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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数据统计】 

截止 2018年 9月底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部  门 

2017 年 

纵向到款 

 

2017 年 

横向到款 

 

2017 年 

合计到款 

 

2018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18 年 

横向到款 

 

2018 年 

合计到款 

 

光电与计算

机学院 

3402 872 4274 4823（667） 971 5794 

能动学院 995 1375 2370 1088（184） 1224 2312 

医疗与食品

学院 

448 359 807 855（47） 429 1284 

机械学院 498 580 1078 487（3） 760 1247 

材料学院 572 142 714 768（1） 188 956 

环境与建筑

学院 

485 341 826 473（8） 439 912 

管理学院 239 469 708 321 239 560 

理学院 274 16 290 259（11） 26 285 

出版与艺术

学院 

72 217 289 146（47） 192 338 

中德学院 20 3 23 23 12 35 

外语学院 16 40 56 44 14 58 

马院 9 5 14 28  28 

体育部 1 0 1  2 2 

沪江学院    1 2 3 

其他 34 120 154 130 228 358 

合计 7065 4539 11604 9446 4726 14172 

 

单位：万元 

 

供稿：黄华杰 金卡 潘嘉屹 徐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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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我校两个学科进入 ESI全球排名前 1%学科行列 

据科睿唯安公司发布的最新一期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

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更新结果显示，我校的工程学、材料科学两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机构排名前 1%行列。其中材料科学（Materials Science）学科近 11 年被

ESI 系统收入论文 684 篇，累计被引用 5390 次，首次进入 ESI 全球机构学科排

名前 1%。此次进入 ESI 全球前 1%，标志着我校工程学和材料科学学科的国际学

术影响力大大提升，是我校高水平大学建设、一流学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本期我校高被引论文共计 70篇，其中工程学 21篇，材料科学 12篇。此外，

计算机科学、化学、物理学、数学、药理学与毒物学、环境生态学、农业科学等

学科亦有贡献。 

ESI 是一个基于 ISI 引文索引数据库 SCI 和 SSCI 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

专门收集和反映世界各主要学科的论文被引情况的权威检索工具，已成为当今世

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

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进入 ESI 前 1%的行列，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一个科研机构

（大学、科研院所）的论文质量与学术竞争力。 

 
ESI数据库搜索上海理工大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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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 2018年科技和协同创新工作例会 

9月 21日上午，科技处在格致堂 108 会议室召开了 2018年科技和协同创新

工作例会，对学校在 2018 年上半年的各项科技工作做了总结与数据对比分析，

部署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并对学校今后科技发展目标、管理方向给出明确要求。

会议由副校长刘平主持，各学院科研副院长和科研秘书、科技处工作人员参加了

会议。 

副校长刘平介绍了目前上海市对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的规划和进展情况，肯

定目前各学院的工作成绩，分析了我校工程学、材料科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的

情况，指出化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是我校下一个目标。他指出，国家科技

奖是我校科技工作的重点工作，国家奖的申报要积极发掘潜力，善于发现亮点，

多与优秀科技企业合作，并希望我校科技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上，科技处处长张大伟就全校高水平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基地

等六个方面对学校近期的工作做了分析和通报。随后科技处、协同创新研究院的

其他负责人分别通报了各自主管的工作进展及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国防军工办

公室主任、科技处副处长甘屹通报了军工保密的换证工作、现场审查、军工生产

许可证的年度自查情况，国防特色学科在今年项目的申报立项上有了长足的发

展 。科技处副处长司徒唯尔通报了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人才项目申报等方面

的成果，介绍了学校将增加对项目申报材料的评审支持力度，要求学院配合科技

处做好明年国家自然基金申报动员排查工作，介绍了文科管理文件的修订工作。

科技处副处长付莹莹通报了学校科技成果情况，介绍了科技奖励文件修订的原因

和修订草案。管骁通报了技术转移、协同创新等工作，介绍了科技成果作价入股

实施细则等新增的管理文件。 

副校长刘平指出，各个学院要发挥组织引领作用，跟踪学科发展前沿，对接

国防军工等国家重大需求，探索医工交叉协同创新模式，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共

同推动我校高水平地方大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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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我校在市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获两项表彰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于 9 月 25 日开幕。大会分别表彰了第

