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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方案 
 

根据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简称《总体方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

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简称《实施

办法》），教育部《关于编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的通知》

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发展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目标 

（一）学校总体目标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照《总体方案》《实施办

法》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落实“四个服务”，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为标准，强化内涵式发展，以学科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以改革为动力，自觉传承办学“红色基因”，与国家同向而行，与社

会同频共振，与时代同时奋进，努力把大连理工大学建设成为特色鲜

明的世界一流大学,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左右实现重点突破。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方向，以一流工程教育为战略核心，以强势工科为突破口，促进基

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融合发展、传统工科与新工科交叉汇聚，推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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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等主干学科领域和若干优势学科群迈入世界一流行列，以人才

智力支撑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持续提升，形成学科结构优化、办

学质量全面提升、师德师风学风优良、内部治理结构完备的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基本格局。 

到 2030 年左右实现综合提升。优化学科战略布局，形成包括工

学、理学、管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多个学科门类的世界一流水平学科

群，引领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

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形成鲜明特色和综合优势，初步实现建成特色鲜明

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到 2049 年建校 100 周年实现整体跨越。形成以主干学科（群）

为牵引的多门类一流学科的综合优势，在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

果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在世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与国家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同步实现学校的一流目标，全面建成特色鲜明的世界一

流大学。 

（二）学科总体规划 

1.学科布局 

坚持以培养中国特色、大工特质的世界一流人才为学科建设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学科建设的根本面向；

坚持以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为学科建设的主要指向，不断加强

学科战略布局的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根据建设总目标，以一流学科布局奠定一流大学格局，夯实“拔

尖、厚基、拓面、交叉”的学科布局，推动学科架构和内涵建设的创

新，以一流学科支撑、引领学校整体迈入世界一流行列。 

把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放到战略位置。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

技前沿，强化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协调，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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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统筹传统学科增量布局和跨学科新兴交叉布点两

种模式，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交叉学科平台和新兴学科增长点，促进

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和传统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2.建设目标与战略举措 

到 2020 年，形成 5-7 个高原学科或优势学科群，催生建设 2-3

个具有显著国际影响力，且具有特色的高峰学科。9-11 个学科领域

进入 ESI前 1%，3-4 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前 1‰，力争工程学进入 ESI

前万分之一。通过学科交叉，带动海洋、生命、信息、材料等领域相

关学科的快速发展。到 2030 年，若干学科群或学科方向进入世界一

流前列；到 2049年，形成支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体系。 

——面向未来，前瞻布局，推进强势学科高峰化。作为学校支柱

的强势（主干）学科，围绕国家经济、国防建设的重大需求和学科发

展的国际前沿，不断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

实现优势再造，率先迈入世界一流行列。 

——强化特色，提升内涵，推进传统学科高新化。对学校发展起

支撑作用的传统学科，要进一步强化学科特色，明确学科目标与定位，

加强各学科间的相互协作，发挥群体效应。 

——着眼前沿，注重应用，发展一流基础学科。强化战略性、前

瞻性和原创性基础研究，构筑高水平基础研究基地，实现快速跨越发

展；注重向应用方向延伸和发展，深化理工融合，加强对学校工科的

支撑作用。 

——立德树人，思想引领，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打造优势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以“强特色，显优势，打造精品”为目标，统筹谋划哲学社会

科学学科发展，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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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壁垒，服务导向，实现新兴交叉学科集约化。打破学科

壁垒，促进学科优势力量的汇聚和集成，推进和培育海洋、生命、信

息、材料等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加大谋划大型校级公共平台建设，为

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提供平台保障。 

3.重点建设学科群 

学校以工程、化学为口径组建学科群。工程学是把自然科学中基

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原理应用到生产实践活动和工程技术活动所形

成的多学科的总称，在国内学科分类中也称为工学。现代工程学具有

跨学科交叉和多学科集成的显著特征，对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具

有支撑和引领作用。  

我国学科体系侧重在学科门类下按一级学科细分，而 ESI、USNEWS

等国际学科分类中，工程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侧重宽口径及

多领域交叉研究，涵盖了我国学科分类中数十个一级学科，如力学、

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

气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

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软件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 

结合学科建设目标，学校以重大基础共性问题和重大工程任务为

牵引，紧扣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高端智库、源头创新等战略主题，

整合学校工学、理学、管理学等优势资源，重点以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控制科学

与工程、软件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物理学、数学等一

级学科为基础，建设化学化工、建设工程、装备制造、力学、信息科

学等高峰学科群，建设管理工程、数理等优势学科群，进一步提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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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实力水平。同时，通过学科交叉等措施，加强生命、信息、材料、

海洋、纳米技术等新兴学科建设。 

4.重点建设学科群的带动作用 

以学科群的形式进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是整合优势资源，凝练

办学特色和品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必然选择。学校重点建设的优势学科群所包含的一级学科均为学校

的优势和特色所在，能够引领和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同时，具有非

常强的学科包容性，通过学科交叉能够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 

优化学科战略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学校优势特色及服务社会

能力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学校围绕创新驱动、开放驱动等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立足辽宁高端装备制造和沿海区位等优势，坚持

以彰显特色、打造一流为核心，以支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及服务辽宁

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为导向，将优势学科按学科群方式组合建设，

通过重点建设若干工程类学科群，支撑工程学领域冲击 ESI 前万分之

一；重点建设信息科学与管理工程科学学科群，对接人工智能、云计

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等领域，并

通过学科交叉，提升核心竞争力。 

创新组织模式，催生学科增长点。打破现有一级学科间的屏障，

创新组织模式，有利于促进学科间的相互交叉、融合与渗透，形成学

科间互联互补、共生共荣的机制。由主干学科、支撑学科和相关学科

构成的学科群体系，有利于不断优化原有一级学科结构，实现学科发

展的综合效应、交叉效应，集成多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培植新的学科

增长点，产生新的学科方向，打造更多学科高峰，提升学科的核心竞

争力。 

科研与教学互动，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强化学科群建设、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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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互动，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实践、重创新且适应现代

