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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走出走出走出““““鬼话困境鬼话困境鬼话困境鬼话困境””””
————————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

走出走出走出走出““““鬼话困境鬼话困境鬼话困境鬼话困境””””
————————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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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交流研讨会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

    何为何为何为何为规划规划规划规划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战略分析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规划编撰规划编撰规划编撰规划编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实施实施实施实施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规划还是规划还是规划还是规划还是““““鬼话鬼话鬼话鬼话””””规划还是规划还是规划还是规划还是““““鬼话鬼话鬼话鬼话””””

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规划规划规划规划,,,,比比划划比比划划比比划划比比划划,,,,墙上挂挂墙上挂挂墙上挂挂墙上挂挂,,,,顶不住领导一句话顶不住领导一句话顶不住领导一句话顶不住领导一句话    

制定规划时得了妄想症制定规划时得了妄想症制定规划时得了妄想症制定规划时得了妄想症

执行规划时得了精神分裂症执行规划时得了精神分裂症执行规划时得了精神分裂症执行规划时得了精神分裂症

总结规划时得了老年痴呆症总结规划时得了老年痴呆症总结规划时得了老年痴呆症总结规划时得了老年痴呆症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鬼话发疯处鬼话发疯处鬼话发疯处鬼话发疯处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工作中的主要困惑工作中的主要困惑工作中的主要困惑工作中的主要困惑工作中的主要困惑工作中的主要困惑工作中的主要困惑工作中的主要困惑

1.1.1.1. 规划如何能既能反映宏观政策环境，又能体现学校特点？规划如何能既能反映宏观政策环境，又能体现学校特点？规划如何能既能反映宏观政策环境，又能体现学校特点？规划如何能既能反映宏观政策环境，又能体现学校特点？

2.2.2.2. 战略如何进行选择，战略是否越多越好？战略如何进行选择，战略是否越多越好？战略如何进行选择，战略是否越多越好？战略如何进行选择，战略是否越多越好？

3.3.3.3. 是否需要上水平关键指标（是否需要上水平关键指标（是否需要上水平关键指标（是否需要上水平关键指标（ KPIKPIKPIKPI），如何制定），如何制定），如何制定），如何制定KPIKPIKPIKPI？？？？

4.4.4.4. 规划编撰完成是否就是规划工作完成？规划编撰完成是否就是规划工作完成？规划编撰完成是否就是规划工作完成？规划编撰完成是否就是规划工作完成？

5.5.5.5. 全校上下是否了解规划的思路与内容？全校上下是否了解规划的思路与内容？全校上下是否了解规划的思路与内容？全校上下是否了解规划的思路与内容？

6.6.6.6. 如何让各部门理解规划目标与规划指标的关系？如何让各部门理解规划目标与规划指标的关系？如何让各部门理解规划目标与规划指标的关系？如何让各部门理解规划目标与规划指标的关系？

7.7.7.7. 如何实现规划对学校各项如何实现规划对学校各项如何实现规划对学校各项如何实现规划对学校各项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的引领？的引领？的引领？的引领？

• 战略规划如何指导学校资源的配置？战略规划如何指导学校资源的配置？战略规划如何指导学校资源的配置？战略规划如何指导学校资源的配置？

• 如何正确评价战略规划的作用与成效？如何正确评价战略规划的作用与成效？如何正确评价战略规划的作用与成效？如何正确评价战略规划的作用与成效？

““““鬼话困境鬼话困境鬼话困境鬼话困境””””：规划为什么会变为：规划为什么会变为：规划为什么会变为：规划为什么会变为““““鬼话鬼话鬼话鬼话””””？？？？？？？？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什么是战略规划什么是战略规划什么是战略规划什么是战略规划什么是战略规划什么是战略规划什么是战略规划什么是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的定义战略规划的定义战略规划的定义战略规划的定义
— 所谓战略规划，就是制定组织的长期目标并将其付诸实施，它是一个正所谓战略规划，就是制定组织的长期目标并将其付诸实施，它是一个正所谓战略规划，就是制定组织的长期目标并将其付诸实施，它是一个正所谓战略规划，就是制定组织的长期目标并将其付诸实施，它是一个正

式的过程和仪式。式的过程和仪式。式的过程和仪式。式的过程和仪式。
— 完整的战略规划包括规划的制定和规划的实施两个方面。完整的战略规划包括规划的制定和规划的实施两个方面。完整的战略规划包括规划的制定和规划的实施两个方面。完整的战略规划包括规划的制定和规划的实施两个方面。

规划与计划的区别规划与计划的区别规划与计划的区别规划与计划的区别    
—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规划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行动纲领和实施方规划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行动纲领和实施方规划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行动纲领和实施方规划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行动纲领和实施方

案。案。案。案。    
—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关注全局性发展问题关注全局性发展问题关注全局性发展问题关注全局性发展问题 关注具体工作问题关注具体工作问题关注具体工作问题关注具体工作问题

强调长期愿景强调长期愿景强调长期愿景强调长期愿景 强调近期目标强调近期目标强调近期目标强调近期目标

前瞻性和方向性前瞻性和方向性前瞻性和方向性前瞻性和方向性 强制性和指令性强制性和指令性强制性和指令性强制性和指令性

体现全员的意志体现全员的意志体现全员的意志体现全员的意志 体现上级的意志体现上级的意志体现上级的意志体现上级的意志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

变革的环境变革的环境变革的环境变革的环境
—经济社会：经济社会：经济社会：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面临进入新常态，面临进入新常态，面临进入新常态，面临 发展方式的转型。发展方式的转型。发展方式的转型。发展方式的转型。

—科技发展：科技发展：科技发展：科技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从 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战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战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战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战
略转变。略转变。略转变。略转变。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加快形成我国的人才竞争优势，逐步实现人力资源大加快形成我国的人才竞争优势，逐步实现人力资源大加快形成我国的人才竞争优势，逐步实现人力资源大加快形成我国的人才竞争优势，逐步实现人力资源大
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

—教育事业：教育事业：教育事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期已过，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快速发展期已过，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快速发展期已过，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快速发展期已过，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
转变。转变。转变。转变。

—生源环境：生源环境：生源环境：生源环境：生源结构的多元化，就业环境的变化。生源结构的多元化，就业环境的变化。生源结构的多元化，就业环境的变化。生源结构的多元化，就业环境的变化。

—对大学教育的期待：对大学教育的期待：对大学教育的期待：对大学教育的期待：从提供充足的受高等教育机会向提供高质量从提供充足的受高等教育机会向提供高质量从提供充足的受高等教育机会向提供高质量从提供充足的受高等教育机会向提供高质量
的高等教育转变。的高等教育转变。的高等教育转变。的高等教育转变。

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大学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大学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大学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大学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 ““““象牙塔象牙塔象牙塔象牙塔””””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