十五届上海市科技精英、第九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第十二届上海市大众科学奖

获得者代表及市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标兵、先进工作者标兵等。其中，我校光电信

息与计算机学院张大伟教授入选“第九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上理工国家大学

科技园科学技术协会荣获 2012-2017年度上海市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标兵”称号。 

据了解，我校张大伟教授长期以来聚焦微米纳米结构的光学器件，开展导模

共振微纳光学器件创新前沿研究，高性能光谱仪器分光和接收器件的创新研发和

成果转化。瞄准国家高性能光谱仪器关键部件的“空心化”、国防军工中所需的

特种光学器件等问题，带领研发团队，承接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研发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课题，

实现了光谱仪器核心元器件的自主可控，填补了国内空白，授权 43项发明专利，

曾获得 2012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于 9 月 25 日开幕。大会分别表彰了第

十五届上海市科技精英、第九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第十二届上海市大众科学奖

获得者代表及市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标兵、先进工作者标兵等。其中，我校光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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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与计算机学院张大伟教授入选“第九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上理工国家大学

科技园科学技术协会荣获 2012-2017年度上海市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标兵”称号。 

据了解，我校张大伟教授长期以来聚焦微米纳米结构的光学器件，开展导模

共振微纳光学器件创新前沿研究，高性能光谱仪器分光和接收器件的创新研发和

成果转化。瞄准国家高性能光谱仪器关键部件的“空心化”、国防军工中所需的

特种光学器件等问题，带领研发团队，承接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研发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课题，

实现了光谱仪器核心元器件的自主可控，填补了国内空白，授权 43项发明专利，

曾获得 2012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此外，2007年 11月 6日成立的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科学技术协会，

是我国大学科技园第一个基层科协组织，中国工程院院士庄松林担任科协主席。

多年来，在市科协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基层科协的总体要求、工作重点，积极围

绕园区发展的总体思路，不断增强自主创新意识，以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企业

科技信息推送、职称申报受理、继续教育培训、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品牌活动

开展等多项工作为重要抓手，深入探索基层科协组织的工作领域，积极拓展科协

在基层组织的工作范围，坚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科技企业和工作者服务,

拟将园区科协真正做成园区的“科技工作者之家”。 

   
      张大伟教授获奖证书       上理工国家大学科技园科学技术协会获奖证书 

                                            供稿：光电学院、上理工科技园 

我校召开协同创新团队工作汇报会 

9 月 28 日上午，我校协同创新团队工作汇报会在大礼堂 115 会议室召开。

副校长刘平、学校协同创新团队负责人及代表、科技处、协同创新研究院相关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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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协同创新研究院副院长管骁主持 

学校自 2012 年开始，以一校八院所协同、校企合作为基础，陆续组建了包

括先进颗粒与两相流测量、准东煤高效利用技术、通用机械节能技术、食品生物

技术及产品开发等十余支协同创新团队，并整体入驻协同创新基地集中开展产学

研合作与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较好实效。为进一步加强科研管理、精准找出痛

点问题、开展体制创新、更高效推进协同创新工作，所有团队负责人就团队与外

单位合作进展、取得实效、存在问题等进行了详细汇报，并展开集中讨论。 

刘平作总结发言，他指出：学校高度重视协同创新工作，关心每个团队的发

展和协同创新主基地的建设工作，希望各个团队加强依托一校八院所、多方社会

资源进行深度合作，加快取得行业共性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各团队还要

以社会需求和具体任务为牵引，切实提高创新主基地的科研资源利用率和运行绩

效，用实际行动助推高水平大学建设。 

                                               供稿：协同创新研究院 

 

我校作为成员单位参加 2018年上海气象科技联合中心联席会议 

9 月 29 日，2018 年度上海气象科技联合中心联席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我

校作为新加入单位参加，刘平副校长和科技处张大伟出席了会议。上海气象科技

联合中心成立于 2015 年，成员单位为上海市气象局、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中心在大气科学学科建设、灾害风险预警等核心技术