科学技术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学科群内不同学术思想的相互交融，不

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以及各种理论在不同学科间引用,为创新性人

才的培养创造环境，拓宽学生知识面，促进学生充分吸收各学科的理

论、知识、方法，在更宽的学科领域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科学精神

和创新创业意识。 

集成群体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学科群的建设，有利于学科资源

的合理配置，减少重复建设和浪费，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提高办学效益，促进学科和学校发展。学科群建设，使仪器设备、科

研场所等教育科研资源实现共享，能够使学校原有特色学科更加彰显，

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又能够辐射、带动学科群内相对薄弱学科的

发展，使学科逐步呈现均衡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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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基础 

经过长期重点建设，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人均学术贡献度

在国内名列前茅，若干学科领域按可比指标已经跻身世界的前百分之

一、千分之一，在国家、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核心竞争实力

显著提升，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办学理念与办学定位 

大连理工大学成立于 1949 年 4 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

前夕，面向中国工业体系建设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学校

建校之初为大连大学工学院，1951 年独立办学成为大连工学院（教

育部直属的四大工学院之一）。1960 年 10 月被确定为教育部直属全

国重点大学；1986 年 4 月设立研究生院；1996 年启动实施“211 工

程”建设，教育部、辽宁省、大连市共建大连理工大学；2001 年启

动实施“985 工程”建设，教育部、辽宁省、大连市重点共建大连理

工大学；2003 年被中央确定为中管干部学校；2012 年 12月教育部正

式批准大连理工大学建设盘锦校区。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李一氓、

吕振羽、段子俊、屈伯川，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钱令希、张大煜、毕

德显、王希季等曾在校工作。建校 68 年来，学校传承红色基因，始

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始终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办学的生命线，

为党和国家培养了 25 万优秀人才，涌现出一批治国栋梁、学术大师

和兴业英才，包括原中央政局常委尉健行、核潜艇之父彭士禄、北大

前校长陈佳洱、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等等，

赢得了“学在大工”、“创新在大工”的办学声誉。 

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的

领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培养精英人才、促进科技进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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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为办学宗旨。 

学校坚持“高水平、研究型、有特色、国际化”的办学定位，突

出理、工、管优势，不断优化理、工、经、管、文、法、哲、艺术等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 

（二）优势特色及国际影响 

1.办学优势 

——学科建设。经过长期重点建设，一批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

学科发展迅速，部分学科或学科方向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学

校有 9 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前 1%，其中工程学、化学

进入全球前 1‰，论文总引用数位列国内高校第 17 位；12 个学科领

域进入 QS世界学科排名前 500名，上榜学科数位列国内高校第 17位； 

5 个学科领域进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前 200名，其中化学

位列世界第 43 位。 

——师资队伍。学校全面落实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的

支撑引领作用，着力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截至目前，学校共

有院士 13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1 人，“千人计划”

入选者 32 人（其中“青年千人”17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 29人、讲座教授 14人、青年学者 7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36 人，“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10 人，“973 计划”青年

科学家专题项目首席科学家 2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员 15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23 人，教育部创新团队

10 个。 

——人才培养。学校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扎实推进教

育教学改革，成为国家首批“卓越工程师”计划学校、国家首批大学

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试点学校之一、工程教育改革十所试点学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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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硕士教育创新院校、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试点高校。学校现有

27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5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12 个类别专业学位授予权。有 87 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

专业 23 个。有 4 个国家级教育、教学基地，8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2 个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7 个国

家级教学团队。 

——科学研究。学校有 1 个国家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3 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3 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4 个国家级工程实验室,1

个国家大学科技园，1 个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1个国家级技术中心，

1 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1 个国家知识产权（辽宁）培

训基地；有 25 个部省级重点实验室，28 个部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工程实验室）；6个国家创新研究群体，3 个科技部创新人才推

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0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科技论文在三大

检索中成绩稳定，SCI 收录论文在全国高校中排名前 20 位左右，EI

收录论文在全国高校中排名前 14 位左右。 

2.办学特色 

建校以来，学校坚持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为国家

现代化、工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牢牢把握国

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加快东北振兴等

多重机遇，积极回应创新驱动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推动内涵式发展、

双一流建设等一系列新要求，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工科特色鲜明，形成多科格局：工科既是学校的办学主体部

分，也是学校的优势特色所在。学校历史上以“大连工学院”享誉海

内外，也以强势工科为主要支撑跻身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之列；理

科在工科为主的高校中具有比较优势，与优势工科融合发展，相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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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工科、理科、管理学科和人文社科学科等共同构成学校的多学科

格局，文理渗透、工管结合，既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也为培养复合

型创新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大工的管理工程学

科群异军突起，在国内最早引入美国 MBA 教育（被誉为“中国 MBA 教

育的发祥地”），一方面承担了国有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的任务，

另一方面培养了大批懂工程、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科研创新，服务国家战略：广大师生和校友在共和国及东北

老工业基地建设发展历程中，为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艘核潜艇、

第一座现代化油港、第一根无缝钢管、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第

一台激光器等共和国科技史、工业史的多项“第一”的诞生作出了卓

越贡献。新时期，广大教师坚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围绕国家重

大战略，发挥工科和应用理科优势，“硬脆材料复杂曲面零件精密制

造技术与装备”（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成果）攻克了国防尖端科技难

题；结构优化研究成果帮助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瘦身”，助力国产大

型客机 C919 首飞；研制 1 级精度基准标准齿轮，填补国内外空白；

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立足区域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优势，打

造“大国重器”，突破十万空分高端压缩机组、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核

主泵、大型硬岩掘进机、海洋浮式起重机等重大装备核心技术，科研

成果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红色基因，涵育优良校风学风：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大工

不断培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优良传统，主要表现在：红色教育家带来

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爱国知识分子带来的科学报国和严谨求实精

神，一大批优秀学子铸就的刻苦读书、成才报国的进取精神。这些光

荣的办学传统，铸就了学校特有的“红色基因”，涵育形成了“海纳

百川、自强不息、厚德笃学、知行合一”的大工精神，“团结、进取、

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奠定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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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影响 

学校坚持“以我为主、开放办学”的国际化战略，与海外众多知

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以开放的视野和胸襟，看齐

一流标准，引进优质资源，拓展合作空间。 

——实质性国际合作不断拓展。学校目前已与 29 个国家和地区

的 205家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集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

