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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

立足新时代 奋起新作为 培育医学栋梁

重庆医科大学官网：

http://www.cqmu.edu.cn

重庆医科大学本专科招生：

http://bzkzs.cqmu.edu.cn

招办电话(传真)：

023—68485358

65714673

65714674

2018 年 5 月 27 日，《重庆晨报》 大
篇幅抛出一则吸引眼球的新闻 《经费
2000 万、住房 200 平方米，重医全球招
诺 奖 得 主》， 将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求 贤 若
渴、面向全球广开大门的发展心态，以
丰富资源和雄厚科研平台筑巢引凤、积
极进取的战略眼光展露在世人面前，引
发广泛关注。

“——灵秀三山，浩荡两江。孕育
了一座 8D 魔幻网红城市。山水之城，美
丽之地。盛产美食、美景、美人。重
庆，正网罗天下英才，行千里，致广
大。缙云山下，渝中半岛。重庆医科大
学，依山傍水，钟灵毓秀。学校是全国
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国家教
育部门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111 计
划’首批立项资助的地方高校，重庆
市、国家卫健部门、教育部门共建高
校。”寥寥几笔，勾勒出引人神往的巴
渝胜景，引领世人目光聚焦重庆医科大
学。

回溯历史，重庆医科大学成立于
1956 年，应党和国家需求，中央决定由
上海第一医学院 （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 分迁重庆，组建重庆医学院。筹建
之初，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
亲切关怀，上海市、四川省、重庆市大
力支持，上医多位领导全情参与。时任
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陈同生
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曾创办湘雅
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的著名医学教育家
颜福庆担任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主
任；著名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黄家驷
选定校址，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
家、国家一级教授钱惪赴重医担任副院
长，并扎根重庆，尽半生之力建设重
医。上海第一医学院倾力襄助，派遣大
量优秀师资，投入大批资源，带来当时
享誉全国的优良传统和严谨学风，奠定
了学校的立根之基、发展之源。上医重
医，一衣带水，血脉相连。

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学校进入跨越
发展新阶段。2015 年，重庆市政府部
门、国家卫生计生部门、教育部门联合
印 发 《关 于 共 建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的 意
见》， 标 志 着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正 式 跨 入

“省部共建”高校行列，成为“两部一
市”共建的首批地方医科大学。

育人为本 致精致善

重庆医科大学自建校以来，教师教
书育人、爱岗敬业、默默耕耘，历届学
子勤奋学习、艰苦奋斗、回馈社会。学
校从当年的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到如今
的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是老一辈开拓
者们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是历代建设
者们辛勤耕耘、砥砺前行，是新一代重
医人志存高远、锐意进取。在“严谨、
求实、勤奋、进取”的重医精神指引
下，学校积累了赫赫声名，铸就了极好
口碑。

走进新时代的重庆医科大学，办学
条件和教育教学工作都取得了大量可喜
成绩。学校稳步推进缙云校区建设和袁
家岗校区的升级改造工程，校园面积从
2006 年的 430 亩扩大到 2018 年的 3000 余
亩，办学空间不断拓展、办学条件稳步
提升。

学科专业结构持续优化，办学特色
不断彰显。学校共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 7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2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3 个，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 11 个。新增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 4 个，学校拥有内科学 （传染
病）、儿科学、临床检验诊断学、神经
病学 4 个国际级重点学科。临床医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4 个学科入选 ESI 全球
前 1%。临床医学、药学、基础医学、生
物医学工程 4 个学科入选重庆市一流学
科建设名单。本科专业数量从 14 个增加
到 34 个，其中国家级别特色专业 4 个，
市级特色专业 12 个，形成了以医学和非
医学交叉融合、优势与特色兼备的学科
专业结构。2012 年、2013 年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护理学 3 个专业先后通过国
家教育部门本科专业认证。2016 年，学
校成为全国首批获准恢复儿科学、精神
医学专业招生的 8 所医科院校之一。

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成果卓
越，本科层次开展了基础实验课程体系
改革，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理论课程体
系改革，组建跨基础与临床的整合课程
教学团队，编写出版器官系统整合课程
系列教材。研究生层次在全国率先开展
了临床医学硕士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
一体化培养模式改革。这些改革为国家
推进临床医学“5+3”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积累了重要经验。2012 年学校成为