研发、气象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创新工作，为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和推进

长三角地区联动发展做出贡献。 

此次联席会议总结了上一阶段的工作成果，在联合中心工作机制下，协同创

新机制进一步完善，联合开展了包括上海市重点科研计划项目在内的多项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工作，共同推进了创新平台建设。在此基础上，联席会议共同决定，

下一步应继续增强交叉学科合作，在气象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上合

力攻关，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技术上大力突破，在协同创新上探索走出一条

新路，为国家战略、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科

技支撑。会上，刘平副校长代表上海理工大学发言，介绍了学校在气象科技方面



 

 8 

展开的工作基础和相关的学科基础，表示学校将在智能感知、在线标校、协同观

测和远程支持等高端气象装备，在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健康气象预警体系等方面展

开联合研究，共同推动气象科技的发展。 

 

【科技天地·学院风采】 

我校与上海北特科技签订协议联合开发新能源汽车空调 

9 月 11 日，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与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新能源汽车空调热泵系统产学研开发协议，双方就新能源汽车补气增焓压缩机及

空调热泵系统开发达成了项目合作意向，北特科技将向我校投资研发项目，成立

由上海理工大学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的研发团队，共同合作开发面向新一代新能源

汽车的空调热泵系统。 

我校在 9 月 10 日与上海北特科技召开了团队项目组例会，项目组成员单位

上海理工大学团队、北京理工大学团队、重庆邮电大学团队参加，张华副校长代

表学校欢迎各个单位来校研讨新能源汽车空调项目，北特科技副总经理张守信主

持会议。研发团队就研究内容及进度节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会后，北特科

技的技术人员参观了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的实验室。 

项目启动会议及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上海北特科技总部举行。北特科技董事

长靳坤、总裁靳晓堂、副总经理张守信，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张华、苏林教授、

李康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郭汾教授、重庆邮电大学袁荣棣教授代表各自单位出席

了签约仪式。会上，张守信介绍了北特在新能源产品领域的战略布局；上海理工

大学苏林教授介绍了研发团队的概况，并综述了汽车空调热泵系统领域的最新发

展趋势。之后，北特科技总裁靳晓堂与苏林教授签订了“新一代新能源汽车补气

增焓压缩机及空调热泵系统开发”项目合作协议，并与张华副校长签订了“新能

源汽车空调热泵系统产学研开发联盟”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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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副校长与北特科技总裁靳晓堂             苏林教授和北特科技总裁靳晓堂 

签订联盟合作协议                           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供稿：能动学院 

管理学院教师秦炳涛参加中非城市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研讨会 

9月 12-13日，管理学院副教授秦炳涛代表我校参加了在纳尔逊曼德拉非洲

理工大学举办的“中非城市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上海

市教委与坦桑尼亚阿鲁沙市共同组织，旨在促进中非学者建立学术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形成该领域的国际智库，为中非的生态文明及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上海市派出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及我校共 6名学者参会，非洲理工大学、达

雷斯萨拉姆大学、及肯尼亚和南非共和国等其他非洲国家的相关学者参会。会议

由纳尔逊曼德拉非洲理工大学执行校长 Emmanuel J. Luoga 教授主持，上海市教

委副主任李永智参加开幕式并做了加强中非可持续发展合作的主题演讲。我校秦

炳涛副教授汇报了关于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减排的研究成果。 

  
秦炳涛副教授拜访纳尔逊曼德拉非洲理工大学       秦炳涛副教授汇报研究成果                  

执行校长 Emmanuel J. Luoga 

                                                         供稿：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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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美院副院长方晓风教授来访我校并作讲座 

9 月 13 日上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国内艺术设计类唯一核心期刊

——《装饰》主编方晓风教授到访我校，在综合楼 A区 508会议室为师生带来了

“设计研究与论文写作新范式”讲座。本次讲座是由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主办，版艺学院承办，并得到了沪江书院文化工程的支持。 