际合作关系，并以东北亚为基础，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拓

展，学校有 3 所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6个高等学校学科创

新引智基地。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共建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孔子学院成

为 40 家“全球示范孔子学院”之一。 

——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学校已开发公派留学、交换

学习、自费修学分、联合培养、海外实习、短期交流访问、社会奖学

金、中外合作办学等八大类、150余项校际海外交流项目。英文授课

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进步显著，建成全英文授课本科专业 4 个、硕士

专业 54 个、博士专业 96 个，全英文授课课程建设成果丰硕。其中，

《物理化学》等 4门课程入选教育部来华留学英文品牌课程。 

——一批教师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力学学科在国际上具有较高

知名度，程耿东院士当选国际结构与多学科优化学会主席和俄罗斯科

学院外籍院士；有 5 人担任 5 个国际学术组织的主席、执委、理事等

职务，13人担任 28 个国际学术期刊的副主编或编委；化学化工学科

群与美、英、德、日等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了 10 余个联合研究中心，

包括 10 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知名学者 300 余人次访问交流，

人工光合作用研究所孙立成教授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优秀青年

学者王正汹教授担任国际托卡马克研究组织（ITPA）专家和亚太核聚

变国际会议大会主席；彭孝军教授入选汤森路透发布的 2015-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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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孙立成教授入选 2014 年、2017 年全球“高

被引科学家”；29 名学者入选爱思唯尔发布的 2016 年中国高被引学

者。 

——一批优秀校友享誉海外。崔占峰校友受聘为牛津大学首位华

人教授，任牛津大学组织工程与生物处理工程中心主任，当选为英国

皇家工程院院士；李琳校友是曼彻斯特大学激光加工中心的创始人，

工程与物理学部副部长，美国激光学会主席（2016），前国际光子与

激光工程学会主席，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孙钰校友是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教授，世界机器人生物操作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当选为加

拿大工程院院士；雷蕾校友出任美国罗格斯大学商学院院长等等。 

（三）重大成就 

大连理工大学充分发挥理工等多学科优势，坚持理工结合，教学

和科研相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

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工程学、化学等学科领域产生了系列重

大原创性成果。 

1.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 

学校构建了包括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卓越工程师、交叉学科人

才、协同育人、研究生分类培养等五大类具有我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覆盖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跻身国家首批“卓

越工程师”计划高校、工程教育改革 10 所试点高校、全国工程硕士

教育创新院校、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试点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成果丰硕。每年大约有 50%以上的学生参加了创新

创业训练项目，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数千项，3项创

新创业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学校先后获批国家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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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全国首批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

地、全国首批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和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等荣誉称号。 

学校注重文化育人、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领，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每年组织的校园文化节已成为城市的重要文化节日，

发挥了文化辐射带动作用，其中嘉年华活动被教育部评为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2016 年校辩论队荣获第六届世界华语辩论

赛冠军，模联代表团在纽约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实现团体奖、个人奖大

满贯。 

2.精细化工产品工程与资源高效清洁利用 

精细化学品的高功能性与高附加值是国际化学工业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志。研制系列新型喷墨染料耐紫外牢度达 7-8 级，获中、美、

日、欧等发明专利，大规模应用于桌面打印墨盒，年产墨盒 7000 万

套，约占全球通用打印墨盒 20%以上的市场份额，出口率大于 85%，

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得到国际高度认同的喷

墨染料技术体系之一。创制出同结构类型综合性能最好的单发色体、

反应基团或发色基团连接的双发色体反应型染料，形成了可配套使用

的全色系高档染料；创制了红、黄、蓝、黑四色近 100%固色纤维数

码喷墨印花染料，解决了长期困扰世界染料行业的难题，为染料行业

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膜分离理论为指导，创制了系列高耐溶

胀有机蒸气分离膜，在 30 余项化工有机尾气回收中应用，打破了国

外膜材料的市场垄断；开发了 CO2吸附精馏耦合技术和成套装备，建

成万吨级以上 CO2吸附精馏耦合的装置 40 余套，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99.9999%的超纯 CO2 工业化制备;开发的过膨胀低温耦合分离技术和

多股流绕管换热器，在以“西气东输”为代表的天然气输送、核电、

煤化工等国家战略性工程中应用，累计建设 300 余台套，单台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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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m
2
，为全球最大。 

研究成果在 Nature、Science 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SCI、

EI 收录论文 3000余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3项，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 4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蹇锡高教授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彭孝军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孙立成教授当选瑞典皇家

工程院院士，孟长功、高占先、李志义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3. 重大水利土木工程建设关键技术及运行安全监测与调控 

近年来围绕海岸与海洋工程、工程防灾减灾、高坝和核电站工程

抗震、水资源与水电调控等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开展系统

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近十年来，牵头获国家科技奖励二等

奖 8项、教育部科技奖励一等奖 4项、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1个。 

海岸和海洋工程团队，解决了海洋水动力因素和浮体水动力特性

相关的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自主开发了国际领先的造波系统和装备、

新型防波堤结构及离岸养殖新装备，相关成果牵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 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1项（2010）和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2015）；工程防灾减灾团队，系统研究了结构振动控制技术、大

规模传感网络、多类型数据同步采集、远程通信与数据管理的技术体

系及岩质边坡与隧洞失稳破坏的微震波形识别技术，获批 1 个国家基

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相关成果牵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

（2015）、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2010、2013）；高坝与核电厂工

程抗震团队，建立了混凝土和堆石料动态特性试验系列设备，研发了

多套工程抗震分析软件，形成了完整的水电、核电抗震适应性分析与

安全评价理论体系，相关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2010、2012、

2014），并应用于我国六十余座水电工程和超过 80%的核电工程；水

库群量质能调度研究团队，构建了大规模水库群供水及发电优化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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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自主研发了一系列大型调控软件系统与应用平台，相关成

