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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看变化•高等教育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新成就、迈上新台阶、
进入新阶段，对国家发展贡献度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我国正在
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具体来讲可以概括为“三高、三新、
两加强”
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699 万
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 1/5，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
已经达到 748 万，毕业生规模突破 700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30%增长到
42.7%，我国正在快速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
二是高等教育质量显著提高。一批高校和学科世界排名显著提升，2012
年-2016 年，进入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前 500 名的内地高校从 31 所增加至 98
所，进入 ESI 前 1%的学科数从 279 个增加到 770 个，有学科进入 ESI 前 1%
的高校从 91 所增加到 192 所。2016 年我国成为国际工程联盟本科教育互认
协议正式成员。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取消和下放 15 项高等教育有关行政审批
事项，114 所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章程核准工作全部完成。
三是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贡献度显著提高。为国家输送了超过 3000 万大
学毕业生，高校以全国的 9.4%的研发人员、7%的研发经费，发表了全国 80%
以上的 SCI 论文。高校科技经费总额达到 6531 亿元，牵头承担 80%以上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一大批 973、863 等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高校服务企业
社会需求获得的科研经费总额超过 1791 亿元，
占高校科研经费总量的 27.4%。
科技成果直接交易额超过 130.9 亿元，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全国年发明专利
授权总数的五分之一。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各类项目批准立项 18700 余项，
高校提交各类资政报告 4.3 万篇。大学生参加暑期“三下乡”活动累计高达
近 2000 余万人次，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累计 1000 余万人次。
四是高等教育公平取得新进展。实施了“一省一校”高水平大学建设项
目，共有 14 所高校获得 56 亿元的中央财政支持。实施了中西部高校基础能
力建设工程，
共有 24 个中西部省份的 100 所高校获得 100 亿元中央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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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千名中西部大学校长研修计划”，支持了 1012 名中西部高校领导赴
世界一流大学专题研修。实施了面向中西部高校教师学历提升的优惠政策，
每年单独划拨 400 名左右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实施了对口支援西部高
校工作，已有 100 所高校对口支援 75 所西部高校。累计支持 73 所医学院校
为中西部招收培养 4.2 万余名定向本科全科医学人才。实施国家农村和贫困
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2012 年以来累计招生 27.4 万人。通过实施特殊招
生政策，累计培养少数民族人才 60 多万人。
五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取得新突破。举办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吸引 2000 多所高校、数百万学生参与。19 所高校入选国家级双创
示范基地，200 所高校被认定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近 500 所高
校设置了创新创业学院。初步建成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创新
创业教育专职教师数逾 2.6 万名，创新创业兼职导师数超过 7.6 万名。开设
超过 2.3 万门创业教育课程，组织编写出版创新创业教育教材近 3000 本。建
设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近 1.4 万个，成立创新创业社团超过 1 万个，举办
创新创业讲座论坛超过 4 万场。安排创新创业教育专项资金约 70.4 亿元，资
助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超过 26 万个。全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呈现出多点突破、
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
六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取得新成果。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增
本科专业布点 10800 多个，增设 82 个新兴战略产业和民生急需的新专业，基
本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全覆盖。研究制定 92 个本科专业类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投入 45 亿元实施本科教学工程和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
项，建设了 30 个国家级教师教学示范中心，100 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成
992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2886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近 2000 门慕课课程。
超过 700 万人次在校生获得线上线下结合的慕课学习学分。
七是高等教育协同育人机制不断加强。在新闻传播、法学、医学、农林、
工程、教师等教育领域实施系列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覆盖千余所高校，
