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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存

深化改革 稳步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即将召开的党的“十

八大”，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大发展

和大改革的十年。 十年来，我国坚持规模、结构、功能、效益

协调发展， 把人才培养放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地位，不

断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为新

阶段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1999年，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人民群

众希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党中央、国务院审

时度势，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 在各

地区、各部门和高等院校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高等教育在

短期内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在1998年－2002年间，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由1022所增加到1396所，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

专科生由108.36万人增加到320.50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本

专科在校生由340.87万人增加到903.36万人， 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由9.8%提高到15%，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

阶段。
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党和政府始终将质量作为高

等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坚持高等教育数量扩充与质量提升

并重。 2001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为切实加强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12条意见，要求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把教育质量特别是本科教育质量作为评价和

衡量高等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高等学校要处理好新形势

下规模与质量的关系，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质量是高等学

校生命线的观念，进一步加大教学经费投入力度，采取措

施切实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该文件的贯彻落实，对于保证

和提高本科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4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1998年第一次教学工

作会议以来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围绕

“大力加强教学工作，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主题，研究了

加大教学投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以更多的精

力、更大的财力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的政策和措施。 2005
年1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的若干意见》，就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16条要求，强调

高等教育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工作重心的

转移，在规模持续发展的同时，把提高质量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培养数以千万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专门

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在“十一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高等教育

发展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

量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

确指出：“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优化结

构上， 加强研究与实践，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 2006年5月1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时强调：“高等教育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当控

制招生规模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切实把重点放

在提高质量上”。 2006年8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十一五’规划

纲要对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三项主要任务，必须切实抓实

抓好。 ”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必

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的

战略决策和部署，2007年1月22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

发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

意见》， 决定实施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简 称“质 量 工 程”），要 求 全 面落 实 科 学 发 展 观，坚 持

“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高

校的根本任务、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教学是高校的中心

工作的理念，按照分类指导、注重特色的原则，加大教学投

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充

分发挥高等教育在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

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质量工程”
建设内容包括“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课程、教材建

设 与 资 源共 享”、“实 践教 学 与 人才 培 养 模 式 改 革 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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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与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评估与教学状

态 基 本数 据 公 布”、“对 口 支 援 西部 地 区 高 等 学 校”6个 方

面，共 设立17个 建 设 项 目。 “质 量 工 程”是 继“211工 程”、
“985工程”和“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之后，
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又一项重要工程，是新时期深

化本科教学改革，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措施。

二、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效果显著，人才培养质量不断

提升

在过去的1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稳步发展，高等教育

总体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位居世界第1位。
据统计，2002年－2011年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由1396所增

加到2409所（含独立学院309所），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

生由320.50万人增加到681.50万人，高等教育本科、高职(专
科)在校生由1462.52万人增加到2308.51万人，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由15%提高到26.9%。 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为更多

的城乡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使我国由人口

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在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同时，以质量提

升为导向的各项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措施也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 特别是2007年1月启动的“质量工程”，通过重点建设

的6个带有基础性、引导性的项目，在提高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方面发挥了龙头作用。 在“质量工程”中，中央财政

资金投入25.9亿元，建设了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就业状况

数据库， 完成了专业设置预测系统的研发； 重点建设了

3376个特色专业点， 开展了70个专业的认证试点工作，委

托171个 教 学指 导 委 员会 完 成 了 各 自 专 业 的 专 业 规 范 建

设；立项建设了386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组织规划建设了

覆盖本科11个学科门类各专业和高职高专19个专业大类、
供普通教育本科和专科使用的各种形式的1万多种教材；
建设了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和学习支持服务平台、网络教育

统考网上考试系统及题库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系统及

题库； 建设了502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01个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资助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16340个、大学生竞赛活动38项次；建设了1013个国家级教

学团队、503门国家级双语课程， 表彰了400名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组织开展了150门精品课程的网络培训；研制出适

合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质量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初步

建立了每年定期公布学校教学状态数据制度；资助西部受

援高校的2200多名教师到支援高校进修提高，资助西部受

援高校的500多名教学管理干部到支援高校学习锻炼，建

设了120个西部高校数字化教室。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694
所本科院校参与了“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占全国本科院校