果牵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2009）、教育部自然科学奖和科

技进步一等奖各 1 项（2008、2016）。孔宪京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 

4.高性能零部件精密加工理论与技术 

围绕国家装备制造领域的重大需求,在引领地方创新体系、航空

航天制造技术、精微制造技术、工程机械装备自主研发、高铁接触线

和核主泵关键部件制造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牵头获得国家级

科技奖励一等奖 1项（技术发明）、二等奖 6项、省部级一等奖 11 项

和国际发明展金奖 1 项。 

牵头获批“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确立了在

地方支柱产业及装备制造行业的智库和引领地位；提出了面向性能的

精密制造学术思想，多项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

进水平”，先后为我国航空航天领域中“撒手锏”武器等多个重大型

号的研制与批产作出了突出贡献；研发出大口径蓝宝石窗口、核主泵

密封环等高性能零件精密加工系列新工艺，填补多项国内空白；研发

出仿生偏振导航传感器，为飞行器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自主导航定位

手段。研制出 1级精度标准齿轮，提供给多个国家和省部级的计量部

门，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牵头发起并建设了“中国工程起重机

械行业企业技术服务集群”、“中国工程起重机械配套技术服务集群”，

确立了在工程机械行业的引领地位。与大重、太重、北方重工等企业

联合研发了 2 万吨多吊点桥式起重机、超大直径复合型泥水盾构机等

多种重大装备，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顶尖水平；研发中国高铁铜铬锆接

触线，助力高铁联通世界，应用该技术生产的接触线成品性能最高。

研发出低应力分布、高界面结合强度的高性能复合强化涂层的制备方

法，实现了核主泵水润滑轴承耐磨抗蚀抗冲击关键部件的自主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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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壁垒和封锁；开发的激光诱导电弧低能耗高效焊接

技术及装备，解决了镁合金焊接的技术瓶颈。 

5.计算力学辛理论体系与不确定性结构优化 

近年来承担了国家“973 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军工等方面

的科研项目，牵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3项，参与获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 1项，牵头获得多项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程耿东院士当选国际

结构与多学科优化学会主席，是首次由亚洲学者当选。 

钟万勰院士等在“基于模拟关系的计算力学辛理论体系和数值方

法”的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原始创新性成果。

参与完成的“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发与应用”项目，首次应用精

确边界元数值计算开展防腐系统设计，突破了目前依靠传统经验的防

腐设计技术的固有缺陷，使防腐系统设计寿命由 5 年提高到 10 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密切合作，围

绕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 5号箭体结构优化设计开展了研究，实现火箭

成功减重 645 公斤，单发火箭节约发射成本 2000 万元，为保证火箭

的运载能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6.模糊系统的概率表示与空间四级倒立摆的控制 

围绕国际科学前沿问题，在系统控制、人工智能、软件计算方法

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代表性成就有： 

在变论域模糊控制及其在倒立摆方面的应用研究取得新突破，在

国际上首次竖起平面四级倒立摆，获 2013 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创新

奖一等奖；人工智能团队有多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和顶级会议

上，论文引用超过 10000 次，2 项技术被 AVS 标准采纳，1 个技术提

案被 MPEG 标准采纳 “GB/T 20090.2—2006 信息技术先进音视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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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第 2部分:视频”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AVS视频编码

标准关键支撑技术”荣获 2007 年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在拓扑

意义下理论上彻底解决了全自动结构化六面体剖分的神圣网格问题

——领域内圣杯问题。该系列工作陆续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之后，引起

国际学术界和航空航天领域的高度评价和关注，对提升我国科技核心

竞争力意义重大。 

7.基于信息与知识管理的复杂系统优化理论和创新应用 

提出了基于信息与知识管理的复杂系统优化理论和创新机制，研

发了面向国家政府部门、重点企业的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了国内最大

的管理案例库；提出了基于信息与知识的汽车冲压生产管理中的知识

协调管理理论、发动机研发管理的数据挖掘算法、物流配送的“最后

一公里”决策方法、理论，提出并突破了一批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关键

共性技术，完成了相关的智能生成方法及其软件系统。提出“研究在

东北地区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建议，被《国务院关于近期支

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国发[2014]28 号）采纳，《加

快老工业基地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建议》得到刘延东副总理肯定性批

示；在服务国家宏观决策支持方面，依托“电子政务模拟仿真国家地

方共建工程研究中心”，先后为国务院办公厅、中纪委、国资委等 100

多个党政机关单位研发了总理办公系统，国务院办公厅宏观经济决策

分析系统、中央纪委惩治与预防腐败系统等决策支持系统；经中国

MBA 教指委授权，建立了面向全国高校的“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时任国务委员马凯同志称赞“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的建设，有望找

到一种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商学院案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新

模式，有望解决制约管理案例教学的瓶颈问题”。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在 Science、Research Policy 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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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遇与挑战 

主要机遇：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中国制

造 2025》、新一轮东北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密集出台，为学校

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改造提升传统优势学科、发展新兴交

叉学科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学校重点紧扣智能

制造、高端装备、高端智库、源头创新等战略主题，围绕国家重大科

研创新平台筹备与建设，带动一批学科和平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围

绕东北新一轮全面振兴、建设沈大自主创新示范区，大连构筑“两先

区”打造金普新区，盘锦市加快建设更具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滨海新

盘锦，学校将继续秉持以贡献求支持，以创新促发展的理念，依托优

势学科领域，坚持面向区域经济社会振兴发展需求，打造综合优势，

进一步提升服务区域发展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 

主要挑战：对照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要求，学科特色和布局有

待进一步凝练和优化，学科高峰不够突出，新兴交叉学科力量分散；

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师资队伍规模偏小，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

环境和支撑条件尚须不断优化；管理服务效能和基层学术组织的办学

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事业发展与资源保障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资

源拓展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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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任务 

（一）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突出人才培养在一流大学建设工作中的核心地位。高校立身之本

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大学，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

心点，并以此来带动其他工作。一流大学事业发展的根本落脚点就是

培养一流的人才，围绕聚一流人才、育一流人才、出一流人才，把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有机统

一起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贯穿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全过程，具有国际

水准的师资队伍和创新团队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国

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平台是人才培养的“营养源”和“土壤”，

是培养人才增强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社会服务为人才培养的创新创

业训练和素质提升提供广阔的“试验田”和“活教材”，国际化联合

办学和国际化学术合作与交流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在一流大学建设中，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为学校核心工作，并以此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

师资队伍和创新团队，开展一流科学研究，打造学科创新高地和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促进文化传承创新，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服务