讲座开讲前，版艺学院党委书记吴建安、院长蔡锦达热情会见了方晓风教授，

双方就设计学科发展、提升教学质量、提高育人水平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并取得

了良好成效。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副院长陶海峰主持讲座并致欢迎词。方晓风教授从设计

的审美范式切入讲题，通过结合建筑、绘画及产品设计等多个案例，为师生们讲

述了现代艺术的关键在于效率、结构及观念的转变，并阐述了现代设计的兴起与

历史，设计创新的研究及动力等内容。基于当下现实，方晓风认为设计研究者们

的当务之急是寻找设计研究的新范式。讲座第二部分，方晓风教授结合设计类核

心期刊《装饰》里的优秀论文案例，为在座的师生讲授如何撰写设计类优秀论文。

讲座最后，方晓风教授从设计研究的形式审美、文化表达及应用创新三个方面回

答了师生们的踊跃提问，并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探讨与交流。此次参与讲座的师生

们表示受益匪浅，为以后的设计研究与写作提供了重要帮助，也清晰地认识到我

国当下设计研究与论文写作的发展方向。学院环境设计系张洋老师认为，通过方

晓风教授对典型论文的解读，明晰了优秀论文的结构和构思方式，明确了设计与

艺术、设计与美术专业的区别。入职以来，学院组织开展了各类基金申请、论文

撰写等方面的讲座，对学院每位老师的发展很大的帮助。 

讲座结束后，副院长陶海峰、薛雯及部分专业教师陪同方晓风教授参观了我

校沪江国际文化园。期间方晓风参观了文化园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文化交流

中心，并与各中心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方晓风教授认为，将优秀历史建筑

作为国际交流中心开展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其创新性值得借鉴，对我校“上海

市优秀历史建筑”群的保护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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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风教授作讲座                       讲座现场 

                                                    供稿：版艺学院 

 

【科技交流】 

第二十届工博会盛大开幕 我校十四项科技成果闪亮登场 

新学期开学伊始，以创新、智能、绿色为主题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于 9 月 19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盛大开幕。今年我校紧密结合本届工博

会的主题，围绕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以“提升社会影响力、服务高水平建设”

为宗旨，集中展示了学校的重要科技成果。 

本届工博会，学校科技处精心遴选了“AR 智能眼镜”“晶圆分选机”“全

尺寸 3D 打印航空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物联网采集

新技术”“工业废液浓缩分离处理技术”“自由曲面检测系统”、“光学基因快

检仪”“安全改性锂电池”“自动柔性化喷胶工作站”“全波段显色生物检测仪”

“俯卧式多态脊柱康复训练评定仪”“燕麦胚芽米双涡流研碾加工技术及装备”

“基于微生物介质的免值守水体水质卫士”等 14项成果参展。   

开幕当天，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罗方述、副主任刘红斌，上海市教卫工

作党委书记虞丽娟等来到我校展区，饶有兴致地参观项目及展品，并听取成果介

绍，亲身体验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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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上海市教卫工作委员会 

主任罗方述、副主任刘红斌参观我校展区        党委书记虞丽娟参观我校展区 

  
丁晓东校长参观学校展台、体验学校展品           刘平副校长参观学校展台 

由我校光电学院光学微纳实验室联手上海理湃光晶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

型 AR 智能眼镜”，运用了业界领先的全息波导显示技术、1080p 30fps 无损录

像的高清摄像头、拓展感知的深度学习机器视觉识别引擎等先进技术。该眼镜是

行业内最轻便、视觉体感最舒适、外形结构最接近于普通眼镜的 AR 智能眼镜，

戴上它，无需低头、弯腰，或坐、或躺、或立的姿势都可以实现“眼睛看到哪里，

高清的画面就呈现在哪里”的状态。在交通执法方面，它可以帮助民警随时随地

进行人脸信息识别和车牌信息识别，并实时得出反馈结果，为警务治安防爆防控

系统作出有力补充，实时摄录巡查办案过程。不仅如此，该眼镜为解决目前青少

年因过早使用电子显示设备而造成的早期近视问题提供有效的防御途径，大大减

缓青少年视力的下降速度，是正常手机电脑对视力损伤的万分之一。此外，AR

智能眼镜还可通过摄像头对外部场景以第一视角实时拍摄，采用自动变焦、智能

图形识别算法、电子防抖技术增强画面辨识效果，将清晰的画面呈现在视障患者

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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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校机械学院刘劲松教授团队研发的“晶圆分选机”，可对 8/12 寸晶圆

