获唐立新奖

教金。肖迪、李传东入选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１４年中国高校人才引进学者榜单。

学院党委以深化作风建设、加强干部廉洁自律为工作重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学院深化综合改革、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思

想和组织保证。学院现有党员４７３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７３名、研究生党员２４３名（含博士

生、博士后党员）、本科生党员１２３名。２０１４年新发展党员３７名。学院努力做好２０１４届毕

业生就业工作，利用飞信群和ＱＱ群进行招聘信息发布及就业交流，加强对毕业生的文明离

校教育。２０１４年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率９７．８％，签约１４８人，签约率５４．６％。研究生毕业

生就业率９９．４％。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学院有国家级优势特色专业１个，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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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教学

改革一般项目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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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学院）




２０１４年新增科研项目４２项，合同经费８３０．４万元，实到经费８８０．６万元。科技部国家

基础研究规划项目（９７３计划）１项，合同经费３３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项，合同金额

４５２万，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１项，合同经费１００万；省部级项目９

项，合同金额１３１．５万；一般纵向课题及横向项目２３项，合同金额２８６．９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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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剀稢教授荣获世界测试学会所颁发的“十年最具重要性论文奖”。

２０１４年全日制本科生１１９０名，２０１４年有３２８人次本科生获得各项奖学金。其中，１７人

获得国家奖学金，４０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３２人获得专项奖学金，２６４人次获得综合奖学

金；全年获市级以上奖励３８项，其中集体奖项６项，个人奖项３２项；全年获校级奖励２２１项，

其中集体奖励１６项，个人奖励２０５项。另外，有３２０名同学获得国家助学金。

２０１４年在校研究生总人数１０６２人，其中博士研究生人数１４６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人

数４８０（３２２＋１５８）人，工程硕士生３８４人，高校教师研究生２３人，访问学者３人，其他跟读

１１人等。２０１４级硕士研究生招收１４０名，博士生２１名，留学生５名；硕士研究生优秀推免

生新生奖学金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１名；本年度创新基金结题３项，学院立项重庆市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３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学院专业学位教学及论文指导经费落实

顺利完成。在读研究生共发表论文５４篇，其中，ＳＣＩ检索３４篇，ＥＩ检索１０篇。获重庆大学

优秀博士论文１篇，重庆大学优秀硕士论文１篇。

加强学生实践环节，实践基地建设与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密切

结合，目前已建成校内实验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立项建议书，校外实践基地７个（其中示范实

践基地１个）。本学年度新增校外实践基地３个，正在联系实践基地５个。学院全日制本科

生、硕士生专业学位实践环节按质按量顺利完成。

学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改革，自主开发了源代码查重软件，初步建立了学生能力评价系

统。根据对国内部分知名高校培养目标的分析，结合学校提出的本科人才培养新目标和重

庆大学信息学部新近发布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规范”等文件精神，确定了２０１４级４个

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并完成了了５４门课程的课程大纲修订工作。学院还荣获２０１４

年度重庆大学本科招生工作生源质量提升特别贡献奖。

紧紧围绕２０１３年度学校外事工作会议提出的大力开展国际交流的指导思想，推动学院

的对外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４年开通学院英文网站，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香港、澳门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了科技交流、人才培养等合作关系。现在校留学生１６人，外聘师资６

位。沙行勉院长应邀出席了“２０１４全国高校计算机院长／系主任论坛”并做主题报告。据不

完全统计，全年学院教师、学生出访进修、交流累计１０余人次，接待国（境）外参观来访４０人

次。

学院拟定了《计算机学院关于资助教师在ＣＣＦ列表的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办法》，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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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职工积极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加强学科建设，促进学科发展。

学院本科大四学生高聪明和青年教师石亮、吴剀稢，以及沙行勉院长、香港城市大学的

薛春教授和另一名研究生赵梦莹合作完成的关于固态硬盘并行设计研究成果的论文被该海

量存储系统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顶级会议正式接受为长论文。该会议迄今已成功举办２９届。