“卓越医师教育培养计划”和“5+3”培

养模式改革首批试点单位。自 2011 年起
连续进入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质量排
行榜》 百强。2015 年，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首次通过率达到
86.8%，超过教育部门、国家卫计部门
对共建高校的要求；研究生发表的 SCI
论文从 2007 年的 17 篇增至 2016 年的 480
篇，其中两项研究成果于 2015 年 12 月分
别入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皇家医师学会
国际医疗指南、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全球
精神科医师 15 篇必读科研论文。

学校具有“质量工程”国家项目 22
项、市级项目 93 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
课 3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4 门、国
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 个；重庆市双语
教学示范课程、精品课程、精品视频公
开课等 41 门；市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团队等
25 个；荣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6 项，省部
级教学成果奖 59 项。近 5 年，新增重庆
市研究生优质课程 16 门、市级研究生教
育教学改革项目 89 项。学校与复旦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

“985 建设工程”大学联合开展临床医学
专业人才培养。从 2011 年起，每年选拔
30 名临床医学本科专业学生到复旦大学
完成一年的临床阶段学习，实现与国内
重点大学交流培养 5 年制学生的突破。
学校拥有直属附属医院 9 所，非直属附
属医院 20 所，教学医院 32 所，临床教
学基地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能力不断提
高。

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学校教师
在全国高校 （医学类） 微课教学比赛、
教师基本功大赛等国家竞赛中屡获佳
绩，学生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
床技能大赛、基础医学暨实验创新技能
大赛、创业大赛等全国竞赛中名列前
茅。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本科生就
业率长期保持在 94%以上，研究生毕业
供不应求，研究生教育竞争力列全国独
立设置的医科院校第 7 位 （中国科学评
价研究中心、中国科教评价网和武汉大
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联合报告）。

科研当先 成果丰硕

学校新增超声医学省部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感染性疾病分子生
物学国家教育部门重点实验室、临床检
验诊断学教育部门重点实验室、儿童发
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门重点实验室 4 个科
技部门、教育部门重点实验室，以及

“科技部门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教
育部门国际科技合作联合实验室”等省
部级科研平台 15 个，“超声分子影像学实
验室”等市级平台 8 个，“发育生物学研究
室”等校级科研平台 3 个，新增“重庆市人
类生命与健康博物馆”“重庆市公众健康
传播服务中心”“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文
化中心”等市级科普示范基地 3 个，现有
省部级高水平科研平台 40 余个。

近 10 年来，学校科研经费累计超过
13 亿元，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超过 1300 项，资助经费总额超过 6 亿
元。先后获“973”“863”等国家重大和
重点类科研项目 38 项，2012 年获得的国
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 6000 万元
资助，是重庆市迄今为止较大的基础研
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从 2004
年的 46 项增至 2017 年的 127 项，资助金
额高达 1.2 亿元。

科技工作厚积薄发，硕果累累，科
技论文数量快速增长，质量稳步提高。
近 10 年 累 计 发 表 SCI 论 文 4900 余 篇 ，
SCI 论文发表数量从 2007 年的 166 篇增
加到 2016 年的 1021 篇，在全国高校排名
由第 180 位上升到第 64 位。多项科研成
果在 《柳叶刀》《自然·遗传学》《分子
神经病学》 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

学术为魂 群英荟萃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学校高端人
才引进和培养工作硕果累累，通过引进
和培养，聚集了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国家“万人计划”专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别人选、长江学者、国家
杰出青年、国家优秀青年、“973”项目
首席科学家等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学校
先后被评为“重庆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创
新 创 业 基 地 ”“ 重 庆 市 院 士 专 家 工 作
站”、中国科协“海智计划”重庆工作基
地。师资队伍中博士学位的比例由 2006
年的 13%提高到 2017 年的 44.46％，23%
的教师具有出国留学经历。学校通过