惠及 140 余万学生；实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覆盖 350 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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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多家科研院所，每年惠及近 17 万学生。推动 500 多所高校与千余家国内
外知名企业共同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19 所高校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试验计划，共培养出四届毕业生 3500 名，支持学生总数累计达 7600
名。
八是高等教育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支持全国高校聘任长江学者 1681 人，
引进千人计划专家 2675 人，占创新类人才同期引进总数的 68.6%。教育系统
共有 1357 名专家入选“万人计划”，占创新类人才入选总数的 63.6%。全国
高校在校大学生党员总数逾 211 万人，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 7.7%，共有学
生党支部 7.96 万个。全国高校教职工党员总数为 125 万人，占高校教职工总
数的 56%，共有教职工党支部 10.06 万个。
来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17 年 9 月 28 日
二、首份本科教育“国家报告”出炉：我们离一流本科教育还有多远？
10 月 16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发布《中国本科教育质量报
告》，这是我国首份专题性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报告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
评估中心会同厦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专家团队联合研制。
报告聚焦“本科教育”这一高等教育质量的着重点和发力点，以数据和
事实说话，全面回顾我国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进展，精确研判我国高校本科教
学质量现状，准确分析影响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的突出矛盾和现实问题，展示
了我国本科教育与世界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差距，以此为我国建设一流本科
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引导大学重新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本科教育做大做实
截至 2016 年，我国普通高校达到 2596 所，普通本科高校达到 1237 所，
本科院校成为高校增长最重要的主力军。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招生规模 405 万，
在校生规模突破 1613 万，普通本科毕业生规模突破 374 万，我国已成为名副
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数据显示，2005-2015 年十年间：
本科院校数量持续增加，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向高位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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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高校从 701 所增长到 1219 所，增长率 73.9%。本科高校与专科
高校占比从 39.1%与 60.9%分别调整至 47.6%与 52.4%，普通本科高校数量已
逼近专科高校，占到全国普通高校的半壁江山。
本科教育在学规模平稳发展，教育公平进程加速。
全国本科招生数（含成人和网络教育）从 352 万人增加到 566 万人。在
本科招生结构中，普通本科招生占近 70%，网络本科和成人本科招生占 30%。
普通本科招生数占高考录取人数比例从 46.9%增加到 55.6%。
高校在校生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本专科在校生规模从 1562 万人增加
到 2625 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数从 849 万人增长到 1577 万人，所占
比例从 54.3%增加到 60%，本科生规模已经超过专科生，成为我国实现高等教
育大众化进程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本科毕业生数稳步增长，人力资源供给充足。
全国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从 1613 人增加到 2524 人。全国
本科毕业生（含成人和网络）从 241 万人增加到 520 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毕
业生数从 147 万人增长到 359 万人，十年来本科累计毕业生达到 2853 万人，
相当于增加近三年的城镇就业人口。本科毕业生占新增城镇就业人口比例从
22%增加到 47.2%。本科毕业生已经成为我国新增人力资源的最重要发动机，
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
本科专业结构日趋优化，经济社会适应性向好。
从分科类招生结构看，管理学、工学、艺术类专业招生数占比呈上升趋
势；外语、法学、理学以及师范类专业招生数占比呈下降趋势；文学、历史
学、哲学、农学、医学类专业招生数占比基本不变。招生比例最高的前三位
是工学（34%）、文学（19%）
、管理学（18%）。
从在校生结构看，工学、文学、管理学、艺术类专业在校生呈上升趋势；
师范、理学、外语、法学类专业呈下降趋势；医学、教育学、农学、历史学
变化不大，哲学类专业趋于边缘化。在校生比例最高的前三位是工学（33.3%）、
文学（18.8%）、管理学（18.5%）。
从毕业生结构看，工科类专业略有下降后又回升，并始终维持在 30%以
上的比例；文学、管理学、艺术类专业毕业生呈上升趋势；师范、理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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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农学类专业呈下降趋势；医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专业基本维持不
变。
教学条件大盘点
盘点一：教学条件怎么样？
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保障教学建设先行地位。
截至 2015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支出 18144
元，是 2005 年 5376 元的 3.4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2%。普通高校生均公共
财政公用经费支出 8280 元，是 2005 年 2238 元的 3.7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4%。
教学经费占教育经费超 1/3，保证日常教学基本运行。