该会每年在全球收录长论文仅约１３篇。

２０１４级博士生钟刊和导师刘铎完成的论文“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ｓｖｉａ

Ｎｏｎ－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Ｍｅｍｏｒｙ：ＴｈｅＳｗａｐ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在 ２０１４年嵌入式软件国际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ＭＳＯＦＴ）发表。

２０１４级博士生高聪明和石亮老师合作完成的论文“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ｅ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ｌａｓｈＭｅｍｏｒ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在２０１４年计算机设计国际

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ＩＣＣＤ）上发表，并于１０月２１日代表重庆大

学在大会上宣讲了此论文。

博士生谷守珍和陈咸彰两篇学术论文被第５２届 ＩＥＥＥ／ＡＣＭＤｅｓｉｇ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ＤＡＣ）接收为正式文章，将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在美国加州做大会报告。

【主办第二十届嵌入式与实时系统及应用国际会议】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０—２２日，由我校计算机学院主办，ＩＥＥＥ计算机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十届

嵌入式与实时系统及应用国际会议（Ｔｈｅ２０ｔｈ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ａｎｄ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ＴＣＳＡ２０１４）在重庆隆重举行。本次会议是

近年来重庆地区首次举办且最具影响力的嵌入式领域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来自美国、德国、

法国、瑞典、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等１８个国家和地区近２００名知名国内

外学者及企业科技工作者参加了会议。ＲＴＣＳＡ会议是嵌入式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之一，是

近年来重庆地区举办的最高级别学术会议。ＲＴＣＳＡ２０１４会议的成功举办，提高了我校计算

机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为我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打开开放、合作的大门提供了良好的契

机和平台，对促进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承办２０１４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重庆市级赛】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８日，承办了２０１４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重庆市市级赛。来自重庆

大学、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１２所本科高职院校的６６件作品，１５０余名同学参赛。“中

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面向全国高校在校

本科生、高职高专学生的非盈利性、公益性的群众性科技活动。

（申卫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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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院

【概况】

学院在编教职员工８８人，其中专职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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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学院教学科研岗位引进“高端外国专家”１名，“百人计划”

人才１名、国外高级兼职教授３名。２０１４年自动化学院在全校的综合考评中获得优秀。

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本科教学管理工作考评中等级为优，学校表彰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度

先进集体中集体记大功。获准２０１４年度重庆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１项。１

个项目获得２０１３年度全国物流教改教研课题结题一等奖。获准２０１４年自动化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１项。１本教材入选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

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２个实验室建设项目获批。

在教学成果上，１名教师获得重庆市首届普通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自然科学

应用学科一等奖，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自然科学应用学科组二等奖。２名教师

获得重庆大学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教案设计一等奖。１名教师获得“唐立新奖

教金”优秀教学教师奖。学院教师共发表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１０余篇。组织国家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项目申报，４项得到资助；获得第五届“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ＳＲＴＰ）”第

二批项目立项９项，第六届“重庆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ＳＲＴＰ）”立项３０项；“国家大学

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第十一批结题项目评审中优秀项目１项；在第五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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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４份毕业设计（论文）被评为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届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签国家级项目６项、省部级及军工项目５项、其他项目１８项，合同总经费

为１２３１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四项、青年基金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经

费为３３４万元；２０１４年度到账科研经费为１１５８万元。全年共发表ＳＣＩ３７篇，比２０１３年增加

了１３篇，其中１区ＳＣＩ１篇，２区ＳＣＩ７篇，ＥＩ１５篇；发明专利申请１１０项，获权２０项。２０１４

年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完成了“重庆市控制与智能系统新技术工程实验室”的

验收工作。

本科学生竞赛获奖方面，４个小组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均获得全美二等奖；１个小

组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全国二等奖，５个小组获得重庆市一等奖，２小组获得

重庆市二等奖。在２０１３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４个小组均获得重庆市二等奖；参加

第６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２名同学获得全国三等奖。１名学生获得“十佳青年学

生标兵”称号；１名学生获得“十佳团支部书记”称号；２名学生获得“十佳创新创业先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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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号；自动化学院启航心理协会被评为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优秀心理协会。