进行倒片、分选和读码。全过程自动控制，无需人工干预，能有效避免对晶圆的

污染和损伤，是国内研制的同类设备中最先进的，已批量进入著名 FAB厂进行生

产。设备优势在于，对标国际标准，配置了独有的 EMS系统结构；采用高性能晶

圆传送机器人，最优路径设计，实现高效传送；配置丰富，可依据客户需求选配、

对应天车或 STOCK 系统。 

  

我校参展项目“AR智能眼镜”           我校参展项目“晶圆分选机” 

由我校材料学院黄爱军教授团队研发的“全尺寸 3D 打印航空发动机辅助动

力装置”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 3D 打印制备的全尺寸航空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

航空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的核心部分是一个小型的燃气涡轮发动机，用于向飞机

独立地提供电力和压缩空气来启动主发动机，该装置由离心式压缩机、燃烧室和

涡轮等组件构成，材料涵盖了铝合金、钛合金、镍基高温合金、不锈钢等。该装

置全部由 3D 工艺打印制备，机上所有构件的力学性能达到国际航空标准，并在

知名航空发动机公司实现应用。 

“ArmGuider——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是我校医食学院喻洪流教授团队开

发研制的，是国内率先实现二维平面内任意轨迹的康复训练机器人，专注于辅助

上肢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康复训练。ArmGuider 为不同阶段的患者提供被动、主动

和抗阻训练模式，多种情景训练与游戏系统为患者带来沉浸式的训练体验，从而

提高主动参与度，最终逐步提高并恢复上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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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参展项目                我校参展项目“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 

全尺寸 3D打印航空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 

工博会开幕以来，我校展区主题鲜明，符合“中国制造 2025”、“上海制

造”战略需求的同时又贴近老百姓生活所需，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前来参

观的观众络绎不绝。工博会的成功参展，极大提高了我校的社会影响力，促进了

我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我校在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荣获多个奖项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 9 月 23 日圆满闭幕，我校获得“高校展区

优秀展品一等奖”、“优秀组织奖”和“先进个人奖”。本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高校展区优秀展品共评出特等奖 10 项（其中上海市属高校获奖 1 项），一等

奖 17项（其中上海市属高校获奖 7项），二等奖 28项（其中上海市属高校获奖

3项）。 

我校许键老师参展项目“增强现实智能眼镜”荣获“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高校展区优秀展品一等奖”。参展工作同时也获得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肯定

和认可，学校获得工博会高校展区组委会颁发的 2018 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高

校展区“优秀组织奖”和“先进个人奖”。迄今我校已连续 6年获得中国国际工

业博览会高校展区“优秀组织奖”。 

本届工博会的参展项目是我校近年来不断推动产学研合作、不断推进科技成

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工作成果，也体现了学校围绕“引领产业技术进步的创新型

大学”的定位，“建设特色显著的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决心和奋发有为的姿态。 

           



 

 15 

 

学校参展第二十届工博会并获奖 

【军工科研工作】 

我校参加 2018年国防科工局与地方政府共建高校联席会议 

9月 16日，国防科工局与地方政府共建高校联席会议在长春理工大学召开，

国防科工局主管领导、吉林省工信厅领导和地方共建高校主要领导出席。我校副

校长刘平以及国防军工办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刘平向与会领导和兄弟高校介绍了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上海理工大学

在国防军工事业上的使命与担当，通报了学校在成为国防共建高校以来在军民融

合科技创新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对国防科工局给予学校的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

