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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飞扬 今日学子 明日栋梁

院校代码：广西医科大学（一）10598
广西医科大学（二）20007

17个广西高校之首
首所本科医学院校
仅有的一个本硕连读专业临床医学专业

（“5+3” 一体化）
首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
首个临床医学本科专业
首个临床医学人才小高地
首个博士点
首个预防医学本科专业
首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首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首个口腔医学本科专业
首个广西科技进步特别贡献奖
首个博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
首所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50强高校
首所口腔医学专业硕士学位试点单位
首所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学位试点单位
首个国家教育部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

发展计划” 创新团队

专业门类齐全
学校现拥有医学 、 理学 、 工学 、 文学 、

管理学、 法学等六大学科门类。 设有27个学
院/系 （含9个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2个教学
部， 40个研究室、 所、 中心。 已形成本科 、
硕士、 博士、 博士后完整的医学教育培养体

系， 是广西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
基地。 设有本科专业18个、 高职专业13
个 ， 其中 ， 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5个 ，
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个， 国
家教学团队1个， 省级优质专业4个， 省
级优势特色专业建设点5个， 省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7个， 省级教学团队7个，
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4个。 获
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 国家质量
工程项目15项、 省级83项。

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现有教职工 （含附属医院教、

医 、 研人员 ） 3634名 ， 其中正高职称
446名， 副高职称759名， 学术型博士生

导师96名， 专业型博士生导师47名，
学术型硕士生导师441名， 专业型硕
士生导师452名 ， 专任教师1178名 ，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别
人选2名，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6名， 国家教育部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7名， 享受国家
特殊津贴专家72名 ， 广西 “新世纪
十百千人才工程 ” 第二层次人选31
名， 广西 “八桂学者” 3名、 “特聘
教授” 3名， 中华医学会专业学会常
委 、 委员46名 ，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
志编委36名 ， 广西医学会各专业学
会主任委员49名 ， 还有一批优秀人
才被选为国家和省级高校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等人才工程重点培养对象。

教学条件优良
学校开展本科教育81年、 硕士研究

生教育36年、 博士研究生教育30年， 长
学制教育15年， 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
完整的培养体系 ， 是国家批准的首批
硕士 、 第二批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 共
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个 、 二级学
科28个 ，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0个 、
二级学科46个， 博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
1个， 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3个， 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4个 。 国家重点 （培育 ）
学科1个， 省部共建国家教育部门重点
实验室2个 ， 卫生部门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11个， 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重点专
科1个 ， 广西高校重点学科12个 ， 广
西重点实验室4个 ， 广西高校重点实
验室5个， 广西人才小高地3个。 国家
联合地方工程研究中心1个 ， 国家教
育部门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
划 ” 创新团队1个 ， 广西自然科学基
金创新研究团队2个 ， 广西科技创新
团队1个 ， 广西高校人才小高地创新
团队11个。

就业成效突出
迄今， 学校已培养了3.7万余名各

层次医学人才， 他们已成为引领广西
高等医学教育、 医学科学研究和医疗
卫生事业 发 展 的 骨 干 力 量 。 2008 ～
2014年， 学校总体就业率均达93%以
上 ， 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率达88%，
市级就业率达86.46%。 调查显示， 广
西各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总体满意
率达99.65％。 学校连续七年荣获 “全
区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 多次在
广西就业工作会议上作典型经验介
绍； 作为广西仅有的高校， 2009年同
时荣获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50
强高校 ” 和 “全国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 称号； 2014年被评为 “广西大学
生创业示范基地”。

扬帆起航 畅游医学海洋
广西医科大学创建于1934

年11月21日， 坐落在具有“绿
城” 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
南宁市， 校本部占地面积70多万
平方米。 学校是全国建校较早的
22所医学院校之一， 是全国最早
定点招收外国留学生、 港澳台学
生和华侨学生的8所医学院校之
一， 是国家教育部门批准的有招
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 （英语授
课） 留学生资格的首批30所高校
之一， 是广西重点建设的大学，
也是广西医学教育、 医学研究、
临床医疗和预防保健的中心。