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

—生源竞争生源竞争生源竞争生源竞争：：：：18181818岁人口的急速减少，优质生源的获取岁人口的急速减少，优质生源的获取岁人口的急速减少，优质生源的获取岁人口的急速减少，优质生源的获取

—师资竞争：师资竞争：师资竞争：师资竞争：高校间师资的争夺，与其他行业间人才的争夺高校间师资的争夺，与其他行业间人才的争夺高校间师资的争夺，与其他行业间人才的争夺高校间师资的争夺，与其他行业间人才的争夺

—就业竞争：就业竞争：就业竞争：就业竞争：经济发展下行与毕业生增加的矛盾经济发展下行与毕业生增加的矛盾经济发展下行与毕业生增加的矛盾经济发展下行与毕业生增加的矛盾

—学科竞争：学科竞争：学科竞争：学科竞争：校内竞争、国内竞争、国际竞争校内竞争、国内竞争、国际竞争校内竞争、国内竞争、国际竞争校内竞争、国内竞争、国际竞争

—大学排名：大学排名：大学排名：大学排名：疲于应对层出不穷的排名疲于应对层出不穷的排名疲于应对层出不穷的排名疲于应对层出不穷的排名

—社会声誉：社会声誉：社会声誉：社会声誉：社会评价、学生满意度、行业认可社会评价、学生满意度、行业认可社会评价、学生满意度、行业认可社会评价、学生满意度、行业认可

高等教育已经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大学无法独善其身。高等教育已经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大学无法独善其身。高等教育已经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大学无法独善其身。高等教育已经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大学无法独善其身。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为什么要制定战略规划

匮乏的资源匮乏的资源匮乏的资源匮乏的资源
—政府拨款不足：世界平均水平在７％以上，政府拨款不足：世界平均水平在７％以上，政府拨款不足：世界平均水平在７％以上，政府拨款不足：世界平均水平在７％以上，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９９９９％％％％    >> >> >> >>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８８８８％％％％    >> >> >> >>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７７７７.1.1.1.1% % % % >> >> >> >>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4.3%4.3%4.3%4.3%
—低学费的国家政策，难以支撑生均办学成本的提高低学费的国家政策，难以支撑生均办学成本的提高低学费的国家政策，难以支撑生均办学成本的提高低学费的国家政策，难以支撑生均办学成本的提高

—僵硬的办学经费管理政策，总量不足与结构性不足同时存在僵硬的办学经费管理政策，总量不足与结构性不足同时存在僵硬的办学经费管理政策，总量不足与结构性不足同时存在僵硬的办学经费管理政策，总量不足与结构性不足同时存在

—非盈利的组织非盈利的组织非盈利的组织非盈利的组织特征，特征，特征，特征，筹集社会资源能力不足筹集社会资源能力不足筹集社会资源能力不足筹集社会资源能力不足

—日益高涨的人力成本，无法让秀优秀的教师过上体面的生活，无日益高涨的人力成本，无法让秀优秀的教师过上体面的生活，无日益高涨的人力成本，无法让秀优秀的教师过上体面的生活，无日益高涨的人力成本，无法让秀优秀的教师过上体面的生活，无
法向优秀的学生提供充分的奖学金法向优秀的学生提供充分的奖学金法向优秀的学生提供充分的奖学金法向优秀的学生提供充分的奖学金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发展的诉求发展的诉求发展的诉求发展的诉求
—目标定位目标定位目标定位目标定位的的的的转变，转变，转变，转变，
—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地位的地位的地位的地位的提升提升提升提升
大学只能以变化求生存，以变化促发展大学只能以变化求生存，以变化促发展大学只能以变化求生存，以变化促发展大学只能以变化求生存，以变化促发展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本质战略规划的本质战略规划的本质战略规划的本质战略规划的本质战略规划的本质战略规划的本质战略规划的本质

战略规划是现代大学主动谋求变革的诉求战略规划是现代大学主动谋求变革的诉求战略规划是现代大学主动谋求变革的诉求战略规划是现代大学主动谋求变革的诉求
—战略规划是谋求变革的产物战略规划是谋求变革的产物战略规划是谋求变革的产物战略规划是谋求变革的产物

—战略规划可以帮助大学应对复杂的变革战略规划可以帮助大学应对复杂的变革战略规划可以帮助大学应对复杂的变革战略规划可以帮助大学应对复杂的变革

—战略规划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及时调整战略规划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及时调整战略规划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及时调整战略规划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及时调整

战略规划是大学选择未来发展路径的结果战略规划是大学选择未来发展路径的结果战略规划是大学选择未来发展路径的结果战略规划是大学选择未来发展路径的结果
—没有最正确的规划，只有最合适的规划没有最正确的规划，只有最合适的规划没有最正确的规划，只有最合适的规划没有最正确的规划，只有最合适的规划

—最合适的规划不是最理想的规划，而是最可行的规划最合适的规划不是最理想的规划，而是最可行的规划最合适的规划不是最理想的规划，而是最可行的规划最合适的规划不是最理想的规划，而是最可行的规划

—可行的战略规划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可行的战略规划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可行的战略规划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可行的战略规划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战略规划是现代大学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战略规划是现代大学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战略规划是现代大学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战略规划是现代大学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
—通过改变大学的使命，改变大学的环境，或改变大学的资源、能通过改变大学的使命，改变大学的环境，或改变大学的资源、能通过改变大学的使命，改变大学的环境，或改变大学的资源、能通过改变大学的使命，改变大学的环境，或改变大学的资源、能

力、内部行为来实现变革力、内部行为来实现变革力、内部行为来实现变革力、内部行为来实现变革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功能战略规划的功能战略规划的功能战略规划的功能战略规划的功能战略规划的功能战略规划的功能战略规划的功能

战略规划工作的作用：战略规划工作的作用：战略规划工作的作用：战略规划工作的作用：

—确定恰当的战略定位，发挥和保持战略优势，确保学确定恰当的战略定位，发挥和保持战略优势，确保学确定恰当的战略定位，发挥和保持战略优势，确保学确定恰当的战略定位，发挥和保持战略优势，确保学
校长期稳健发展；校长期稳健发展；校长期稳健发展；校长期稳健发展；

—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抓住发展机遇，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抓住发展机遇，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抓住发展机遇，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抓住发展机遇，
迎接未来的挑战；迎接未来的挑战；迎接未来的挑战；迎接未来的挑战；

—描绘学校未来发展愿景，使学校的未来发展与师生员描绘学校未来发展愿景，使学校的未来发展与师生员描绘学校未来发展愿景，使学校的未来发展与师生员描绘学校未来发展愿景，使学校的未来发展与师生员
工个人的未来发展相关联，形成高度认同的凝聚力；工个人的未来发展相关联，形成高度认同的凝聚力；工个人的未来发展相关联，形成高度认同的凝聚力；工个人的未来发展相关联，形成高度认同的凝聚力；