数量的85%。 全国96万名本科院校教师中，超过15万人次

参与“质量工程”项目建设。

2010年2月，教育部、财政部组织成立了“质量工程”研

究组，通过实地访谈、座谈会、专题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就

“质量工程”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调研。 在接受调查的高校教

师、高校教学管理干部和大学生中，超过63.8%的高校教师

和74.6%的教学管理干部认为“质量工程”对于提高高等教

育总体质量具有“非常显著”和“显著”的作用，超过62%的

大学生认为近年来所在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研究组

调查结果显示，“质量工程”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
提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意识。 “质量工程”强调，质量

是高校的生命线。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和高等学校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发展

所面临的新形势，及时把工作的重点从规模扩张转移到内

涵建设，从数量增长转移到质量提升，建立健全人才培养

质量保障体系，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社会各界对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视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政

府部门、社会各界和高等学校共同关心和重视人才培养质

量的良好环境和管理机制。
巩固了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针对部分高等学校较为

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质量工程”旗帜鲜明

地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是核心，本科教学是

关键”，强调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教学是高等学校

中心工作，要求高等学校重视本科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关

键作用。 “质量工程”实施几年来，人才培养工作和本科教

学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巩固。 接受调查

的64.3%的教师、77%的管理干部和69.5%的 大 学生 认 为，
“质量工程” 对巩固教学工作在高等学校的中心地位发挥

了显著作用。
促进了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质量工程”选择具有

基础性、全局性、引导性的项目，通过示范性的改革措施和

激励政策，引导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带动

了教育教学工作的全方位改革和创新。 通过“质量工程”的

实施，高 等 学校 在 教 育教 学 理 念、学 科 专 业结 构、教 学 内

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

改革，努力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有效促进了学生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充分调动了教师投身教学改革的积极性。 “质量工程”

高举教书育人是教师根本职责的旗帜，通过项目资助和政

策引导，坚持推进教授上讲台制度，积极鼓励教授、副教授

投身教学改革，极大地调动了教师投入教学和教学改革的

积极性。 63.7%的被调查教师认为，“质量工程”在调动自己

的教学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认为作用较小的只占4.8%。

64.9%的管理干部认为“质量工程”在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

性方面的作用显著，54.3%的学生认为“最近几年所在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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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教学方法有了明显改进”。
丰富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通过“质量工程”实施建设

了3862门国家精品课程，形成了涵盖不同学科专业、开放

共享的精品课程体系；建设了3376个特色专业，成为区域

性乃至全国性的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专业教师的进

修与培训基地、专业教学改革的示范基地；高等学校实验

实习实训教学条件明显改善， 并且通过实践教学资源整

合，极大地提高了实践教学资源的利用率。 精品课程资源

中心、继续教育（现代远程）教学数字化资源中心和高等学

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建设与示范等

项目实施，搭建了资源共享平台，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受

益面。
带动了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对本科教学的投入。 中央

财政安排25.9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质量工程”建设，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央财政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力

度最大的一次投入。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支持“质量工程”建设的拉动下，各省（区、市）和高校共计

投入“质量工程”专项或配套资金158亿元，其中，各省（区、
市）投入累计达69.44亿元，109所部属高校累计投入超过32
亿元，地方高校累计投入超过56亿元，为改善高等学校办

学条件、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
形成了国家、 地方和学校三级联动的 “质量工程”体

系。 在“质量工程”国家项目的引导和带动下，全国31个省

（区、市）先后启动了地方“质量工程”， 109所部属高校和

535所地方本科院校相继设置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由此

形 成了 国 家、地方 和 学 校三 级 联 动的“质 量 工 程”建 设 体

系，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三、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本科人才培

养质量

2010年7月颁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

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 ”为了贯彻落

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2011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颁布

了《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继续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现简称“本科教学工程”）；2012年3月教

育部颁布了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和

《高等教育专题规划》， 对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指出了我国

本科生人才培养的改革方向。
坚持内涵式发展，巩固本科教学基础地位。 从国家层

面讲，我国将以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为指导，保持公办

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

内涵式发展道路，开展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支持优势

特色专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和农林、水利、地矿、
石油等行业相关专业以及师范类专业建设。 从高等学校层

