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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兴建了旨在发展学生科技兴趣爱好、鼓励发明创造的“工程坊”，三大类

15

个技术

平台、上千台仪器设备和琳琅满目的“材料超市”，吸引学子通过指尖实现创新梦想。

西安交通大学

改革的步伐从未停过

西安交通大学响亮地提出，要坚持不

懈地“继承老交大传统、弘扬西迁精神、走

钱学森道路”， 为在祖国西部率先建成世

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切实加快改革步伐

西安交通大学近年来切实加快改革

步伐，一是坚持内涵发展，把人才培养质

量作为核心，实行“2+4+X”培养模式，并

通过兴办钱学森实验班、基础学科拔尖人

才实验班带动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深化；

二是推进体制改革，打造适应未来发展的

学科格局， 并通过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

快国际化进程；三是加强协同创新，以全

方位积极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西部大

开发的实际行动；四是突出哲学社会科学

的先导地位，坚持文化强校。

近年来西安交大人文社会学科呈现

出繁荣发展势头。 2009年2月， 美国

Science（科学）杂志报道公管学院李树茁

教授多年来关于女孩生活环境的研究与

实践，全面肯定中国政府“关爱女孩行动”

和西安交大学者的研究成绩。

体制创新成立学术特区

作为科研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2010

年底，西安交通大学首个“学术特区”———

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挂牌成立，目前已成

为西部海外高层次人才高地，并在Nature

（自然）、Science（科学）等世界顶级期刊

接连发表高影响力论文。

西安交大戏剧学院于2012年4月8日

成立，这是我国理工特色的综合性、研究

型大学首次创办戏剧学院，是高校参与文

化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

西安交大牵头建立“陕西工业技术研

究院，采用政产学研一体化的体制、完全

市场化运行的机制和产、学、研、用紧密结

合的产权结构，服务区域经济可持续快速

发展。 成立以来共组织实施16项陕西省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研发投资规模近5亿元。

注重文化传承创新

2011年4月28日，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

开园。 西安交大500名“小蜜蜂”作为首批入

驻的志愿者， 展示了交大学子积极昂扬的

良好风貌。传承和弘扬西迁精神，以交通大

学西迁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

大型秦腔现代剧《大树西迁》作为建国60周

年献礼剧目隆重上演。 2012年4月12日，西

安交通大学纪念钱学森百年诞辰图书出版

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致力电子信息技术研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以信息与电

子学科为主，工、理、管、文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 建校80余年来，

先后为国家输送了15万余名电子信息

领域的高级人才，成长起了14位两院院

士，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

贡献。

电子与信息学科特色鲜明

学校是国内最早建立信息论、 信息系

统工程、雷达、微波天线、电子机械、电子对

抗等专业的高校之一， 开辟了我国IT学科

的先河， 形成了鲜明的电子与信息学科特

色与优势。现有两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即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覆盖6

个二级学科，分别为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

与信息处理、物理电子学、电路与系统、微

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电磁场与微波技

术）、1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密码学），28个

省部级重点学科。

突出国防科研特色优势

多年来， 学校致力于电子信息技术

领域的系统研制、 科技攻关、 工程研发

等， 创造了我国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等

多项第一，包括第一台气象雷达、第一套

流星余迹通讯系统、 第一台可编程雷达

信号处理机、第一台毫米波通信机，以及

我军通信装备史上第一部“塞绳电报互

换机”、第一台“塔型管空腔振荡器”、第

一套“三坐标相控阵雷达”等，为我国信

息化、国防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学

校现有4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6个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16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4个省部级工程中心，建设有国防研究院