—明确学校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有效调配资源，实现学明确学校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有效调配资源，实现学明确学校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有效调配资源，实现学明确学校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有效调配资源，实现学
校的快速发展。校的快速发展。校的快速发展。校的快速发展。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

    何为何为何为何为规划规划规划规划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战略分析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规划编撰规划编撰规划编撰规划编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实施实施实施实施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内容战略分析的内容战略分析的内容战略分析的内容战略分析的内容战略分析的内容战略分析的内容战略分析的内容

扫描（扫描（扫描（扫描（ScanningScanningScanningScanning））））----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AnalysisAnalysisAnalysisAnalysis））））
形成思路（形成思路（形成思路（形成思路（Provide Provide Provide Provide new new new new approacheapproacheapproacheapproache））））    
保障条件（保障条件（保障条件（保障条件（Guaranteed Guaranteed Guaranteed Guaranteed Conditions Conditions Conditions Conditions ））））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SWOTSWOTSWOTSWOT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模型（SWOT AnalysisSWOT AnalysisSWOT AnalysisSWOT Analysis））））
源自于麦肯锡咨询公司，包括分析组织的优势（ StrengthsStrengthsStrengthsStrengths）、劣势

（WeaknessesWeaknessesWeaknesses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OpportunitiesOpportunities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ThreatsThreatsThreats）
优劣势分析主要着眼于组织自身的实力及其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机会和威胁分析着眼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对组织的可能影响上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1111、、、、SWOTSWOTSWOTSWOT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模型（SWOT AnalysisSWOT AnalysisSWOT AnalysisSWOT Analysis））））
1.1.1.1.杠杆效应（优势++++机会）。杠杆效应产生于内部优势与外部机会相互一致

和适应时。在这种情形下，组织可以用自身内部优势撬起外部机会，使机会

与优势充分结合发挥出来。然而，机会往往是稍瞬即逝的，因此组织必须敏
锐地捕捉机会，把握时机，以寻求更大的发展。    

2.2.2.2.抑制性（机会++++劣势）。抑制性意味着妨碍、阻止、影响与控制。当环境

提供的机会与组织内部资源优势不相适合，或者不能相互重叠时，组织的优

势再大也将得不到发挥。在这种情形下，组织就需要提供和追加某种资源，

以促进内部资源劣势向优势方面转化，从而迎合或适应外部机会。    

3.3.3.3.脆弱性（优势++++威胁）。脆弱性意味着优势的程度或强度的降低、减少。

当环境状况对组织优势构成威胁时，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出现优势不优的
脆弱局面。在这种情形下，组织必须克服威胁，以发挥优势。    

4.4.4.4.问题性（劣势++++威胁）。当组织内部劣势与组织外部威胁相遇时，组织就

面临着严峻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直接威胁到组织的生死存亡。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十五规划十五规划十五规划十五规划
加快学科布局加快学科布局加快学科布局加快学科布局

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
学科分类发展学科分类发展学科分类发展学科分类发展

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
学科做减法学科做减法学科做减法学科做减法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前期研究工作前期研究工作前期研究工作前期研究工作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从报表导向到管理导向从报表导向到管理导向从报表导向到管理导向从报表导向到管理导向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

�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
�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
�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

��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提升统计数据的 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
��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提升统计分析的 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
��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提升统计信息的 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

学校统计学校统计学校统计学校统计
分析中心分析中心分析中心分析中心

统计工作统计工作统计工作统计工作
协作组协作组协作组协作组

组织保障组织保障组织保障组织保障组织保障组织保障组织保障组织保障 制度保障制度保障制度保障制度保障制度保障制度保障制度保障制度保障 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技术支持人员保障人员保障人员保障人员保障人员保障人员保障人员保障人员保障

智能信息智能信息智能信息智能信息
处理平台处理平台处理平台处理平台

综合统计综合统计综合统计综合统计
蓝皮书蓝皮书蓝皮书蓝皮书

修订统计修订统计修订统计修订统计
工作办法工作办法工作办法工作办法

实施统计实施统计实施统计实施统计
四项制度四项制度四项制度四项制度

明确统计明确统计明确统计明确统计
责任岗位责任岗位责任岗位责任岗位

加强统计加强统计加强统计加强统计
人员培训人员培训人员培训人员培训

统计规范统计规范统计规范统计规范
化目标化目标化目标化目标

八项工作八项工作八项工作八项工作

四个方面四个方面四个方面四个方面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统计内容：统计内容：统计内容：统计内容：9999大类大类大类大类，，，，102102102102项，项，项，项，5555万余万余万余万余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内部扫描

从数据统计到数据分析从数据统计到数据分析从数据统计到数据分析从数据统计到数据分析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战略分析的战略分析的战略分析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标杆对比标杆对比标杆对比标杆对比战略分析的战略分析的战略分析的战略分析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标杆对比标杆对比标杆对比标杆对比

确立标杆，长期跟踪、全面对比确立标杆，长期跟踪、全面对比确立标杆，长期跟踪、全面对比确立标杆，长期跟踪、全面对比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
差距缩小差距缩小差距缩小差距缩小

情况（情况（情况（情况（注）注）注）注）
上海交通大

学

密西根

大学
比例1

上海交通大

学

密西根

大学
比例2

科研总经费（亿美元）科研总经费（亿美元）科研总经费（亿美元）科研总经费（亿美元） 2.56 8.76 29.22% 4.11 13.23 31.07% 1.85%

高被引科学家（人次）高被引科学家（人次）高被引科学家（人次）高被引科学家（人次） 0 69 0 5 31 16.13% 16.13%

国际论文数（篇）国际论文数（篇）国际论文数（篇）国际论文数（篇） 4247 7550 56.25% 7133 8829 80.79% 24.54%

ESIESIESIESI学科数（个）学科数（个）学科数（个）学科数（个） 8 22 36.36% 16 22 72.73% 36.36%

五年论文总被引（万次）五年论文总被引（万次）五年论文总被引（万次）五年论文总被引（万次） 6.07 30.99 19.59% 13.81 41.56 33.23% 13.64%

五年论文篇均被引（次）五年论文篇均被引（次）五年论文篇均被引（次）五年论文篇均被引（次） 3.53 9.43 37.43% 5.07 10.33 49.08% 11.65%

五年被引论文比例（五年被引论文比例（五年被引论文比例（五年被引论文比例（ %%%%）））） 58.83 76.29 77.11% 65.89 77.17 85.38% 8.27%