２０１４年新招在职工程硕士３０人。修订并执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积极参加

和启动了信息学部组织的“控制工程研究生校内实践基地”建设，实施全部硕士论文双盲评

阅。

研究生竞赛获奖方面，在“２０１４中国机器人大赛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中获得“篮球机器

人项目”特等奖、“篮球机器人自主传球”一等奖（亚军）各一项；获得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重庆赛区一等奖；获得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

大赛一等奖１项，三等奖二项；第四届“华为杯”全国大学生智能设计竞赛三等奖１项；“华为

杯”第九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西南赛区团体二等奖１项；重庆市第六届“科慧杯”研究

生创新实践大赛三等奖１项；２０１４年“深联华杯单片机应用设计大赛”中《智能老人生理监

测器》作品荣获三等奖。

学院注重引进和培养相结合，选派青年教师出国进修深造。本年度学院共有１名教师

出国进修，３名教师完成国外进修回国。邀请８名国外学者到学院讲学和交流，派出骨干教

师１０余人次参加全国性教学研究研讨会以及课程研修班。

邀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电子工程系ＦｒａｎｋＬｅｗｉｓ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

校任伟教授、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电气及电子工程学院主管研究生主任呼爱国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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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院讲学。

【举办首届“中非－中新”国际新能源系统优化与控制研讨会】

首届“中非—中新”国际新能源系统优化与控制研讨会于１２月１６日在重庆举行，由重

庆大学自动化学院主办，智慧系统及新能源研究院承办。该研讨会首次在中国重庆大学举

行，来自中国、南非、新加坡三个国家的１０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主题为“新能源系统优化

与控制”。

（杨　洋）

软件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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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技术本科专业方向和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学院拥有行业信息化及其安全评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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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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在编教职

员工有４９人，其中管理岗位１２人、教学科研岗位３７人（其中教授１２人、副教授１８人）。新

引进博士生导师１人、清华大学博士１人。

学院现有党员１６９名，其中教职工党员３５名，学生党员１３４名；党支部９个，其中学生支

部６个、教职工支部３个，２０１４年发展党员２９名，转正３４名。学院坚持“紧密围绕教育实践

活动”的工作思路，以党建工作总揽学院工作全局，抓教育、抓学习、抓活动、抓计划，提高党

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师生员工、推动学院整体工作。

学院有省部级精品课程４门，校级精品课程２门。２０１４年组织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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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柳玲被评为学

校教学工作优秀教师，徐玲获得重庆大学唐立新优秀教学教师奖。

２０１４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３５项，合同经费７１３．８２万元，实到经费６５２万元，完成学校

下达指标１０５．１６％。发表学术论文２９篇（其中 ＳＣＩ１１篇，比去年增加１７５％，ＥＩ７篇）；申

请发明专利１６项，获权发明专利３项。

全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７３９名，其中有１０９人（１８０人次）本科生获得各项奖学金（２８人

获专项奖学金，其中２人获唐立新奖学金、１人获ＩＢＭ奖学金、１人获ＣＡＳＣ公益奖学金、１人

获得精进奖学金），２８人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１９人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２０１４年，学院招收博士研究生５人（其中留学生１人）；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２３人，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２５人（其中留学生８人）；通过 ＧＣＴ考试录取的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１０人。

学院组织并进行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审核论证及实施工作；组

织完成“重庆市软件白领千人培养工程”２０１３年试点阶段考核总结、“重庆市软件白领千人

培养工程”２０１４年试点申请工作，推行研究生个性化课程订制培养；《软件工程专业全日制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获准重庆市２０１４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

项。

２０１４年，学院以学科建设为主线，突出特色，推动学科的发展。“软件工程”重庆市重点

学科以“优秀”通过２０１４年度评估。

学院着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科建设体系。根据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的内涵，提出学科建

设要点，在“泛在网络服务支撑软件技术及系统”、“智能服务技术与信息安全评测”、“数字

媒体新技术”方向进一步完善科研团队，实施重点建设；构思学科建设具体任务，配合学部开

展以大数据和物联网为背景的学科规划。

学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大

学建立了科技交流与合作交流关系。聘请２名（来自美国和荷兰）外籍教师从事专业课教学

工作。２０１４年接待国（境）外参观来访１０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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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坚持以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与水平为目标，进一步确立教学中心地位，不断深化