面讲，高校要把本科教学作为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在领

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经费安排和工作评价都要体

现以教学为中心。 高校要制订具体办法，把教授为本科生

上课作为基本制度，将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聘用的

基本条件。 我国将以“本科教学工程”为抓手，完善国家、地

方、高校三级“本科教学工程”体系，发挥建设项目在推进

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上的引领、示范、
辐射作用。

加强质量标准建设，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 为

了使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与评价有据可依， 我国将组

织研究制定覆盖所有专业类的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推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行业组织和高校联合制定相应的专

业教学质量标准， 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人才培养质量标

准体系，落实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创新思维和

社会实践、 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要

求。 高等学校要根据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专业教学质量

标准以及本校的实际， 制订科学的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

方案。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

我国本科教育要树立全面发展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

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和系统培养观念，注重创新性、
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和选择性。 具体而言，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探索高等学校

与有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模式，强化

实践育人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深化课程体系和教

学内容改革，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一批精品视频公开

课程和资源共享课，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创新教育教

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促进科

研与教学互动，支持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着力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将其贯穿人才培养全过

程，支持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完善国家、地方、高校三

级项目资助体系；加强教学管理改革，积极推进以选课制、
弹性学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学分制改革，完善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提高和个性发展的评价方式，形成有利于学生自主学

习、主动学习的良好机制。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提高本科教

育教学质量，核心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我国将

依托国家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重大科研项目

以及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在各学科领域努力造就一批具

有战略眼光、 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

求的学术领军人物，培育一批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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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结合的高水平创新团队。 同时，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工作力度， 有计划地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

的学科领军人物、高端人才、学术团队和一大批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优秀教师；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培训和

支持力度， 不断提升中青年教师学历层次和具有博士学

位的教师比例；推动高校普遍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重

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 有计划

地开展教师培训、教学咨询等，提升中青年教师的专业水

平和教学能力。
完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度，建立全方位的质量保障

和监控体系。 我国将加强对高等学校的分类评估、分类指

导，坚持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建立以高校自我评估为基础，
以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

估、国际评估为主要内容，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

元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评估制度；加强高校自我评估，健全

校内质量保障体系，完善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立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实行分类评估，对2000
年以来未参加过评估的新建本科高校实行合格评估，对参

加过评估并获得通过的普通本科高校实行审核评估；在工

程、 医学等领域积极探索与国际实质等效的专业认证，鼓

励有条件的高校开展学科专业的国际评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吴绍芬）

◆武贵龙

从党的“十六大”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我国积极推

动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各项事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十年来，伴随着国力的日益

强盛和体制、机制、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高校科技始终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

略，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两个着力点，取得了显

著成绩，实现了跨越发展。

一、高校科技发展的显著成绩

我国高校科技事业与整个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经过“十五”、“十一五”两个五年计划

的顺利实施和“十二五”计划的强力开启，高校的科技工作

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地方行业需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培养和汇聚创新人才的能力显著

增强， 技术转移能力和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为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应该说，这十年来，是

高校科技工作腾飞和跨越的重要时期。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科技竞争力稳步增强，取得一批标志性的自主创新成

果。 “十五”期间，高校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75项，占全

国授奖总数的55.07%；技术发明奖64项，占全国授奖总数

的64.40%；科技进步奖433项，占全国授奖总数的53.57%。

“十一五”期间，高校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102项，技术

发明奖151项，科技进步奖711项，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数量 占总 数 的65%。 2011
年，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

的数量占总数的近70%，其中，高校获得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23项，占总数的63.9%，获得技术发明奖29项，占总数的

70.7%，获得科学技术进步奖162项，占总数的74.3%。 其中，
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为105项， 占总数的48.2%。 同时，
“十一五”期间，高校承担科技任务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共

承担各类课题153.3万项，全面参与了国家16个科技重大专

项的研究任务， 承担了50%以上的973计划和重大科学研

究计划项目，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年均保持在

80%以上；2011年， 高校获得973计划、863计划项目分别达

到70%和30%。 “十一五”期间，高校授权专利数累计接近

11.55万件，年均增长40.1%。 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高校不

仅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渠道，也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

量。
创新基地布局日趋完善，科研平台建设步伐加快。 在

国家正式批准试点的国家实验室中，依托高校建设的占一

半以上。 “十一五”期间，高校新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141
个；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项，实现了高校牵头承担

乘势而上 实现高校科技跨越发展

◆◆◆◆◆◆◆◆◆◆◆◆◆◆◆◆◆◆◆◆◆◆◆◆◆◆◆◆◆

特 别 视 线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