和空天研究院 ， 先后承担了“863”、

“973”、创新工程等1600余项重大、重点

项目，产生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进

一步奠定了学校在全国高校中突出的国

防科研特色优势地位。

积极打造协同创新平台

长期以来，学校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

积极开展国际国内的交流与合作，着力打造

协同创新的新平台，通过开展协同创新提升

学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

学校先后与70多个国家、 地区的大学及

研究机构建立友好关系，建有3个国家“高等

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引智基地，与国内电

子、航空行业的10余个研究所、研究中心、企

业集团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长安大学

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长安大学以工科为主， 理工结合，

人文社会科学和基础学科协调发展， 以

培养公路交通、 国土资源、 城乡建设等

三大行业专业人才为办学特色， 设有20

个教学院系， 有5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26

个部省级重点学科。

经过长期的办学实践， 学校形成了

“自强不息、 求真务实、 团结奋进、 追求

卓越” 的精神。 在新的历史阶段， 学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进一步落实教育

规划纲要， 坚持走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

和谐发展之路， 着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大学。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增强

学校具备优良的科研条件， 拥有两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9个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2个陕西省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拥有全国高校唯

一的汽车综合试验场， 建成了总面积超

过5万平方米的交通科技大厦和地学科技

大厦。 学校坚持产学研相结合， “十一

五” 以来， 科技创新能力快速增强， 承

担了包括国家“973”、 “863” 计划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

重点科研课题在内的科研项目3800余项，

6年总额突破23亿元， 2011年科研经费超

过5.8亿元。 荣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

二等奖在内的国家级科技奖项13项， 省

部级科技成果奖500余项。 学校积极参与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开展公路交通、 国

土资源、 城乡建设三大行业科技攻关，

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显著增强。

强化教学实践推进教学改革

学校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以教

学“质量工程” 建设为龙头， 强化学科

专业特色， 精心培育国家级、 省级特色

专业； 不断加大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力

度， 积极推荐申报国家级、 省级精品课

程； 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素质， 组织

评审推荐国家级、 省级教学团队与国家

级、 省级教学名师。 强化教学实践环

节， 推进实验实践教学改革， 鼓励学生

积极参加各类学术科技竞赛。 学校高度

重视大学生素质教育， 加强国家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 着力推进学生

工作的“三项工程” （新生教育工程、 校

园文化建设工程、 学生工作队伍建设工

程） 和“三项计划” （优秀人才培养计

划、 创新创业与就业能力提升计划、 奖

励与资助计划）， 取得了显著的人才培养

成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瞄准旱区农业发展增强创新能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秉承“经国

本、解民生、尚科学”的办学宗旨，深入贯

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各项工作实现迅猛

发展和新的跨越，正在积极创建产学研紧

密结合、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

学校充分利用省部共建优势，积极争

取办学资源，办学总收入达到17.2亿元，资

产总额达到26.42亿元，科教仪器设备总值

达到6.3亿元，师生工作学习环境条件进一

步改善。

学校承担3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项目： 构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新体

制；完善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充分发挥

教授治学的主体作用。

人才强校战略深入推进

学校积极实施“后稷学者”人才计划，

以超常规的热情、努力和举措推进人才强

校战略，使人才队伍的层次、学历结构进

一步优化。

学校每年投入各类人才经费由3000万

元增加到8000万元，引进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专家6人； 入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6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1人。