五年国际合作论文比例（五年国际合作论文比例（五年国际合作论文比例（五年国际合作论文比例（ %%%%）））） 20.92 26.48 79.00% 26.00 31.91 81.48% 2.48%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POWER SWOTPOWER SWOTPOWER SWOTPOWER SWOT分析法分析法分析法分析法    
在运用在运用在运用在运用SWOTSWOTSWOTSWOT分析法的过程中，会碰到适应性问题。基础分析法的过程中，会碰到适应性问题。基础分析法的过程中，会碰到适应性问题。基础分析法的过程中，会碰到适应性问题。基础 SWOTSWOTSWOTSWOT分分分分
析法所产生的问题可以由更高级的析法所产生的问题可以由更高级的析法所产生的问题可以由更高级的析法所产生的问题可以由更高级的 POWER SWOTPOWER SWOTPOWER SWOTPOWER SWOT分析法得到解决分析法得到解决分析法得到解决分析法得到解决
。。。。

—个人经验个人经验个人经验个人经验 （（（（PPPPersonal experienceersonal experienceersonal experienceersonal experience））））

—规则规则规则规则 （（（（OOOOrderrderrderrder））））

—比重比重比重比重 （（（（WWWWeightingeightingeightingeighting））））

—重视细节重视细节重视细节重视细节 （（（（EEEEmphasize detailmphasize detailmphasize detailmphasize detail））））

—权重排列权重排列权重排列权重排列 （（（（RRRRank and prioritizeank and prioritizeank and prioritizeank and prioritize））））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POWER SWOTPOWER SWOTPOWER SWOTPOWER SWOT分析法分析法分析法分析法    
做完做完做完做完SWOTSWOTSWOTSWOT分析后，应马上确定以下几个问题：分析后，应马上确定以下几个问题：分析后，应马上确定以下几个问题：分析后，应马上确定以下几个问题：     

—应该马上做的事情（应该马上做的事情（应该马上做的事情（应该马上做的事情（ 青年人才的引进与青年人才的引进与青年人才的引进与青年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建立合理的人才评培育、建立合理的人才评培育、建立合理的人才评培育、建立合理的人才评
价体系价体系价体系价体系））））    

—应该马上摆平的问题和矛盾应该马上摆平的问题和矛盾应该马上摆平的问题和矛盾应该马上摆平的问题和矛盾     （（（（引进人才与校本人才的并轨引进人才与校本人才的并轨引进人才与校本人才的并轨引进人才与校本人才的并轨 ））））

—应该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应该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应该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应该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     （（（（专职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发展专职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发展专职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发展专职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发展 ））））

—应该为将来计划的问题（应该为将来计划的问题（应该为将来计划的问题（应该为将来计划的问题（ 教师校外兼职的规范化教师校外兼职的规范化教师校外兼职的规范化教师校外兼职的规范化 ））））    

应该把这些问题和事情马上制定详细计划和完成时间，并且把这些应该把这些问题和事情马上制定详细计划和完成时间，并且把这些应该把这些问题和事情马上制定详细计划和完成时间，并且把这些应该把这些问题和事情马上制定详细计划和完成时间，并且把这些
任务分解到具体办事的每一个人。任务分解到具体办事的每一个人。任务分解到具体办事的每一个人。任务分解到具体办事的每一个人。

有必要对有必要对有必要对有必要对SWOTSWOTSWOTSWOT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重新评估，随时作必要的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重新评估，随时作必要的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重新评估，随时作必要的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重新评估，随时作必要的
修改。只有这样，修改。只有这样，修改。只有这样，修改。只有这样，SWOTSWOTSWOTSWOT才能是最实用的。才能是最实用的。才能是最实用的。才能是最实用的。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瓶颈瓶颈瓶颈瓶颈问题分析问题分析问题分析问题分析瓶颈瓶颈瓶颈瓶颈问题分析问题分析问题分析问题分析

• 师资队伍规模与结构无法适应学校事业的快速师资队伍规模与结构无法适应学校事业的快速师资队伍规模与结构无法适应学校事业的快速师资队伍规模与结构无法适应学校事业的快速
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 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有效激发当代大学生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有效激发当代大学生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有效激发当代大学生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有效激发当代大学生
的求知欲和的求知欲和的求知欲和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好奇心好奇心好奇心

• ……………………

20202020个个个个
瓶颈瓶颈瓶颈瓶颈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创新人才成长创新人才成长创新人才成长创新人才成长

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创新

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传承创新

社会服务支撑社会服务支撑社会服务支撑社会服务支撑

• 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不利于高水平成果产生不利于高水平成果产生不利于高水平成果产生不利于高水平成果产生
• 科研科研科研科研组织模式还不够组织模式还不够组织模式还不够组织模式还不够完善完善完善完善
• ……………………

• 校院两级校院两级校院两级校院两级管理责权利管理责权利管理责权利管理责权利不够不够不够不够统一统一统一统一
• 分层决策的授权机制不够分层决策的授权机制不够分层决策的授权机制不够分层决策的授权机制不够 明确明确明确明确
• ……………………

• 支撑办学资源持续增长的渠道不够通畅支撑办学资源持续增长的渠道不够通畅支撑办学资源持续增长的渠道不够通畅支撑办学资源持续增长的渠道不够通畅
• 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尚未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尚未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尚未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尚未 清晰清晰清晰清晰
• ……………………

26262626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前期研究工作前期研究工作前期研究工作前期研究工作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竞争力竞争力竞争力竞争力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战略分析的方法

核心竞争力分析核心竞争力分析核心竞争力分析核心竞争力分析(Quantitative Strategic Planning Matrix(Quantitative Strategic Planning Matrix(Quantitative Strategic Planning Matrix(Quantitative Strategic Planning Matrix））））    
1.1.1.1.价值性：价值性：价值性：价值性：能给服务对象带来高的可感知的附加价值能给服务对象带来高的可感知的附加价值能给服务对象带来高的可感知的附加价值能给服务对象带来高的可感知的附加价值

2.2.2.2.独特性：独特性：独特性：独特性：比竞争对手具有领先性或差异性，难以被其他学校所复制和模仿比竞争对手具有领先性或差异性，难以被其他学校所复制和模仿比竞争对手具有领先性或差异性，难以被其他学校所复制和模仿比竞争对手具有领先性或差异性，难以被其他学校所复制和模仿

3.3.3.3.延展性：延展性：延展性：延展性：能够为自身所复制和模仿，覆盖了多个院系、学科或其他业务系能够为自身所复制和模仿，覆盖了多个院系、学科或其他业务系能够为自身所复制和模仿，覆盖了多个院系、学科或其他业务系能够为自身所复制和模仿，覆盖了多个院系、学科或其他业务系

统，形成规模效应统，形成规模效应统，形成规模效应统，形成规模效应    

4.4.4.4.持久性：持久性：持久性：持久性：是学校在长期发展中以特定的方式、沿特定的发展轨迹逐步积累是学校在长期发展中以特定的方式、沿特定的发展轨迹逐步积累是学校在长期发展中以特定的方式、沿特定的发展轨迹逐步积累是学校在长期发展中以特定的方式、沿特定的发展轨迹逐步积累