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继２００５年学院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以后，

２０１４年，学院完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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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次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学院积极探索和发展各种模式的实践教学改革。引进易思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鹰倍

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的技术培训力量，对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３级学生进行封闭集中式软件工

程企业项目实训，培养了学生软件工程化思想和团队协助能力；以科研项目为牵引，组织

ＳＲＴＰ第五届结题１０项，第六届 ＳＲＴＰ立项１０组，国创第七届结题２项（一个优秀，一个良

好），第八届立项１项，推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继续实施“重庆大学软件创新实践班人才培

养计划”，面向全校所有专业本科学生；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有７５人次获国家级及

省部级竞赛奖项，包括全国和美国数模一等奖；学生蝉联ＩＢＭＰｏｗｅｒ技术应用２０１４全国校园

大赛冠军，参加２０１４ＩＢＭ主机技术全国校园大赛个人赛获奖４１人（二等奖１２名、三等奖２９

人，获奖总数在全国参赛高校中位列第一）；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等；参加中俄工科

联盟在圣彼得堡举办的移动应用和游戏开发大赛获二等奖（中方参赛高校最好成绩）。学院

荣获“教育部—ＩＢＭ高校合作项目２０１４年度最佳创新人才培养奖”。

（张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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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４年，城市科技学院全面围绕建设应用技术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坚持

“规范管理、创新提高、特色立校、质量兴校”的发展战略，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以“基础

实、技能强、素质高”为培养目标定位，以立足重庆，服务西部，面向全国为服务定位，不断改

善办学条件，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办学实

力。

学院设建筑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建筑管理学院、电气信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人文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７个二级学院和１个公共基础教学部，覆盖了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

文学、艺术等６个学科门类。

同２０１３年相比，在校学生总数增加１０７８人，增长了５．４％；招生数增加３０６人，增长

６％；教职工增加１０８人，增长了７．８４％；全年教育经费总收入增加５４８０．１７万元，增长了２１．

７１％；全年教育经费总支出增加７３２１４．７５万元，增长了３６２．５１％。

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基本情况

（单位：人、个、万元、平方米、万册、ＧＢ、台）

项　 目 数 量 项　 目 数 量

在校学生总数 ２１０３５ 博士授权点数 ／

其中：普通高等教育硕士生 ０ 其中：一级学科博士点 ／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 １８９０６ 　 　二级学科博士点 ／

　 　普通高等教育专科生 ２１２９ 　 　硕士授权点数 ／

　 　成人及其他高等教育学生 ０ 其中：一级学科硕士点 ／

　 　外国留学生 ０ 　 　二级学科硕士点 ０

　 　当年招生数 ５４０５ 本科专业数 ２８

其中：普通高等教育硕士生 ０ 专科专业数 ９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 ４６０３ 其中：省部级重点专业 ０

　 　普通高等教育专科生 ８０２ 　 　国家级特色专业 ０

　 　成人及其他高等教育学生 ０ 　 　国家级精品课程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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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 量 项　 目 数 量

　 　外国留学生 ０ 学校占地面积 ９３８７３２

当年毕业学生数 ５３３６ 其中：绿化用地面积 ３５５８６３

其中：普通高等教育硕士生 ０ 运动场地面积 ７４３８８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 ４６７２ 校舍建筑面积 ３８４９５５

　 　普通高等教育专科生 ６６４ 其中：教学及辅助用房 ２６２００２

　 　成人及其他高等教育学生 ０ 　 　图书馆面积 ３２６２７

　 　外国留学生 ０ 纸质图书 ２１３．２６

教职工总数 １４８６ 数字资源 ７７３０

其中：专任教师 ９４８ 其中：电子图书 ３４５０

　 　正高级职称教师 ８８ 　 　各类专业实验室 ４９４２０

　 　副高级职称教师 ２５８ 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 ０

　 　博士生导师 ／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０

　 　硕士生导师 ０ 　 　省部级工程研究（技术）中心 ０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师 ０ 　 　教学用计算机 ３０８０

　 　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０ 全年教育经费总收入 ３０７１８．２７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０ 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重庆市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０ 　 　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