根据 2015 年全国 900 余所普通本科高校教学状态数据监测显示，各校累
计教育经费 3578 亿元，其中教学经费累计 1239 亿元，教学改革专项经费 221
亿元。校均教育经费为 39403 万元，其中教学经费 13647 万元，教改专项经
费 2432 万元。普通高校教学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比例平均为 34.6%，其中“211
工程”高校占比最高，之后依次是独立学院、普通老本科高校、“985 工程”
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
盘点二：师资队伍知多少？
教师数量持续增长，生师比达到合格要求。
从数量上看，1995-2015 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教职工总数从 106.5 万
人增加到 236.9 万人，跃居世界第一。1999 年扩招后高校生师比迅速攀升的
现象得以缓解，从 2006 年至今，全国普通高校生师比保持在 17.5 左右，总
体达到《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
》的合格要求。
教师学历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生学历比例超过一半。
2010—2015 年短短五年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人数从 20 万人增加到 33.8 万人，
具有硕士学位人数从 46.3 万人增加到 56.9
万人，具有硕、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从 48%增加到 58%，“985 工程”高校
和“211 工程”高校具有硕、博士学位专任教师的比例分别达到 88.9%和
87.2%，接近发达国家高校平均师资水平。
职称结构不断优化，中高级职称占据较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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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普通本科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人数从 52.6 万人增加到
65.9 万人，比例增长了 3.6 个百分点，中级职称人数从 51.7 万人增加到 62.8
万人，比例增长了 2.3 个百分点，“985 工程”高校和“211 工程”高校具有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均超过 60%。
教学条件大盘点
盘点三：课堂教学说喜忧。
加大课程开发力度，课程资源满足基本教学需求。
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累计开设课程 101 万余门。其中
“985 工程”高校校均开课 3057 门，“211 工程”高校校均 2284 门，普通老
本科高校校均 1837 门，新建本科高校校均 875 门，独立学院校均 769 门。
从生均占有课程数看，各高校生均占有课程门数平均为 0.09 门，占有课
程门次数平均为 0.25 门次。“985 工程”高校生均占有量为 0.13 门（0.31
门次）
，其余类型高校为 0.11 门（0.28 门次）
。
从开课的比例结构看，各高校开课门数中，专业课数量占比达到 87%，
公共必修与公共选修课占比分别为 7%和 6.4 %,仅“985 工程”高校公共选修
课占比达到 10.7%,这说明我国本科高校总体上仍沿袭了较强的专业教育模
式。
加强课程师资配备，巩固教授上课制度，引导教师投入教学。
根据 2015 年全国 787 所高校教学状态数据监测显示，各高校累计投入教
师 686554 人参与课程教学，其中专业课累计投入 456656 人（占全部任课教
师 数 66.57%），公共课累计投入 229298（占全部任课教师数 33.43%）。其中
教授 84657 人，副教授 186565 人，教授占任课教师比例为 12.3%，副教授占
比为 27.2%，副高以上占比达到 40%，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得到一定
程度的扭转。
强化课堂质量评估，初步建立起评价机制。
根据 2015 年 924 所高校教学状态数监测显示，95.8%的高校（885 所）
实施了学生评教，76.7%（709 所）实施了同行评教，82.5%（762 所）实施了
专家评教。
从评教课程覆盖率看，学生评教覆盖了 92.5%的课程，同行评教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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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专家评教覆盖率 48%。校内学生评教优秀率达到 76%，优良率达到 97%；
校内同行评教优秀率达到 67%，优良率达到 95%；校内专家评教优秀率达到
48%，优良率达到 91%；校外专家评教优秀率（根据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数据统计）达到 35.8%，优良率达到 78%。
尽管取得了诸多进步，但是同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相比，我国高校课堂教
学总体状况仍存在不少令人担忧之处。例如，大班上课现象仍比较普遍，课
堂教学“单声道”现象还未得到根本扭转，教师对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迟
缓，课堂教学效率及质量评价的多元性和信效度还需要提高等等。
吹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集结号”
展望 2030，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报告也
开出了“药方”。
一是贯彻“立德树人”总要求，实现本科教育目标的三个战略性转变，
包括向素质性目标转变、向主体性目标转变、向培养具有全球责任的社会公
民和世界公民目标转变。
二是确立“教学学术”理念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通过制度重建
营造重视教学学术、重视教学中心地位的学校氛围与环境。
三是聚焦学生和学习，切实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并在落
实落细等方面精准发力。
四是切实加强大学教师教学能力建设，改变以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为中
心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突出教学和人才培养在学校管理制度中的中心地位，
使教学改革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工作成为“硬通货”，从根本上扭转“重科
研、轻教学”的现象，彻底解决科研排斥教学甚至压制教学的问题。
五是注重质量文化建设，形成“内源性”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保障教育
教学质量的内生机制，形成自下而上重视本科教育教学的动力，改变单纯依
赖自上而下行政驱动的局面，是我国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重中之重。
来源：最好大学网 2017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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