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内涵式发展，带动学校早日进入世界一

流大学行列。 

（二）学科群建设任务 

1.化学化工学科群 

本学科群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加强化学与化工、

环境、材料、生命、安全、药学学科的交叉，特色方向有：以功能染

料分子设计合成与人工光合作用为特色的光化学方向；以小分子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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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仿生催化为特色的催化化工方向；以新型喷墨染料、耐高温特种工

程塑料、高性能合成橡胶及弹性体为特色的精细化工产品工程方向；

以煤、油、气等为特色的化工资源的高效清洁利用方向；以持久性有

毒化学品污染预防与控制、工业生态风险评价与管理为特色的环境工

程方向。同时加大与生命学科的新兴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 

2.建设工程学科群 

本学科群优势方向有海岸与海洋工程、结构全寿命安全与工程防

灾减灾、高坝与核电厂工程抗震、水资源水电联合调度与防洪等。重

点建设海岸与海洋工程、重大工程防灾减灾 2个优势方向，以及水资

源水电联合调度、桥隧工程、岩土与地下工程、建筑能源与环境、智

慧城市等 5 个特色学科方向。优势学科方向谋划拓展以引领学科发展，

如海岸工程向深远海拓展；工程防灾减灾向信息化、智能化、全寿命

拓展。特色方向注重交叉，岩土与地下工程聚焦海洋和深地前沿领域；

建筑能源与环境同建筑学交叉；智慧城市方向与信信息工程学科交叉。 

3.装备制造学科群 

本学科群以国家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辽宁重大装备制造

协同创新中心的发展为基础，面向航空航天工程、重大工程机械、能

源装备、节能与智能汽车等重大装备制造中的国家重大工程需求，仿

生制造、绿色制造、微纳制造等国际学术前沿发展趋势，以及振兴辽

宁制造产业、提升装备制造原始创新能力的急需，重点发展高性能精

密制造、微纳系统、智能机电系统、多学科融合与数字化设计、车辆

轻量化与智能化、关键材料制备与连接、高效清洁能源动力系统等 7

个学科特色方向。 

4.力学学科群 

本学科群围绕前沿基础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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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等领域的关键力学及多学科耦合问题为背

景，着重建设计算力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结构优化设计的现代理论与

方法；引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工程科学计算软件开发与应用；重大

装备设计制造中的关键力学问题。 

5.信息科学学科群 

本学科群以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科发展前沿为牵引，支撑国家

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的发展，重点开展面向“智能制造”的控

制方法和技术，面向“两机专项”的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面向“人

工智能 2.0”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面向“深海工程”的智慧海洋

工程与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6.管理工程学科群 

本学科群旨在推动本校管理学与工程学相关领域的多学科交叉，

以深化学科内涵、优化学科结构、促进学科交叉为指导，瞄准国家重

大需求，大力提升学科的前沿交叉创新和协同发展，提升服务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能力。优势方向有：重大装备制造信息

化、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工程、企业生态创新工程。 

7.数理学科群 

本学科群旨在进一步健全数学、物理学学科方向，实现学科真正

的飞跃式发展，同时学科群内部能够通过交叉融合，实现从物理现象

到数理机制阐释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并对全校的工程和化学学科建设

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为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提供数学物

理基础，为工程问题的解决、新工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实现理工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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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学校实施精英教育，致力于把一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核心教

育理念和基本价值追求，培养“对民族、社会和未来负有强烈的责任

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宽厚的知识基础、突出的能力潜质、优秀

的综合素质和开阔的国际视野，能够成为先进思想文化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捍卫者和引领者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

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的拔尖精英人才。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红色基因”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引导师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地位和丰富内涵。把思政工作贯穿于学生培养全

过程，充分发挥思政课和各学科的育人功能，推动“思政课程”向“课

程思政”转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加强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设置“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方向，完善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发挥好学科平台对社会主义人才培养、思想价值引领作用。加强

教材体系建设，做好马工程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工作，提高教师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育人影响力。 

——大力推进协同育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与中

科院合作开办的华罗庚数学班、王大珩物理科学班、张大煜化学精英

班等科教协同育人培养机制；建立软件工程、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等

专业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完善土木类、机械类、化工类三个国际班

的国际化办学模式，深化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等专业的外语强化班的

人才培养模式；以实施新工科人才培养为契机，探索适应新兴产业、

交叉学科等领域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完善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进一

步深化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强首批试点改革领域新开

课程的建设和评估；推进第二批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提高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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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办学水平；加强研究生培养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建立校内校外、

课内课外高效协同育人机制。 

——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构建“创意+创新+创业”三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兴趣+”

创意激发平台、“课程+”能力训练平台、“项目+”创客教育平台和“产

品+”创业孵化和加速平台等四个平台，构建“创意激发—创新创业

训练—创新创业实践—创业孵化”全链条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建立

“交叉学科大学生创新实践中心”和“人工智能+创新实践中心”；增

加创新创业类课程比例，开设高水平、跨专业的交叉课程，推进创新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 

——健全以学生为中心的质量保障体系。通过课程评估、专业评

估、教师教学评估、院系教学质量评估等，建立全覆盖的教学质量评

价体系。完善专业负责人和课程负责人制度，建立学校与学部（学院）、

教师与学生分层负责、全面参与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生源质量、

教学质量、科研创新、导师队伍、思政教育”五位一体的研究生教育

全过程质量保障体系。推进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完善博士生

招生录取体系。加强授课教师队伍、教材和课程质量保障体系和课堂

思政建设。完善优秀学生奖助学金及学生荣誉评价制度。 

（四）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大力推进“人才强校”主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引进和培养

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能够承担重大项目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

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培养一批基础扎实、潜质突出的青年杰出人才,

建成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素质强的教师队伍。 

——引育并重，建设国际知名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及团队。拓展引

智渠道，推进海外招聘工作制度化，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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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积极探索加强人才特区建设，营造有利于

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学术生态；不断完善优秀青年教师的选聘与培育机

制，创造条件让青年杰出人才快速成长。进一步提升高层次人才与青

年人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能力，支持鼓励优秀教师到海外一流大学或

科研机构开展国际前沿研究；鼓励并支持围绕高层次人才组建科研创

新团队，对优秀团队在政策和资金方面予以重点支持。 

——创新制度环境，构建有利于人才发展机制体制。坚持党管人

才原则，抓好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继续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下移师资队伍建设工作重心，强化二级单位主体地位，鼓励各学部（学