　 　巴渝学者特聘教授 ０ 　 　事业收入 ３０７１８．２７

　 　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０ 全年教育经费总支出 ９３４１１．１１

博士后流动站 ／ 其中：事业性支出 ９３４１１．１１

　　以上数据来源于“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高等教育学院（机构）统计报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

年初）”

２０１４年，共引进具有博士学历、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以及中层干部共计２０人，完成学校下

达年度引进人才任务。组织校内招聘１３２场，校外宣讲２８场，参加硕博及高级人才洽谈会８

场，本年度共计录用各类人员共计１６９人，其中，教师２６人，辅导员２９人，行政岗位４４人，工

勤人员５３人，教辅１２人，完成全年的招聘任务。２０１４年７月，卓越培训中心成立，挂靠在人

事处，配备了管理干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强化培训工作。选拔青年管理骨干队伍６０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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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骨干队伍５５人，组建青年骨干培训班。

修订了《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教师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实施办法》，并于９月份

组织开展职称评审工作，今年高级职称共申报２人，成功通过评审１人；初中级职称共申报

１０２人，其中自然学科１９人，社会学科、外语艺术类５４人，思政系列１５人，研究系列６人，图

书档案系列２人，实验技术系列６人，经过各个学科组评审、校内评委会评审，最后送往市教

委７９人，送往重大审批１１人 ，其中中级６４人，初级２６人。

２０１４年，学院把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加强作

风建设的重要载体，制定了全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方案，多次组织召开全校党支部

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团支部书记专题工作会，深入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多次召开教

师、学生、管理干部等座谈会，广泛收集意见建议，形成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认

真落实逐一整改，真正让党员干部在活动中受到教育，达到了在思想上、作风上“照镜子、正

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目的。同时，组织全院师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并成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心”，促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有机结合。

进一步强化党员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严格审核和复查党员发展材料，着

力提升党员质量为党的事业积蓄后备力量。学院先后组织１５００名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入党

培训，顺利完成全年２００名党员发展任务，充分发挥了党员在师生中的先锋榜样和模范带头

作用，积极推动了学院的学风、教风建设。

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教书育人的良好氛围，学院继续推进师德师风建设。通过把校

工会打造成为师生信赖的“民主之家”、“维权之家”，积极搭建了师生与学校领导的沟通平

台，并通过组织春游、秋游等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教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学院认真研究应用型人才的基本特征和专业能力结构，重新界定并确立了以专业能力

培养为核心，品德优良、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适应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培养目标。根据这一目标，组织完成了２０１４级３３个本科专业（方向）、

５个专科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以及对２０１２级２５个本科专业（方向）、２０１３级

２９个本科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学分、学时、课程设置的进一步优化，为应用型人才培养

工作的具体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完善留学生学分认定工作，学院出台了《海外训练营学生单期成绩实施办法》，海外学

分成绩认定程序逐步走向规范化。

２０１４年学院申报自编教材１９部。经教学委员会审核、讨论，同意编写教材１７部。同

时，围绕教学执行计划，推进优质教材的选用，为促进专业建设、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

用。

为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加大学生学科竞赛，并进一步规范竞赛各项管理工作，学院启动

·５６３·

独立学院




了学科竞赛管理文件的制定工作，制订了《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试行）》。２０１４年，我院学科竞赛国家级获奖４项，省部级获奖１２项；共审核２７项学科竞

赛，其中通过审核并实施的竞赛共２１项，审核中６项。

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制定了辅导员工作制度，使辅导员日常工作规范化，客观化，书

面化。对日常管理的各项工作内容提出系列标准化要求，逐步树立辅导员档案意识。完善

《关于鼓励辅导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规定》，加大对辅导员考取职业证书支持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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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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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组织辅导员培训８次，其中辅导员沙龙

３次、辅导员专业知识培训２次、西南大学辅导员研修基地培训３次，为我院学生工作队伍的

职业化专业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面制定实施新生入学教育方案，旨在用３—５年时间，从新生入手，彻底转变学风校