2008年， 学校获国家教育
部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
成绩。 2011年， 作为国家正式
实施医学专业认证后的首所医学
院校， 通过了国家教育部门临床
医学专业认证、 全国第三所大学
接受并通过了护理学专业试点认
证。 目前学校正向着“立足广
西， 面向全国， 辐射东盟， 走向
世界， 以医学为特色优势， 医学
相关的理、 工、 文、 管、 法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区域性高水平的
教学研究型医科大学” 的目标不
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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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信息化优势培养更多合格人才
学校代码： 1059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是全国四所电子
科技大学之一， 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与
广西壮族自治区共建高校， 广西壮族自
治区重点建设高校。

学校始建于1960年， 1980年经国家
批准成立桂林电子工业学院， 2006年更
名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学校先后隶属
于第四机械工业部门、 电子工业部门、
机械电子工业部门、 中国电子工业总公
司、 信息产业部门。 2000年管理体制转
为中央与地方共建， 以地方管理为主。
建校以来， 学校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
视。 1990年， 时任国家领导人亲临学校
视察， 并题词 “为发展电子工业培养更
多的合格人才”。

学科繁荣， 特色鲜明
学校设有22个学院 （教学部）， 并

设有研究生院 。 现有广西重点学科16
个， 其中广西优势特色重点学科5个 ；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信息与通信
工程、 机械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3

个；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 二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不含一级学科
覆盖点） 3个， 有工商管理硕士 （MBA）、
工程硕士 （含11个工程硕士领域） 2类专
业学位授权点； 本科专业62个。

近年来获得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个， 国家特色专业5个， 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专业6个， 广西区级特色专
业及课程一体化项目11个； 国家精品课
程3门， 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门， 国
家精品资源共享课项目2项， 广西区级
精品课程26门。 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与
发展， 学校已经成为一所以工学为主，
电子信息学科和国防军工特色鲜明、 优
势突出， 理、 管、 经、 文、 法、 艺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 在区内外有一定影响力
的大学。

名师荟萃， 英才云集
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员工2600余人，

其中专任教师1400多人， 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教师近900人， 博士学位教师300余

人。 学校质量为先， 精育良才。 教育教
学质量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形成了以
本科教育为主体 、 研究生教育稳步发
展、 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办学格局。
现有各类在校学生29100余人 （其中博
士、硕士研究生2100余人，留学生300余
人），信息科技学院现有学生8400余人。

学校是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实施高校、 国家教育部门第二批卓越工
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 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高校、 国家教育部门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建设学校。 近五
年 ， 学校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42
项。 学生参加 “挑战杯” 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 电子设计、 数学建模、 工程训练
综合能力、 大学英语、 艺术设计、 创新
设计等全国性比赛获得国家奖项200多
个， 其中，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总
分一直名列广西高校之首、 全国参赛高
校前列； 2013年， 获得全国研究生数学
建模竞赛一等奖1项， 是广西首次获此

殊荣的高校 。 毕业生以基础好 、 素质
高、 能力强并富有开拓精神而深受用人
单位的青睐和好评， 就业率连年保持在
93%以上， 连续多年被评为广西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学校是国防生培养单位、 全军边防
军人子女预科生培养单位， 培养军地两
用人才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

条件优良， 设施一流
学校现有三个校区， 分别坐落在桂

林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桂林市尧山风
景区、 北海市银海区， 总占地面积4770
余亩， 建筑面积107余万平方米。 学校
的主校区花江校区占地面积3571亩， 规
划面积6000亩， 环绕花江水， 坐拥尧山
下， 校园环境优美， 风景如画； 金鸡岭
校区占地面积659亩； 北海校区占地面
积541亩 ， 濒临被誉为 “天下第一滩 ”
的广西北海银滩。

学校面向世界， 开放办学。 近十年
派出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有1200多人； 长