起来的，且能不断开发和维护起来的，且能不断开发和维护起来的，且能不断开发和维护起来的，且能不断开发和维护    

5.5.5.5.关联性：关联性：关联性：关联性：能与学校关键成功因素或者关键目标密切关联能与学校关键成功因素或者关键目标密切关联能与学校关键成功因素或者关键目标密切关联能与学校关键成功因素或者关键目标密切关联

6.6.6.6.稀缺性：稀缺性：稀缺性：稀缺性：仅为极少学校所能够拥有（竞争性资源）仅为极少学校所能够拥有（竞争性资源）仅为极少学校所能够拥有（竞争性资源）仅为极少学校所能够拥有（竞争性资源）

工科高校的工科高校的工科高校的工科高校的
产业优势产业优势产业优势产业优势

百年高校的百年高校的百年高校的百年高校的
校友优势校友优势校友优势校友优势

地处上海的地处上海的地处上海的地处上海的
地缘优势地缘优势地缘优势地缘优势

勇于改革的勇于改革的勇于改革的勇于改革的
文化优势文化优势文化优势文化优势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

    何为何为何为何为规划规划规划规划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战略分析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规划编撰规划编撰规划编撰规划编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实施实施实施实施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

战略关键战略关键战略关键战略关键文件包括文件包括文件包括文件包括：：：：
—使命使命使命使命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战略规划

—操作性行动操作性行动操作性行动操作性行动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专项规划专项规划专项规划专项规划

—财政财政财政财政与资源与资源与资源与资源规划规划规划规划

战略规划的时间跨度战略规划的时间跨度战略规划的时间跨度战略规划的时间跨度    
—大多数高校的战略规划以五年为单位，也有少数学校的战略规划大多数高校的战略规划以五年为单位，也有少数学校的战略规划大多数高校的战略规划以五年为单位，也有少数学校的战略规划大多数高校的战略规划以五年为单位，也有少数学校的战略规划

跨越更长的时间，如跨越更长的时间，如跨越更长的时间，如跨越更长的时间，如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十年（上海交通大学 2010-20202010-20202010-20202010-2020规划）。规划）。规划）。规划）。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战略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战略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战略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战略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战略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战略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战略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

使命使命使命使命与目标与目标与目标与目标    
—使命使命使命使命（官方目标）：是指（官方目标）：是指（官方目标）：是指（官方目标）：是指 大学承诺在大学承诺在大学承诺在大学承诺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

所应担当的角色和所应担当的角色和所应担当的角色和所应担当的角色和责任。说明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办学思想责任。说明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办学思想责任。说明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办学思想责任。说明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办学思想 ，，，，为发为发为发为发
展目标展目标展目标展目标的确立与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的确立与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的确立与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的确立与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

—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战略目标：它是一所大学在较长时期内全局性的发展奋斗目标，它是一所大学在较长时期内全局性的发展奋斗目标，它是一所大学在较长时期内全局性的发展奋斗目标，它是一所大学在较长时期内全局性的发展奋斗目标，
是整个战略的核心。战略要有具体时间、确定的内涵、可以计量是整个战略的核心。战略要有具体时间、确定的内涵、可以计量是整个战略的核心。战略要有具体时间、确定的内涵、可以计量是整个战略的核心。战略要有具体时间、确定的内涵、可以计量
的成果和明确的责任。也有一些的成果和明确的责任。也有一些的成果和明确的责任。也有一些的成果和明确的责任。也有一些 学校用战略目标、政策或价值观学校用战略目标、政策或价值观学校用战略目标、政策或价值观学校用战略目标、政策或价值观
的表述来强化它们的使命与目标的表述来强化它们的使命与目标的表述来强化它们的使命与目标的表述来强化它们的使命与目标 。。。。

—几乎几乎几乎几乎所有高校的战略规划都阐述了学校的使命。许多高校在阐述所有高校的战略规划都阐述了学校的使命。许多高校在阐述所有高校的战略规划都阐述了学校的使命。许多高校在阐述所有高校的战略规划都阐述了学校的使命。许多高校在阐述
使命时特别强调办学特色或国内外定位。不少学校对使命与目标使命时特别强调办学特色或国内外定位。不少学校对使命与目标使命时特别强调办学特色或国内外定位。不少学校对使命与目标使命时特别强调办学特色或国内外定位。不少学校对使命与目标
的表述并没有截然区分。的表述并没有截然区分。的表述并没有截然区分。的表述并没有截然区分。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

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战略规划通常包括以下要素：通常包括以下要素：通常包括以下要素：通常包括以下要素： 制订规划的目的，学校的使命，中制订规划的目的，学校的使命，中制订规划的目的，学校的使命，中制订规划的目的，学校的使命，中

长期发展目标，实现目标的责任落实和时间跨度（制订年度计划长期发展目标，实现目标的责任落实和时间跨度（制订年度计划长期发展目标，实现目标的责任落实和时间跨度（制订年度计划长期发展目标，实现目标的责任落实和时间跨度（制订年度计划
的依据），对关键活动与资源的战略安排，可行性分析（含财务的依据），对关键活动与资源的战略安排，可行性分析（含财务的依据），对关键活动与资源的战略安排，可行性分析（含财务的依据），对关键活动与资源的战略安排，可行性分析（含财务
等），规划实施过程的监控等。等），规划实施过程的监控等。等），规划实施过程的监控等。等），规划实施过程的监控等。

—高校高校高校高校的战略规划一般还要考虑以下要素：的战略规划一般还要考虑以下要素：的战略规划一般还要考虑以下要素：的战略规划一般还要考虑以下要素： 如何保持和提高人才培如何保持和提高人才培如何保持和提高人才培如何保持和提高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和服务社会的水平，如何增加财政资源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和服务社会的水平，如何增加财政资源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和服务社会的水平，如何增加财政资源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和服务社会的水平，如何增加财政资源
与教学资源等与教学资源等与教学资源等与教学资源等。。。。

—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它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一般以学科的优势领它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一般以学科的优势领它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一般以学科的优势领它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一般以学科的优势领
域作为战略重点的选择域作为战略重点的选择域作为战略重点的选择域作为战略重点的选择

—战略措施：战略措施：战略措施：战略措施：是指同实现战略目标有直接关系的若干主要措施和政是指同实现战略目标有直接关系的若干主要措施和政是指同实现战略目标有直接关系的若干主要措施和政是指同实现战略目标有直接关系的若干主要措施和政
策策策策