风，并通过实施过程中的摸索，让辅导员加入新生入学教育方案的制定与修改，提高辅导员

的理论研究与总结水平，让辅导员成为学生工作的专家，提高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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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心理健康实验室二期建设。全年共开展４个主题性茶竹书院心旅工作坊，参与人

数４８０人次。接待个体心理咨询９０余人次，心理委员集中培训８次，协助处理重大危机事

件１起，化解心理危机事件１起。开展了第六届“５．２５大学生心理健康周”活动，第二届大

学生心理知识竞赛，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组织学生参加重庆市第五届大学生成长论

坛，获得１２个单项奖，学院同时荣获“优秀组织奖”。

学生处、团委、各二级学院分别建立官方微博、微信和思政教育网络新媒体平台，覆盖学

生人数达到１６０００余人次。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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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稳定的生源基地。

学院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方法。２０１４年编印《２０１５届毕业生简介》２０００册，及

时通过网上网下各种渠道广发邀请函和毕业生推介资料，邀请用人单位来我校选聘毕业生，

努力提升毕业生形象和拓宽就业渠道。组织专场招聘宣讲会５１场，大型双选会一场。大型

双选会邀请参会单位 １４２家，单位行业涵盖建筑、金融、机械、电子、ＩＴ、人力资源、教育培训、

旅游服务等行业，提供就业岗位５０００余个。通过学院就业网发布网络招聘信息１２０余条，

提供就业岗位４０００余个。２０１４年共有毕业生４２７８人，其中本科３５２２人，专科（高职）生

７５６人。全院总计已就业３８９９人，就业率９１．１６％，其中本科９１．６２％，专科８９．０２％。

２０１４年学生赴韩国草堂大学学习共５人；学校努力推进赴美带薪实习，赴美带薪实习共

５人；学校共组织７７名学生参加“加拿大———中国青年领袖训练营”，通过以“领导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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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涵盖跨文化交际、创新思维等课程方面的海外课堂教学，拓宽学生国际视野，提升综合

素质。

学校与加州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及美国伊斯维斯大学签订了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推

进校际间教师交流、学生交流等领域的深入合作项目。

借助学校第二届“茶山论建”学术研讨会的平台，初步洽谈了与西班牙院校之间在学生

交流互换、教师互派学习以及学生建筑主体的短期实践等方面的合作意向。

【完成第三期征用土地范围的界点定桩与移交】

积极协调４３０亩三期征地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配合国土局征地所和两办

事处处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中的其他相关事宜，确保征地工作的正常推进。根据征地

资金的实际支付情况，协同征地所对征地政策增补进行预算，申请补额，保证了征地补偿工

作的顺利开展。协调国土局用地科、征地所、区公管办、区财政局及茶山和胜利路办事处，对

学院三期用地进行成本价核算、评估及挂牌，申请办理三期用地手续。完成了三期征地征用

土地范围的界点定桩和移交，三期规划建设规模容积率的申请调整等工作。

【启动青年教师工程实践】

２０１４年７月，学校启动了青年教师工程实践工作，第一期共派出１４名青年教师分别赴

重庆、四川、湖北等地参加工程实践。

（尹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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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２０１４年大事记

一月

１０日　　　学校参与完成的３项科技成果荣获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电气

工程学院蒋兴良教授、胡建林教授参与完成的“电网大范围冰冻灾害预防

与治理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钱觉时教授参与完成的“混凝土裂缝分龄期防治新材料和新

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动力工程学院陈蓉教

授参与完成的“燃料电池中多相能质传递与反应动力学的相互作用机理”

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二月

１７日 重庆市政协原副主席吴家农来校调研科研工作。

１９日 重庆大学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２１日 重庆市政府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支持重庆大学建设发展。

２８日 由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郑怀礼、赵纯老师及孙永军等２１位同学组成的

“新型高效低耗水处理絮凝剂研究创新团队”获评２０１４年大学生“小平科

技创新团队”。

三月

６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教授来校作题为“工业‘大数据’为实现现代工业系

统的多目标运行优化开辟了新途径“的学术报告。

７日 重庆大学与日本北海道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１１日 教育部公布２０１３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授奖项