学科优势领域不断扩大

学校在动植物优良品种选育、水土保

持与生态修复、 旱区农业与节水技术、植

物资源保护与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经济管

理等学科领域有明显优势； 农业水土工

程、土壤学、临床兽医学、植物病理学、动

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等学科已成为具有重

要影响的特色与优势学科。

学校农业科学、植物与动物学两个学

科领域开始进入ESI学科排名全球前1%。

农业科技推广成效显著

学校依托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2005

年在国内率先提出并探索实施以大学为

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有效解决了

科技成果与生产实际脱节的问题，为探索建

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新体系做出重要贡献。

2005年以来，学校推广工作取得重要成

效：与全国50多个地方政府、企业建立科技合

作关系； 在我国农业主导产业区建立农业试

验示范站18个、示范基地60多个；在豫皖苏

等粮油主产区建立小麦、 油菜新品种示范园

30个，年推广面积2500多万亩；构建起多层

次、 多类型的农技培训体系， 受训农技骨干

2.5万人次、农民30多万人次；累计示范推广

农牧新品种和先进实用技术160多项； 累计

创造社会经济效益300多亿元。

陕西师范大学

为基础教育培养优质师资

陕西师范大学是国家培养高等院校、

中等学校师资和教育管理干部及其他高

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被誉为西北地区

“教师的摇篮”。

基础教育研究实力雄厚

学校有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基地2个， 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 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基地1个，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社会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 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4个， 陕西省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6个， 陕西省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个， 陕西省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6个， 各类研究中心 （所） 60

个。 此外， 学校还设有教育部西北高师

师资培训中心、教育部西北教育管理干部

培训中心、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以及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古都学会等几十

个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

学校从 2006级本科生开始推行

“2+2”人才培养新模式，并积极探索教师

教育“4+2+1”城乡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为

基础教育培养优质师资。

重视学生综合素质教育

学校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

地”、“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和“陕

西省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 多年来

高度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 大力弘扬

“厚德敦行” 文化精神， 建设高品位校园文

化。学校连续15年被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

授予“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集体”。

系列学术刊物入选名刊工程

学校编辑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当代教

师教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社会科

学评论》、《中国艺术教育》等学术刊物，其

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于2003年首批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名刊工程，成为国家重点支持建设

的11种高校社科学报之一。 学校拥有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公司出版社是全国年销售

额过亿元的10家高校出版社之一。

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学校积极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

与合作，设有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务院侨

办华文教育基地”，先后与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和

地区的70多所学校建立了校际友好与合

作交流关系，培养留学生4000余人。

兰州大学

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

兰州大学在“开发大西北”、“建立战

略后方”的战略目标指引下，成为国家高

等教育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一所

大学。 2002年和2004年，原甘肃省草原生

态研究所、 兰州医学院先后并入兰州大

学，使学校的学科更加齐全，综合优势更

加突出，迎来了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

兴校之举首在得人

兰州大学制定和实施了“萃英人才建

设计划”，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引进

和培养并重，扶持新秀，改善结构。 学校以

人才队伍评价体系、考核机制、薪酬体系为

核心，推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公开职位，

选贤纳才，招聘学院院长和研究院院长。

五年来， 学校新增两院院士4位、“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11位、长江

学者特聘及讲座教授9位，入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62位。 人才队伍呈

现出结构改善、总体提高、趋势良好的格局。

结合能力提升实施六项计划

学校制定和实施“兰州大学本科教

学质量提升工程”(“3468”工程)：重点培养

学术型、应用型、复合型3种类型人才；提

升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

力、就业创业能力4种能力；实施“生源质

量提升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

验计划”、“本科生综合素质提升计划”、

“实践教学质量提升计划”、“隆基教育教

学奖励计划”、“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

划”6项计划。

创新培养体系创立“萃英学院”

创立“萃英学院”，成为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特区”，学院设立五个萃英班，管理

模式国际化， 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

实现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有机统一为

核心，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草业科学学科设计与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获得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特等奖。

变西部地域劣势为科研优势

近年来， 学校着力推进科研体制改

革———以现代科研活动特点和规律为出发

点，改革科研工作考核机制；以质量和创新为

主导，建立并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组建校

内独立研究机构，形成科研工作新优势。

学校坚持做西部文章， 把地域劣势变成

学科建设的特色和科学研究的优势， 着力推

进“产、学、研”结合，把解决西部经济社会重

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促进区域发展作为大学

的重要使命。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开展工程训练。

长安大学研制开发的重型车综合检测系统。 经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训的农民走上哈佛大学讲堂。

陕西师范大学实施校县共建， 开创高校直接为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新路子。

学校开展四大沙漠的联合科学考察活动， 组建 “教授—研究生—本科生” 沙漠研究团

队， 以创新本科生科研训练的模式与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