—战略阶段：战略阶段：战略阶段：战略阶段：指一定战略时期内，由于条件和任务变化所表现出来指一定战略时期内，由于条件和任务变化所表现出来指一定战略时期内，由于条件和任务变化所表现出来指一定战略时期内，由于条件和任务变化所表现出来
的阶段性。的阶段性。的阶段性。的阶段性。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性行动计划性行动计划性行动计划性行动计划    ：：：：是为了实现战略规划的中长期目标而是为了实现战略规划的中长期目标而是为了实现战略规划的中长期目标而是为了实现战略规划的中长期目标而
制订的短期计划制订的短期计划制订的短期计划制订的短期计划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性行动计划一般包括具体的任务与目标。性行动计划一般包括具体的任务与目标。性行动计划一般包括具体的任务与目标。性行动计划一般包括具体的任务与目标。 大多数学校的操作大多数学校的操作大多数学校的操作大多数学校的操作
性行动计划是单独的规划文件，但可以附在战略规划的后边。性行动计划是单独的规划文件，但可以附在战略规划的后边。性行动计划是单独的规划文件，但可以附在战略规划的后边。性行动计划是单独的规划文件，但可以附在战略规划的后边。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操作性行动计划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操作性行动计划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操作性行动计划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操作性行动计划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

• 任务任务任务任务和目标是有针对性的、可测量的、可达到的、可行的和和目标是有针对性的、可测量的、可达到的、可行的和和目标是有针对性的、可测量的、可达到的、可行的和和目标是有针对性的、可测量的、可达到的、可行的和
及时及时及时及时的；的；的；的；

• 实现实现实现实现目标过程中的目标过程中的目标过程中的目标过程中的““““里程碑里程碑里程碑里程碑””””和时间接点是明确和时间接点是明确和时间接点是明确和时间接点是明确的；的；的；的；

• 各项各项各项各项任务的责任人是落实的。任务的责任人是落实的。任务的责任人是落实的。任务的责任人是落实的。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

制订制订制订制订学校的操作性行动计划学校的操作性行动计划学校的操作性行动计划学校的操作性行动计划    
—高级高级高级高级管理层有责任把学校的战略目标分解成可操作性的活动、目管理层有责任把学校的战略目标分解成可操作性的活动、目管理层有责任把学校的战略目标分解成可操作性的活动、目管理层有责任把学校的战略目标分解成可操作性的活动、目

标和任务。可以先由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或一个规划组起草一份草标和任务。可以先由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或一个规划组起草一份草标和任务。可以先由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或一个规划组起草一份草标和任务。可以先由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或一个规划组起草一份草
案。案。案。案。

—战略战略战略战略目标的分解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目标的分解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目标的分解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目标的分解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的相互作用，使其在学术、行政机构中的分解方案达成一致而上的相互作用，使其在学术、行政机构中的分解方案达成一致而上的相互作用，使其在学术、行政机构中的分解方案达成一致而上的相互作用，使其在学术、行政机构中的分解方案达成一致
。。。。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性行动计划通常以一年为限。一些高校还包括第二年的粗略性行动计划通常以一年为限。一些高校还包括第二年的粗略性行动计划通常以一年为限。一些高校还包括第二年的粗略性行动计划通常以一年为限。一些高校还包括第二年的粗略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几乎几乎几乎几乎所有高校都至少所有高校都至少所有高校都至少所有高校都至少内部公开它们内部公开它们内部公开它们内部公开它们的战略规划及操作性行动计划的战略规划及操作性行动计划的战略规划及操作性行动计划的战略规划及操作性行动计划
。一些高校。一些高校。一些高校。一些高校每年公开操作每年公开操作每年公开操作每年公开操作性行动计划执行的结果。性行动计划执行的结果。性行动计划执行的结果。性行动计划执行的结果。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

专项专项专项专项规划规划规划规划    
—除了除了除了除了战略规划以外战略规划以外战略规划以外战略规划以外，有些高校，有些高校，有些高校，有些高校还有一系列专项规划，如学科规划还有一系列专项规划，如学科规划还有一系列专项规划，如学科规划还有一系列专项规划，如学科规划

、科研规划、科研规划、科研规划、科研规划、人才培养规划、人才培养规划、人才培养规划、人才培养规划等以学术为基础的专项规划，财政规等以学术为基础的专项规划，财政规等以学术为基础的专项规划，财政规等以学术为基础的专项规划，财政规
划、固定资产规划、信息技术规划、人力资源规划等以资源为基划、固定资产规划、信息技术规划、人力资源规划等以资源为基划、固定资产规划、信息技术规划、人力资源规划等以资源为基划、固定资产规划、信息技术规划、人力资源规划等以资源为基
础的规划，国际化规划、市场化规划等其它类规划。础的规划，国际化规划、市场化规划等其它类规划。础的规划，国际化规划、市场化规划等其它类规划。础的规划，国际化规划、市场化规划等其它类规划。

—制订制订制订制订专项规划的目的是为实现学校的战略规划服务，需要与战略专项规划的目的是为实现学校的战略规划服务，需要与战略专项规划的目的是为实现学校的战略规划服务，需要与战略专项规划的目的是为实现学校的战略规划服务，需要与战略
规划进行有机地结合。规划进行有机地结合。规划进行有机地结合。规划进行有机地结合。

—专项专项专项专项规划一般作为单独的规划文件。但专项规划应支持战略规划规划一般作为单独的规划文件。但专项规划应支持战略规划规划一般作为单独的规划文件。但专项规划应支持战略规划规划一般作为单独的规划文件。但专项规划应支持战略规划
中至少一个目标的实现，或为其实现提供条件。中至少一个目标的实现，或为其实现提供条件。中至少一个目标的实现，或为其实现提供条件。中至少一个目标的实现，或为其实现提供条件。

—专项专项专项专项规划的制订一般采用与战略规划制订相似的过程。专项规划规划的制订一般采用与战略规划制订相似的过程。专项规划规划的制订一般采用与战略规划制订相似的过程。专项规划规划的制订一般采用与战略规划制订相似的过程。专项规划
一般也应有相应的操作性行动计划一般也应有相应的操作性行动计划一般也应有相应的操作性行动计划一般也应有相应的操作性行动计划 。。。。

—一些一些一些一些学校要求校内学术和行政单位制订自己的规划，作为对学校学校要求校内学术和行政单位制订自己的规划，作为对学校学校要求校内学术和行政单位制订自己的规划，作为对学校学校要求校内学术和行政单位制订自己的规划，作为对学校
战略规划做贡献的基础。战略规划做贡献的基础。战略规划做贡献的基础。战略规划做贡献的基础。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战略规划的内容与结构

财政财政财政财政与资源规划与资源规划与资源规划与资源规划    ：：：：制订制订制订制订财政与资源专项规划，将财政和财政与资源专项规划，将财政和财政与资源专项规划，将财政和财政与资源专项规划，将财政和
资源因素与战略规划相结合，可以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资源因素与战略规划相结合，可以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资源因素与战略规划相结合，可以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资源因素与战略规划相结合，可以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
性和灵活性。性和灵活性。性和灵活性。性和灵活性。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预测的时间预算和中期财政预测的时间预算和中期财政预测的时间预算和中期财政预测的时间 ，与大多数学校的规划完成时间，与大多数学校的规划完成时间，与大多数学校的规划完成时间，与大多数学校的规划完成时间