目，重庆大学获得技术发明一等奖３项、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合作１项）、

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其中：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尹

光志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潘复生教授、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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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教授主持完成项目分别荣获技术发明一等奖；建筑城规学院赵万民教授

主持完成、土木工程学院刘新荣教授参与完成的项目分别荣获科技进步一

等奖；光电工程学院李平教授、自动化学院孙跃教授主持完成的项目分别荣

获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科学进步二等奖。

１９日 周绪红校长会见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大使。

香港理文集团捐赠１０００万港币设立“重庆大学 －香港理文环境科技研究

院”建设基金。

重庆大学与长安汽车举行人才培养合作交流洽谈会。

２０日 重庆大学举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传达会。

２７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副校长王超教授来校做题为“多功能复合的河

流综合处理与水质改善技术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

２８日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来校指导“２０１１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

重庆大学与贵州省黔南布依苗族自治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四月

１日 “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中外大学生联谊活动在虎溪校区举行。

３日 重庆大学举行“校长有约”研究生座谈会。

９日 重庆大学科协荣获２０１３年度重庆市科协系统特等奖。

９—１３日 周绪红校长率队访问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１０日 重庆市人大执法检查组来校检查“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１０—１３日 重庆大学荣获第十一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暨第七届中国国际军民两

用技术博览会优秀组织奖。

１１日 重庆大学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校企合作协议。

１８日 重庆大学举行轩辕基金会种子助学金颁奖仪式。

２０日 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设立“重庆大学专项奖”。

２３日 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第六赛区复赛在重庆大学举行。

２５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来校访问交流。

２６日 云南重庆大学校友会举行建会三十周年庆祝会暨２０１４年新春联谊会。

３０日 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马克·西蒙兹访问我校并做题为“气候变化、经济发

展与中英合作”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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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给我校五彩石青年志愿者协会

的大学生回信，赞扬同学们为贫困家庭留守儿童献爱心的行动，勉励大家志

存高远、勇于担当，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蒲清平老师当选２０１４年度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

人物。

重庆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团支部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

７日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国际会议在校举行。

１３日 通信工程学院曾孝平教授荣获２０１４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

周绪红校长会见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校长约翰·杜瓦先生一行。

重庆大学与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签署校际合作框架协议。

新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大学客座教授、杰出校友唐立新捐赠设立

“唐立新重庆大学基础建设基金”建设重庆大学“立新楼”。

１４日 重庆大学与中国日报社签署长期合作框架协议。

１７日 重庆大学举行“中国工程院第二届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论坛”。

１８日 “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再芬黄梅艺术剧院走进重庆大学专场演

出在风雨操场举行。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全票通过本科专业第三轮全国评估。

１９—２１日 党委书记欧可平调研二级党政班子建设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

情况。

２２日 周绪红校长会见山东科文集团董事长刘振鹏一行并达成捐赠支持及校企合

作意向。

２６日 重庆市协同创新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重庆市知识产权局—重庆大

学协同创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校举行。

２８日 重庆大学举行“城镇化中国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２９日 周绪红校长带队访问唐仲英基金会和上海国之杰集团公司。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４年教职工文艺汇演。

重庆大学与意大利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签订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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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１—７日 ２０１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２００６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

治·斯穆特、２００７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艾尔伯·费尔、２０１１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先后来校参观交流。

３日 法学院齐爱民教授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知识产权

专家库”专家。

５日 重庆市政协主席徐敬业一行来校调研。

６日 重庆大学举行中国（重庆）韩国友好周活动。

９日 党委书记欧可平率队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中心并举行人才

招聘会。

１０日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官庆做客“中建讲坛”。

１１日 美视电影学院与重庆电影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通信工程学院袁利老师荣获重庆市“感动校园十大人物”称号。

１７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来校做题为“我国快中子反应堆技术发展及其安全

性”的报告。

２０日 重庆大学举行大学英语创新课程优秀研究项目展示会。

２２日 重庆大学与中建西南设计研究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

２４日 重庆大学聘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孙熙国教授为

兼职教授。

２５日 重庆大学主持完成的“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重点站 －御临河站”

项目通过国务院三峡办验收。

２９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４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七月