为进一步深化国防共建，推进共建高校深度融入国家军民融合体系，他还就共建

高校与军工集团的合作、共建高校积极参与军民融合平台等方面向国防科工局提

出建议。 

两年一度的国防科工局与地方政府共建高校联席会议，加强了国防科工局与

共建高校的联系，加深了共建高校之间的了解与交流，促进了共建高校的全面发

展。 

截至 2018年 9月，国防科工局与教育部共建高校 16所，与地方政府共建高

校 31所。国防科工局共建高校目的在于重点开展高校国防特色学科和专业建设、

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建设及军工特色专业人才培养等工作；发挥共建高校专业优

势，承担军工科研任务；鼓励和支持共建高校与军工企事业单位加强产学研用协

同创新；积极推进共建高校开展“双一流”特别是一流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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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聚焦】 

上海将推“双一流”地方版，设立两个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序列 

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已有一年。“双一流”建设方

案，使得名单内的高校获得发展助力，而更多名单外的高校又将何去何从，能在

“双一流”建设中获得发展吗？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教委获悉，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上海正启动高水平

地方高校建设，做强“双一流”地方版，激发地方高校改革发展内生动力，从而

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 

“双一流”建设没有“主演”与“看客”之分，每所高校都是参与者、践行

者，都能实现“各美其美”的理想——在“双一流”建设中，沪上各大高校都展

现出生机勃勃、活力奔腾的全新气象。 

部属高校与市属高校联动发展 

今年，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本市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意

见》（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实现上海高校办学实力和学科水

平进步明显，两所左右大学和 20 个左右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

世界一流学科前列，率先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意见》明确，上海将加大“双

一流”建设经费保障力度，持续支持部市共建驻沪高校、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

计划、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计划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值得关注的是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计划。上海地方高校在

发展水平上与在沪部属高校差距较大，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辐射作用，带

动地方高校发展，上海推出“双一流”建设地方版可谓是一大创举，释放出“支

持不同高校在各自领域和类型中争创一流”的积极信号。市教委主任陆靖介绍，

上海已启动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试点，以“一校一策”方式给予重点支持，通过

重点建设特色优势学科引领学校走向高水平。目前，已有八所地方高校纳入试点

范围。同时，还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高校试点建设，重点支持若干所应用型地方

高校加快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开展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也就是说，上海通

过设立两个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序列，分类支持研究型和应用型地方高校争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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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坚持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引导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 

上海理工大学是最新一批跻身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试点的院校之一。以光学

工程学科为例，上海理工大学重点聚焦太赫兹技术研究与应用领域，早在 2015

年就入选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第三方机构测评显示，在太赫兹

技术研发领域，上海理工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促进学科发展是“双一流”建设的“龙头”，上海从 2014 年开始实施“高

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目前，本市共有 30 所高校的 121 个学科点被纳入建设

范围。经过三年一轮持续投入，上海高校学科建设成效逐渐显现。入选国家“双

一流”建设名单的上海高校均属于“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高校，在建的 52

个高峰学科中，有 38 个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评为 A 类学科，占比 73.1%；

23个 I 类高峰学科全部为 A类学科。同时，26个“A+”学科中，有 20个为在建

高峰高原学科，占 80%以上。 

从近年上海高等教育的布局调整看，对高校实行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是一

以贯之的思路。目前，上海把高校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

应用技能型，坚持对不同类别高校实施不同标准，由此形成“分类规划、分类投

入、分类评价”的高等教育治理新格局。据悉，今年已出台高校分类管理指导意

见，目前已完成首次分类评价。知情人士介绍，做实分类评价“指挥棒”，将有

力引导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办出特色、创出一流。 

服务国家战略，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上海高校积极参与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目前，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承建了海底长期科学观测网、

转化医学、活细胞功能成像、硬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 

“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上海市教卫工

作党委书记虞丽娟说，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双一流”建设的鲜明底色，落实

立德树人是所有高校的立身之本。坚持把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作为“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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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4 年起，上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启动实施市属高校本科教学激励计划，要

求高校所有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而每位教师都必须安排为学生坐班答疑时

间，刚留校的青年教师要先担任 2-3年助教后才能独立开课。跟踪调研显示，绝

大多数学生认为，“激励计划对个人学业起到了推动作用，个性化学习需求得到

了更好的满足。” 

来源：文汇报 作者：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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