期招收来华留学生， 近十年招收来华留
学生3000多人， 现有在校留学生300多
人 ， 生源地覆盖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
区， 是广西派出留学生和拥有来华留学
生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 目前， 学校是
国家教育部门 “中国政府奖学金 ” 和
“广西政府东盟国家留学生奖学金” 的

接受培养单位。
今天，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在 “正德

厚学 笃行致新” 的校训和 “艰苦创业、
自强不息” 的桂电精神的引领下， 正朝
着建设成 “区域一流、 国内先进、 国际
上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高水平大学” 这
一宏伟目标而奋勇前进。

校园风貌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地处中国通往东
南亚门户城市、 桂西南区域交通枢纽城
市、 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广
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被誉为“南疆国
门大学”。 作为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
校， 学校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
发展需要， 主动顺应发展需求， 加强转
型发展的步伐， 充分发挥人才保障和智
力支持的优势， 为当地经济社会地腾飞
插上强有力的翅膀。

调整专业结构， 培育产业人才

作为一个边境城市， 崇左市在边境
贸易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学
校积极发展与边境贸易相关的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 充分利用广西凭祥综合保
税区及多个口岸和边民互市点的优势，
加快物流管理、 市场营销和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的建设， 为崇左市提供高层次

的商贸类应用型人才； 利用地处边境和
红色地区的区域特点， 加强旅游管理专
业的建设， 使之成为该校的特色专业；
与之相应的越南语 、 泰国语 、 制药工
程、 环境设计、 化学工程与工艺以及财
务管理等专业也列入了区级或学校特色
专业发展之中。 目前， 服务旅游和商贸

专业群已成为广西高校转型发展试点专
业群。

更新培养模式， 提高人才素质

以加强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为重
点， 以就业为导向， 认真汲取科技进步
所取得的新知识、 新技术、 新工艺， 及

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学校走开放式的
专业建设路子， 大力倡导和推行工学结
合、 校企合作， 进一步扩展和密切与行
业企业的联系。

学校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实
训基地建设等方面与行业、 企业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根据技术领域和职
业岗位 （群） 的要求， 参照相关的职业
资格标准， 建立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
的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在教师教育方面， 为培养优秀基础
教育师资， 学校在汉语言文学、 英语、
数学与应用数学和化学专业各挑选30名
优秀学生组成 “卓越教师 ” 培养试点
班， 采取与同专业不同培养方案的培养
模式， 目前这项改革取得了比较喜人的
成绩。

加强校地合作， 培养实践技能人才

为实现应用人才培养， 学校与地方
政府、 企业和中小学校建立起了合作培

养人才机制。 目前， 学校与中信大锰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建了区级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与中粮屯河 （崇左） 糖
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 (崇左) 有
限公司、 广西埃赫曼康密劳化工有限公
司、 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区等大
型企业或园区建立了合作关系， 共同培
养相关专业人才。 与当地30多所中小学
建立了实习实践基地， 组织学生参加当
地教育部门举办的各种教师教学技能竞
赛活动和教学研究活动， 为学生的实践
提供了平台。

加强国际合作， 培养小语种人才

学校利用地处中国通往东南亚最便
捷陆路交通前沿地带的区位优势， 积极
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设置了越南语和
应用泰国语专业。 先后与越南河内等国
家大学所属外国语大学 、 越南东方大
学、 越南海防大学、 泰国庄甲盛叻察帕
大学和泰国曼谷北部大学生等东南亚国

家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签订
了实质性的合作项目协议， 实现了合作
办学， 双方在教师和学生互派、 图书资
料交换、 国际会议举办等方面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合作， 成效显著。

升本以来， 学生在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大赛 、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CTV杯” 全国
大学生英语作文大赛、 “CCTV杯” 全国
英语演讲大赛、 全国语文规范化知识大
赛、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广西全区师
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等省部级以上竞赛中
获奖项100多项。 学校先后被授予 “国家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全国民族体
育先进集体”、 “全区普通高校就业工作
先进集体”、 “广西高校教学改革与管理
先进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
安全文明校园”、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
卫生学校 ”、 “广西大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等荣
誉称号。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南疆国门大学的转型发展和育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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