院）对教师进行岗位设置分类；建立起基于水平和贡献的，“同台竞

技”的，科学、公平、民主、规范和动态平衡的考核评价制度和薪酬

体系；积极探索专职科研队伍考核、晋升、流动等发展的政策体系。 

——推动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建设，培养造就“四有”好老师。加

强对新入职教师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提高师德师风教育的针对性和

时效性；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通过主题教育、典型宣传、警示教

育等多种形式强化党的纪律，使广大教师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向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看齐。 

（五）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需求，着力

解决制约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超前部署、聚焦科技攻关

重大问题和研发方向，加大对基础研究、智库建设的扶持力度，提升

原始创新能力，打造一流科研基地平台，提升学校服务社会能力。 

——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强化顶层设计，提升科研服务能

力。加强辽宁和大连校企合作委员会建设，全力推进人工智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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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研究院等新模式科技平台建设；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加快深圳研究院建设步伐，将研究院

建设成为直接服务于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的“科研高地”和“人才洼地”；

加强政产学研协同、产教协同，深度参与地方创新体系建设；基于优

势学科群，大力谋划建设新模式的交叉研究院或研究中心；面向军民

融合国家战略和国防科技领域重大需求，着力加强国防科技应用基础

研究，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贡献。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加强以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为核心的基地平

台体系建设，提升支撑学校基础研究的设施条件保障能力。加强国际

科技合作，扩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全面介入政府间科技

合作专项以及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项目等国际重大科学计划项

目，切实提升学校基础研究的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打造智库品牌，提升学校社会影响

力。以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重点，支持各

级研究基地承担国家以及地方政策咨询项目，鼓励各级基地主动对接

政府和企业，联合共建新型智库机构和平台；加强智库研究支持力度，

打造熟悉国情民情、具有专业化素养的智库团队；建设智库成果宣传

推介平台，提升社会影响力。 

——改革科研考核评价机制，激发科研活力。推动完善职称评聘

和考核制度，向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倾斜，提高科技奖励和绩效奖励的

力度。加强对学部（学院）的激励和考核力度，提高重大项目的组织

和谋划在二级单位考核中的权重，提升绩效激励强度；制定和完善智

库成果认定评价奖励标准；推动将智库研究成果评价标准纳入科研考

核评价体系，制定学校、学部（学院）两个层面的考核评价实施细则。 



27 

（六）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以培养师生文化自信为根本目标，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知识教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

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大工红色基因。不断增强大

工的文化魅力和文化软实力，增强师生文化自信。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文化铸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教育教学全过程，以红色基因主题教育为主线，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

化、革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大工办学传统有机融合，通

过课堂内外、线上线下等多形式、多载体推进文化育人。 

——加强整体设计，拓展文化格局。建设文化大工，系统构建彰

显大工传统的精神文化，体现大工特色的物质文化，展现依法治校的

制度文化，富有大工品位的行为文化；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彰显大学

生活动中心的文化功能，使之成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双载体；加

快推进校史博物馆建设，打造大工精神家园。 

——培育文化品牌，履行文化使命。发挥大学文化对内重在育人、

对外重在服务的二重功能，在引进文化艺术精品的同时，通过校园嘉

年华、校友返校日等大型文化品牌活动向社会开放，培育精品文化社

团，支持学生以社会实践形式开展文艺巡演、科普活动，反哺城市、

回馈乡村。加强学校文化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学校的文化影响力。 

（七）着力推进成果转化 

推动科技与经济、成果与产业相融合，全面提升学校的科技成

果培育、研发、推广和转化能力，形成“协同创新、开放共享”的科

技成果转化新发展理念，加速学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创新体制机制，释放科技成果转化活力。完善学校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制度，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流程。探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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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评价和职称评聘制度。组建专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才团队，

提升学校科技成果商业化和市场化的专业服务能力。拓展政府、企业、

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校友等融资渠道，为科技成果的培育、研

发、推广和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提供资金支持。实施知识产权强校工程，

构建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优化产学研合作布局，着力提高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

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委员会、校企研究院、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协同创

新中心等产学研合作平台的载体作用，激励科技人员围绕国家、产业

和企业需求深入开展研究工作。继续深化与环渤海经济带、长三角、

珠三角和新疆等地的合作，拓展与中原和西南地区的合作,推动建设

新模式校企、校地合作平台。 

——拓展科技成果转化载体的内涵建设，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能力。鼓励科技人员以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国家大学科

技园、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校外研究院等各类科技成果转化载体为平

台，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紧密结合沈大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大连金普新区，构筑

环大工知识经济圈，提升对东北振兴的服务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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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任务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以落实“四个服务”

为前提，坚定“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坚持全面深化综合改

革，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

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

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学校党委切实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

体责任，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分工负责、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发挥党委全委会对重大问

题的决策作用，推动改革发展重点任务的落实。坚持党管干部、党管

人才原则，严格选人用人，着力培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广泛深入开展党的十九大

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积极推进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强化理论武

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

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 

——全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

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健全学部（学院）党政联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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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制度，确保各党工委和二级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健全基

层党组织，优化党支部设置，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贯彻落实基层党

建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党内组织生活各项制度。严把党员入口关，

实施党员发展质量工程，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与服务。 

——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

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一岗双责”。

落实学校和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健全以廉政风

险防控为重点的内部控制机制，实现对学校重点领域及关键环节的有

效控制。提升监督执纪水平，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 

（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大力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提升决策的科学

化和民主化水平，在处理好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的同时，在内部

协调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学校与基层学术单位的关系、管

理结构优化与管理流程再造的关系。 

——加快以章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建设。以章程为统领，继续开

展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立、改、废、释工作，梳理和优化各业务领域流

程，不断完善学校制度体系。围绕章程落实，强调顶层设计和宏观指

导，统筹学校各领域改革发展，强化对内部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不断

完善学校各项事业运行的基本制度、议事决策规则等。 

——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职能和作用。完善

校学术委员会组织架构，理顺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

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学术事务上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