相吻合。参与资源分配的人员通常也参与战略规划的其它部分。相吻合。参与资源分配的人员通常也参与战略规划的其它部分。相吻合。参与资源分配的人员通常也参与战略规划的其它部分。相吻合。参与资源分配的人员通常也参与战略规划的其它部分。

—一些一些一些一些学校采用按某种公式模型进行计算的学校采用按某种公式模型进行计算的学校采用按某种公式模型进行计算的学校采用按某种公式模型进行计算的 预算模式预算模式预算模式预算模式，另外一些学，另外一些学，另外一些学，另外一些学
校则采用根据需求报告进行分配的预算模式。常见的情况是两种校则采用根据需求报告进行分配的预算模式。常见的情况是两种校则采用根据需求报告进行分配的预算模式。常见的情况是两种校则采用根据需求报告进行分配的预算模式。常见的情况是两种
模式结合、经过几上几下协商决定。模式结合、经过几上几下协商决定。模式结合、经过几上几下协商决定。模式结合、经过几上几下协商决定。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财政、资源与战略规划结合程度的方法包括：财政、资源与战略规划结合程度的方法包括：财政、资源与战略规划结合程度的方法包括：财政、资源与战略规划结合程度的方法包括： 明确将年度预明确将年度预明确将年度预明确将年度预
算跟操作性行动计划挂钩，确保中期财政预测能反映战略规划、算跟操作性行动计划挂钩，确保中期财政预测能反映战略规划、算跟操作性行动计划挂钩，确保中期财政预测能反映战略规划、算跟操作性行动计划挂钩，确保中期财政预测能反映战略规划、
专项规划的需求，确保财政与资源的分配过程公开化。专项规划的需求，确保财政与资源的分配过程公开化。专项规划的需求，确保财政与资源的分配过程公开化。专项规划的需求，确保财政与资源的分配过程公开化。

—发现发现发现发现规划需要超过正常水平的额外资源的方法包括规划需要超过正常水平的额外资源的方法包括规划需要超过正常水平的额外资源的方法包括规划需要超过正常水平的额外资源的方法包括 ：请财务、房：请财务、房：请财务、房：请财务、房
地产、信息技术等相关人员参与制定规划，要求财政、资源有关地产、信息技术等相关人员参与制定规划，要求财政、资源有关地产、信息技术等相关人员参与制定规划，要求财政、资源有关地产、信息技术等相关人员参与制定规划，要求财政、资源有关
部门的负责人对规划进行会签等。部门的负责人对规划进行会签等。部门的负责人对规划进行会签等。部门的负责人对规划进行会签等。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工作流程战略规划工作流程战略规划工作流程战略规划工作流程战略规划工作流程战略规划工作流程战略规划工作流程战略规划工作流程

组织框架组织框架组织框架组织框架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体系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学术发展路线图学术发展路线图学术发展路线图学术发展路线图学术发展路线图学术发展路线图学术发展路线图学术发展路线图

总共形成总共形成总共形成总共形成100100100100个问题个问题个问题个问题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内容的特点战略规划内容的特点战略规划内容的特点战略规划内容的特点战略规划内容的特点战略规划内容的特点战略规划内容的特点战略规划内容的特点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

1996199619961996

1996199619961996年，百年校庆之际提出三步走战略年，百年校庆之际提出三步走战略年，百年校庆之际提出三步走战略年，百年校庆之际提出三步走战略
2000200020002000年：年：年：年：整体实力居国内高校前列整体实力居国内高校前列整体实力居国内高校前列整体实力居国内高校前列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
21212121世纪中叶：世纪中叶：世纪中叶：世纪中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历史历史历史历史的继承性的继承性的继承性的继承性历史历史历史历史的继承性的继承性的继承性的继承性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

1996199619961996

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
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
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

2001200120012001

2001200120012001年，制定十五规划，提出建设年，制定十五规划，提出建设年，制定十五规划，提出建设年，制定十五规划，提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综合性、研究型、综合性、研究型、综合性、研究型、
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定位的发展定位的发展定位的发展定位

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学科结构学科结构学科结构学科结构

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

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突破路径突破路径突破路径突破路径

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1996199619961996

学科定位学科定位学科定位学科定位
人才强校人才强校人才强校人才强校

2004200420042004

2004200420042004年，八次党代会和制定十一五规划，明确学科分年，八次党代会和制定十一五规划，明确学科分年，八次党代会和制定十一五规划，明确学科分年，八次党代会和制定十一五规划，明确学科分
类发展，提出人才强校主战略类发展，提出人才强校主战略类发展，提出人才强校主战略类发展，提出人才强校主战略

学科定位：学科定位：学科定位：学科定位：强势学科群、未来优势学科群、强势学科群、未来优势学科群、强势学科群、未来优势学科群、强势学科群、未来优势学科群、
                                特色交叉学科群、基础性学科群特色交叉学科群、基础性学科群特色交叉学科群、基础性学科群特色交叉学科群、基础性学科群

人才强校：人才强校：人才强校：人才强校：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
                                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团队建设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团队建设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团队建设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团队建设
                                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育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育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育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育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

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
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
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
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

2001200120012001

规划工作历史回顾规划工作历史回顾规划工作历史回顾规划工作历史回顾规划工作历史回顾规划工作历史回顾规划工作历史回顾规划工作历史回顾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1996199619961996

2008200820082008年，九次党代会和制定年，九次党代会和制定年，九次党代会和制定年，九次党代会和制定2010-20202010-20202010-20202010-2020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战略规划；
发展阶段转型：发展阶段转型：发展阶段转型：发展阶段转型：从数量积累转入质量提升从数量积累转入质量提升从数量积累转入质量提升从数量积累转入质量提升

                从外延拓展转入内涵建设从外延拓展转入内涵建设从外延拓展转入内涵建设从外延拓展转入内涵建设
                从国内竞争转入国际竞争从国内竞争转入国际竞争从国内竞争转入国际竞争从国内竞争转入国际竞争

加强学术管理：加强学术管理：加强学术管理：加强学术管理：成立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新一届学术委员会。

聚焦质量聚焦质量聚焦质量聚焦质量
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
学术管理学术管理学术管理学术管理

2008200820082008

学科定位学科定位学科定位学科定位
人才强校人才强校人才强校人才强校

2004200420042004

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
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
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
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

2001200120012001

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1996199619961996

2010201020102010年，编制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年，编制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年，编制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年，编制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
着眼着眼着眼着眼2013201320132013：：：：            加快加快加快加快优势学科的整合优势学科的整合优势学科的整合优势学科的整合

加快加快加快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
            加快加快加快加快国际可比指标建设国际可比指标建设国际可比指标建设国际可比指标建设
            加快加快加快加快若干重点目标的突破若干重点目标的突破若干重点目标的突破若干重点目标的突破