“公派留学资助项目”“重点学科优秀中
青年人才培养项目”“优秀青年学者资助
项目”“青年师资苗圃工程”等，培养了

“国家杰出青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专家”等一批国家拔尖人才。

乘势而上，积极作为。学校大力
实施开放合作战略，从多方面积极探
索国际化办学路径，取得显著成效。
近 10 年来，学校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不断加强，学校先后与欧洲、亚洲、
北美洲、大洋洲的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4 所高水平大学建立和扩大合作关
系，其中包括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加
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
大学学院等国际名校。学校与英国莱
斯特大学联合举办的临床医学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于 2018 年 2 月获得国家教
育部门批准。该项目是我国西部地区
仅有的获批的临床医学本科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也是全国 4 个临床医学本
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之一。近 10 年
来，学校留学生数从 300 人增至 850
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3.2%，学历留
学生占留学生总数的 95.3%，生源国
扩大到亚非欧美 50 个国家。学校成功
举办各类医学技术及管理培训班，为
乌克兰、立陶宛、埃及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培训医疗技术高级管理
人才。学校接收来自美国达特茅斯学
院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安特
卫普大学等合作院校学生来校开展临
床实习，专业涉及临床医学、中医药
学、康复医学等；举办文化夏令营，
吸引来自海外合作高校医师生来校交
流，为我校学生搭建起近距离和世界
级名校学子对话的桥梁。学校现有高
水平外国专家 127 人，包括“中国政
府友谊奖”获得者“千人计划”阮雄
中教授和宋伟宏教授，以及“重庆友
谊 奖 ” 获 得 者 中 组 部 门 “ 外 专 千
人”，英国皇家院士 Philip Baker 教授
和加拿大皇家院士王玉田教授。学校
现有 4 个国际级或省部级国际化科研
平台，举办多场高水平国际学术会
议，让重庆成为国际学术交流前沿。
学校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受到教育部门
肯定和国内同行认可，成为“中国政
府奖学金”院校、国家首批“来华留
学教育示范基地”“重庆市市属高校
国际交流合作示范校”，2016 年成为
首批获得“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
划项目”的 15 所地方院校之一。

济世明德 不辍弦歌

通过新建和划转等方式，学校直

属附属医院增至 9 所，医院布点不断
扩大。附属医院编制床位总数从 3100
张扩大到 11000 张，医疗服务能力大
幅度提升。2011 年以来，附属儿童医
院、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第二医院连
续 7 年入选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
百强。学校附属医院共获得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28 个。2011 年以
来，附属大学城医院、附属黄水康复
医院、附属第三医院 （捷尔医院） 相
继建成开业。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第
二医院、附属儿童医院、附属口腔医
院的分院或新校区相继建成投用，附
属医院综合实力和诊疗水平持续提
升，就医环境显著改善，服务能力不
断增强，为群众提供了“优质、安
全、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社会
声誉日益提高。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提高
学生人文素质累积了良好土壤。学校
将医德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
从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营造出
具有“大医精诚”特点的校园文化氛
围。在校区建设医学人文景观，塑造
医学生誓言碑、布局中外历代著名医
学家塑像、各种主题雕塑、院系文
化墙等，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
道德情操。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教
授，为学生作人生理想信念的演讲报
告或讲座，使学生从中获得人生的启
迪，成为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价值观，培育高尚医德的沃土。学校
每年通过清明祭拜活动感怀大体老
师，通过“5·12”国际护士节传承
南丁格尔精神，通过国医节传统中
医文化系列活动使学生们更加深刻
理解国医文化；迎新晚会、英语戏剧
节、电影配音大赛、社团文化节等文
艺活动更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
为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供了多姿
多彩的舞台。2016 年，学校获批国
家教育部门高等学校医学人文素质
教育基地。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甲子、展望
新征程，历经 62 年峥嵘岁月，重庆医
科大学在祖国的西南大地上已然树立
起一座座医学教育事业的赫赫丰碑。
不忘历史，放眼前程，重医人始终牢
记服务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的使
命，必将紧抓“双一流”建设、“健
康中国”建设的时代机遇，用好共建
高校新平台，积极发挥特色优势，努
力克服短板、弥补不足，砥砺奋进，
追求卓越，筑梦前行，实现学校新甲
子的成功跨越。

卓越医师班课堂教学

重庆医科大学2018招生政策摘要
实行顺序志愿的省 （市、区），按志愿优先的原则，从高到低录

取第一志愿上线考生，若第一志愿不足，则录取非第一志愿上线考
生；实行平行志愿的省 （市、区），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
则进行投档，若录取不满额，则再次征集志愿。

承认各省 （市、区） 招办符合国家政策的加分、降分 （四川加分
最高认可20分）。

进行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的浙江省、上海市，按其教
育考试院制定的2018年录取工作方案执行。

我校从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代办招生事宜。

袁家岗校区大门

缙云校区教学楼

临床手术

袁家岗校区南教学楼

欢迎报考
重庆医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