询等重要作用。完善学术分委员会校部（院）二级管理架构，建立有

效运行机制。推进教学科研学术组织改革，开展各类学术组织章程和

决策议事规则的制定与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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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进一步发挥教代会、学代

会以及民主党派等组织在学校治理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有序组织各

方代表参与学校有关管理和重大事项的决策、审议和评议，健全规范

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形式、渠道和机制。健全党务公开、

校务公开和信息公开制度。 

——强化二级单位办学主体地位。进一步理顺学校纵横两方面的

管理链条，强化学部（学院）等二级单位的办学主体地位，有序推动

管理重心下移。通过分级、分权管理激发基层学术组织活力。做好现

有管理重心下移改革试点，并逐步向全校铺开。 

（三）实现关键环节突破 

加快推进人才培养、人事制度、科研机制等改革，破解制约相关

环节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完善科教协同、校企协同、校

际协同、国际协同的育人机制，加强基础科学班、创新实验班、科教

协同育人示范区建设，拓展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和新途径。深化

课程改革，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深入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教学

模式改革。探索课程学习与科研训练高度融合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优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构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协调发展的研究生培

养体系。积极探索“新工科”理念下的工程人才培养改革，培养适应

未来发展需要的卓越工程人才。 

——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以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导向，

建立并完善与人才队伍协调发展与晋升的长效机制，深化岗位分类管

理及评价改革。积极探索人员总量管理，实行全员按需设岗、按岗聘

用。分类建立科学、公平的考核评价体系。深化以岗位为基础、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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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为重点的薪酬体制改革。建立基于“核心业绩”的考核评价体系，

将师德师风作为首要标准，坚决执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 

——加快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以重大基础共性问题和重

大工程任务为牵引的科研组织和管理模式创新。坚持能力和贡献导向，

创建以质量、绩效与创新为目标导向的科研分类考核评价机制。推进

科研诚信与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学术诚信机制。组建跨学科、综合交

叉的科研团队，建设“科研特区”，赋予领军人才更大的科研自主权。

深化社会服务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建立以学部（学院）为主导的地方

研究院建设模式，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四）构建社会参与机制 

落实依法自主办学，积极探索建立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

效机制。通过理事会、校友会等平台，进一步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使学校成为真正开放式的自主办学实体。 

——建立理事会制度。积极推进《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

行）》的贯彻落实，探索成立大连理工大学理事会。制定《大连理工

大学理事会章程（草案）》，明确理事会组成、职责、运行机制、会议

制度、议事规则、理事的权利义务、产生办法等，明确理事会在学校

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为理事会及其成员了解和参与学校相关事务提供

条件保障和工作便利。 

——探索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探索建立社会力量支

持学校事业发展的新形式、新途径，探索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等方面合作的新机制。加强与企业合

作，与大型企业集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构建高水平产学研协同

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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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对一流学科进行评估。开展学科自检

平台建设，利用第三方数据库优势，实现校内学科建设的常态追踪。

对学校部分优势学科开展国际评估，了解学科与国际一流的主要差距，

寻找解决对策，提升学科国际声誉。 

（五）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加强顶层设计，拓展布局、创新机制，深入推进国际化内涵建设。

提高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国际化，提升科研合作国际化水平。积极探

索海外合作办学基地的新功能与新模式，不断扩大学校的海外影响力。 

——完善布局，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立

足东北亚，在已有同白俄罗斯等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发挥工科优势，适应沿线

国家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在土木、水利、交通、信息、能源、经

管等学科，谋划相关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联合培养和留学生教

育，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定向培养人才。 

——创新机制，大力促进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国际化。完善国际

化办学制度，进一步提升领军人才与青年人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能力。

构建全方位国际化培养体系。加大高质量全英文课程建设，完善国际

学生奖助学金体系，多渠道吸引生源。加大高层次学生国际项目，鼓

励院系开拓实施以专业为导向的学生海外交流项目。 

——加强协同，大力提升科研和学术国际影响力。建设长期稳定

的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尤其鼓励基层学部（学院）与跨国企业、科研

院所合作，建设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科技合作基地和技术转移中

心。联合参与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项目和政府间科技合作专项。

继续深入推进“ITER”等国际、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 

——有效融合，不断提高国际联合办学水平。切实做好现有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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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立命馆大学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大连理工大学-莱斯特国

际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联合学院建设，并在优势

学科领域积极推进对欧洲国家的国际办学项目。探索建设“汉语+科

技”型、“汉语+经济管理”型海外合作办学基地，为国际化人才培

养、国际科技合作搭建新的桥梁。 

 

五、预期成效 

（一）整体办学水平 

到 2020 年，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流

学科建设内涵实现重点突破，化学、工程学等主干学科和若干优势学

科群迈入世界一流行列，以人才智力支撑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持

续提升，主要可比办学指标实现中高速增长，初步完成世界一流大学

的整体布局，形成学科结构优化、办学质量全面提升、师德师风学风

优良、内部治理结构完备的一流大学建设格局。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更加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

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更加健全。依法治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初步建立，学校内部治理能力大幅提升。建

立健全协同育人机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 

通过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在人事制度、科研机制体制等关键领域

关键环节实现较大突破，构建起人才汇聚和脱颖而出环境，科学研究

的原始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扩大开放办学，以服务和

贡献求支持，形成多渠道筹资机制，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保驾护航。 

学校居于国内或国际前列的高水平学科数量明显增加，在 ESI 领

域排名中，实现 9-11 个学科领域进入前 1%，3-4 个学科领域进入前

1‰，力争工程学进入前万分之一，进一步提升重点建设的学科及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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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排名，为建设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稳步提升专任教师队伍规模，尤其是要在优秀青年人才队伍规模

上形成一定优势，为学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形成结构合理、具有国际

水平的师资梯队。 

（二）人才培养 

科教协同、校企协同和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成效显著，形成创

新班、基础科学班、国际班等多元化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优势

学科全部建立研究生全英文课程体系。建设若干全国示范性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基地。 

学科专业和课程体系得到优化，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打造若干优势特色专业，部分专业通过国际认