１８日 重庆大学获评“教育部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２１日 《重庆大学章程》经教育部核准公布。

九月

２日 重庆大学获批新增数学、物理学、生态学、风景园林学、安全技术与工程等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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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博士后流动站。

４日 重庆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签订学术合作备忘录。

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批准 ２０１４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

定》，重庆大学独立完成的３项成果、牵头完成的１项成果及与其他高校合

作完成的１项成果均获二等奖。

９日 电气工程学院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光电工程学院温志渝教

授荣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１０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４年度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

生命科学学院张泽教授领导的进化与功能基因组学实验室关于家蚕驯化过

程中蜕皮激素代谢相关基因受到选择的证据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生物学类世

界著名杂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上发表。

１２日 第五届“新侨创新成果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材料与科学工程学院黄晓旭教

授、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蔡开勇教授荣获创新人才奖，国防测控技术研究

所龚卫国教授主持的“图像处理关键技术及其应用推广项目”获创新成果

奖，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李百战教授率领的可持续建筑环境与绿色生

态研究团队荣获创新团队奖。

２８日 重庆大学举行“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

２９日 重庆大学丹麦籍专家汉斯格里格森教授荣获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政府“友谊

奖”。

十月

９日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王佐书一行来校调研。

１１日 重庆大学举行庆祝建校８５周年座谈会。

重庆大学举行第三届国际文化节。

１２日 重庆大学举行建校八十五周年师生文艺汇演。

１７日 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张亚力率团来校调研。

重庆大学荣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２１日 通信工程学院杨乐、贺雪莹、张哲团队获得“全国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挑战

赛”一等奖。

电气工程学院蒋兴良教授入选央视《科技盛典》年度科技创新人物有效候

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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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日 重庆大学牵头组建的“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入选“２０１１计

划”。

２７日 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专项检查动员会在校召开。

“金属材料的形变、相变及强韧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通

过现场考察。

十一月

３日 重庆大学召开深化综合改革专题工作会。

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孙学玉看望中国工程院院士鲜学福教授等专家。

４日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刘锦川教授来校做学术报告。

５日 生物工程学院钟代笛教授获三项ＩＥＥＥ国际标委会主席奖。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张玲一行来校调研统战工作。

７日 全国高校校园网站联盟网络思政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校召开。

由重庆大学牵头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低成本高延展性高强镁合金材

料基础研究”项目通过中期评估。

９日 党委书记欧可平教授访问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加拿大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

１２日 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书目＞的通知》，重庆大学教师以第一作者主编的１６种（２３册）教材入

选。

１４日 第六届“中韩大学校长论坛”在校举行。

１５日 重庆大学获得第三届全国模拟环境法庭大赛亚军。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５届毕业生就业秋季双选会。

２０日 总参科技委副主任、重庆大学特聘院士钱七虎教授做题为《城市交通拥堵、

空气污染和城市内涝的治本之策》的报告。

２７日 重庆大学软件学院Ｃｏｎｔｉｎｕｅ团队蝉联 ＩＢＭＰｏｗｅｒ技术应用２０１４年全国校

园大赛冠军。

十二月

１日 重庆大学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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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 重庆大学举行党支部书记交流培训会。

４—５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４年教学工作会议暨迎接审核评估启动仪式。

７日 周绪红校长参加重庆大学上海校友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

８日 重庆大学与韩国国立济州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冯刚来校检查指导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１０日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ＮａｎｃｙＧｏｒｄｏｎ访问重庆大学。

１３日 中国微循环学会血液流变学专业委员会全委会在校召开。

１５日 重庆大学诗书画院召开庆祝建院３０周年暨２０１４年年会。

１８日 重庆大学举行校部机关２０１４年青年干部素质拓展培训班结业典礼。

１９日 “卓越联盟”高校宣传部部长联席会议在校举行。

２１日 重庆大学荣获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教学成果奖及学会建设突出贡献奖。

２４日 重庆大学召开博士后流动站评估工作布置会议暨２０１４年新设站授牌仪式。

２５日 重庆大学举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学生“争先创优”总结表彰大会。

３１日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举行元旦庆祝活动。

（李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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