证。建设若干国际人才培养特区。建设一定量研究生教育工程领域的

行业前沿课程和实验实践课程。 

“新工科”人才培养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

理念，加大学生选择空间，方便学生跨专业、跨校学习，增强师生互

动，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形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工程教育模式，

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多样化、创新型卓越工程科技人才。 

创新创业教育特色和成效更加凸显。完成“创意+创新+创业”三

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建成“产品+”π空间创业孵化器

和加速器、“人工智能+”创新实践中心、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平台”。 

（三）科学研究 

聚焦科学前沿的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技术创新

能力显著提升，科研整体实力居全国同类高校前列。建设若干支撑学

科群发展的基地平台，力争在优势领域培育并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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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研平台。 

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方面，承担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国家科技

奖励方面产生较大突破，在化学、工程学等领域产生具有国际影响的

重大科研成果。在国防基础研究、高新装备研制、国防特色学科建设、

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防科研经费总量大幅提

升。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取得进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中心”、“东北发展研究院”、“大企业研究院”等智库机

构与平台建设运行，服务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得到显著提

升。 

（四）社会贡献 

紧密围绕社会服务职能，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建立具有大工特

色的符合科技成果特点和转化规律的管理模式与发展方式。打造国内

知名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及综合运营示范平台，增强成果转化对服务

东北振兴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贡献度。 

提升各类科技成果转化载体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能

力，形成一批有效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建立完

善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和运营体系，建成国内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高水平学校。 

（五）文化传承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第一课堂，贯穿育人的全过程；依托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等开展主题活动，革命文化教育形成品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育人方面，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教育有机交融，师生

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文化育人工作成效显著，大工文化特色鲜明，校训校风、学校精

https://www.baidu.com/s?wd=%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6%8A%97%E6%97%A5%E6%88%98%E4%BA%89%E8%83%9C%E5%88%A9%E7%BA%AA%E5%BF%B5%E6%97%A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H0dn1RvuWfLnyP-nAR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n1ckn1DLrH64PW0Yn1cvn0
https://www.baidu.com/s?wd=%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6%8A%97%E6%97%A5%E6%88%98%E4%BA%89%E8%83%9C%E5%88%A9%E7%BA%AA%E5%BF%B5%E6%97%A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H0dn1RvuWfLnyP-nAR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n1ckn1DLrH64PW0Yn1cvn0
https://www.baidu.com/s?wd=%E7%83%88%E5%A3%AB%E7%BA%AA%E5%BF%B5%E6%97%A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H0dn1RvuWfLnyP-nAR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n1ckn1DLrH64PW0Yn1cvn0
https://www.baidu.com/s?wd=%E5%8D%97%E4%BA%AC%E5%A4%A7%E5%B1%A0%E6%9D%80%E6%AD%BB%E9%9A%BE%E8%80%85%E5%9B%BD%E5%AE%B6%E5%85%AC%E7%A5%AD%E6%97%A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H0dn1RvuWfLnyP-nAR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n1ckn1DLrH64PW0Yn1cvn0
https://www.baidu.com/s?wd=%E5%8D%97%E4%BA%AC%E5%A4%A7%E5%B1%A0%E6%9D%80%E6%AD%BB%E9%9A%BE%E8%80%85%E5%9B%BD%E5%AE%B6%E5%85%AC%E7%A5%AD%E6%97%A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H0dn1RvuWfLnyP-nAR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n1ckn1DLrH64PW0Yn1cv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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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引领示范作用明显，“红色基因”深入人心，成为全体大工人共同

的精神追求，形成初步的文化自觉。 

校园文化景观群初步形成，校史博物馆、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

心等文化设施健全，校园传播体系运行高效。 

校园文化气息浓郁，文化品牌在国内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工

人的文化辨识度显著提高，大工文化对社会先进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显著，文化辐射功能得到社会认可，形成独具大工品格的文化气质，

学校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 

（六）国际影响 

国际化内涵建设深入实施，国际化布局更加完善。以水利、土木、

经管等优势学科为突破口，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定向培养人才。

与更多海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积极拓展欧美地区项目，

有重点地签署合作协议。以学生需求为导向，开拓更多样化、更高层

次的海外学习交流项目。加大海外优秀教师的吸引力度。创建一批高

层次的国际科研合作基地、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实质性国际办学不断深化。大连理工大学-立命馆大学国际信息

与软件学院、大连理工大学-莱斯特国际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白俄罗

斯国立大学联合学院三所中外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建设逐步成熟。 

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显著提升。积极牵头或参与国际、区

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形成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师

资队伍。建成全方位国际化培养体系，更多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国

际学习交流。留学生培养实现数量与质量的双提高，树立学校良好的

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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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保障 

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在学校党委的全面领导下，

学校积极构建和形成一整套与学校发展目标相适应、符合学校发展实

际、能有效支撑学校未来各项事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

各项任务的高效落实，实现预期建设目标。 

（一）管理体制机制 

学校党委全面领导学校一流大学建设，成立一流大学建设领导小

组，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负责一流

大学建设方案的制定和落实。 

校学术委员会负责对学校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提出咨询审议意见。 

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组成战略专家委员会，对一流大学建设方案

提出论证意见。 

（二）自我评价调整机制 

领导小组总体负责开展一流大学建设工作的自我评价，并将评价

结果提请校党委审议决策。自我评价主要依据本方案中的各项建设任

务和改革任务开展评价，自我评价从定性评价和定量测评两个方面进

行。 

学校评价结果将作为各学科建设经费调整、学部（学院）年度绩

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形成由项目建设、绩效评价、经费支持有机结合

的激励机制，实现以评促建。学校将在 2018年和 2020 年对一流大学

建设的情况进行自我评价调整。 

（三）资源筹集与配置机制 

学校通过国家拨款、省市配套资金、事业收入等多方面筹集资金

为“双一流”建设提供资金保证。主要资金来源组成包括中央专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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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省市配套经费、国拨基本建设经费和学校自筹经费。 

通过强化战略空间和功能布局、国有资产服务资源、公共设备平

台管理、校园网络信息化、图书资源等为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公共服务

资源保障。 

 

结  束  语 

 

迈进新时代，大连理工大学绘就了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

学的发展蓝图。在新征程中，学校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强化“四个服务”，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全面加强特色和内涵建设，争取早日建成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

学，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