着眼着眼着眼着眼2020202020202020：：：： 更加更加更加更加关注新兴交叉学科成长关注新兴交叉学科成长关注新兴交叉学科成长关注新兴交叉学科成长
            更加更加更加更加关注教师队伍的整体提升关注教师队伍的整体提升关注教师队伍的整体提升关注教师队伍的整体提升
            更加更加更加更加关注创新人才培养关注创新人才培养关注创新人才培养关注创新人才培养
            更加更加更加更加关注学校声誉的提升关注学校声誉的提升关注学校声誉的提升关注学校声誉的提升

面向未来面向未来面向未来面向未来
目标管理目标管理目标管理目标管理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以人为本

2010201020102010

聚焦质量聚焦质量聚焦质量聚焦质量
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
学术管理学术管理学术管理学术管理

2008200820082008

学科定位学科定位学科定位学科定位
人才强校人才强校人才强校人才强校

2004200420042004

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三步走
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
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
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

2001200120012001

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继承性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985985985985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一期一期一期一期

““““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
““““985985985985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二期二期二期二期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
““““985985985985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三期三期三期三期

综合性的阶段重点综合性的阶段重点综合性的阶段重点综合性的阶段重点综合性的阶段重点综合性的阶段重点综合性的阶段重点综合性的阶段重点

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985985985985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一期一期一期一期

““““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
““““985985985985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二期二期二期二期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
““““985985985985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三期三期三期三期

研究型的阶段重点研究型的阶段重点研究型的阶段重点研究型的阶段重点研究型的阶段重点研究型的阶段重点研究型的阶段重点研究型的阶段重点

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985985985985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一期一期一期一期

““““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
““““985985985985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二期二期二期二期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规划及
““““985985985985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三期三期三期三期

国际化的阶段重点国际化的阶段重点国际化的阶段重点国际化的阶段重点国际化的阶段重点国际化的阶段重点国际化的阶段重点国际化的阶段重点

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方针的延续性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实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

，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早日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早日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早日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早日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

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

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 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 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

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 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 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 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

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

����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学科学科学科学科
体系建设体系建设体系建设体系建设

����一流一流一流一流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高地建设高地建设高地建设高地建设

����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培养体系培养体系培养体系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创新创新创新创新
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

����绿色可持绿色可持绿色可持绿色可持
续校园续校园续校园续校园

����推进推进推进推进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文化建设

����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国际合作
与交流与交流与交流与交流

����增强增强增强增强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服务能力服务能力服务能力服务能力

综合改革综合改革综合改革综合改革
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
智慧校园智慧校园智慧校园智慧校园
多元筹资多元筹资多元筹资多元筹资
三区联动三区联动三区联动三区联动
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执政能力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世界水平世界水平世界水平世界水平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中国特色

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

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 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 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 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

����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学科学科学科学科
体系建设体系建设体系建设体系建设

����一流一流一流一流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高地建设高地建设高地建设高地建设

����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培养体系培养体系培养体系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创新创新创新创新
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

����绿色可持绿色可持绿色可持绿色可持
续校园续校园续校园续校园

����推进推进推进推进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文化建设

����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国际合作
与交流与交流与交流与交流

����增强增强增强增强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服务能力服务能力服务能力服务能力

综合改革综合改革综合改革综合改革
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
智慧校园智慧校园智慧校园智慧校园
多元筹资多元筹资多元筹资多元筹资
三区联动三区联动三区联动三区联动
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执政能力

一流学科一流学科一流学科一流学科

一流教学一流教学一流教学一流教学

一流师资一流师资一流师资一流师资

一流科研一流科研一流科研一流科研

一流声誉一流声誉一流声誉一流声誉 P2P2P2P2P3P3P3P3P1P1P1P1

R1R1R1R1 R3R3R3R3R5R5R5R5R4R4R4R4R2R2R2R2

T1T1T1T1 T4T4T4T4 T5T5T5T5T6T6T6T6T3T3T3T3T2T2T2T2

F3F3F3F3F2F2F2F2F1F1F1F1

D3D3D3D3D2D2D2D2D1D1D1D1 核心指标核心指标核心指标核心指标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

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 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 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 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

����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学科学科学科学科
体系建设体系建设体系建设体系建设

����一流一流一流一流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高地建设高地建设高地建设高地建设

����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培养体系培养体系培养体系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创新创新创新创新
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

����绿色可持绿色可持绿色可持绿色可持
续校园续校园续校园续校园

����推进推进推进推进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文化建设

����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国际合作
与交流与交流与交流与交流

����增强增强增强增强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服务能力服务能力服务能力服务能力

综合改革综合改革综合改革综合改革
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
智慧校园智慧校园智慧校园智慧校园
多元筹资多元筹资多元筹资多元筹资
三区联动三区联动三区联动三区联动
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执政能力

一流学科一流学科一流学科一流学科 一流教学一流教学一流教学一流教学一流师资一流师资一流师资一流师资 一流科研一流科研一流科研一流科研 一流声誉一流声誉一流声誉一流声誉核心指标核心指标核心指标核心指标

阶段目标阶段目标阶段目标阶段目标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阶段目标阶段目标阶段目标阶段目标

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

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战略动因 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顺应社会环境变化 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突破发展瓶颈问题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战略选择 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转变发展模式，促进差异竞争

����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学科学科学科学科
体系建设体系建设体系建设体系建设

����一流一流一流一流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高地建设高地建设高地建设高地建设

����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培养体系培养体系培养体系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创新创新创新创新
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

����绿色可持绿色可持绿色可持绿色可持
续校园续校园续校园续校园

����推进推进推进推进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文化建设

����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国际合作
与交流与交流与交流与交流

����增强增强增强增强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服务能力服务能力服务能力服务能力

综合改革综合改革综合改革综合改革
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
智慧校园智慧校园智慧校园智慧校园
多元筹资多元筹资多元筹资多元筹资
三区联动三区联动三区联动三区联动
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执政能力

一流学科一流学科一流学科一流学科 一流教学一流教学一流教学一流教学一流师资一流师资一流师资一流师资 一流科研一流科研一流科研一流科研 一流声誉一流声誉一流声誉一流声誉核心指标核心指标核心指标核心指标

愿景使命愿景使命愿景使命愿景使命

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
����    人类的知识殿堂人类的知识殿堂人类的知识殿堂人类的知识殿堂 ����    全球的学术重镇全球的学术重镇全球的学术重镇全球的学术重镇
����    国家的创新源泉国家的创新源泉国家的创新源泉国家的创新源泉 ����    精英的成长沃土精英的成长沃土精英的成长沃土精英的成长沃土

交大的使命交大的使命交大的使命交大的使命

致力于激发学生潜能，培养精英人才致力于激发学生潜能，培养精英人才致力于激发学生潜能，培养精英人才致力于激发学生潜能，培养精英人才

致力于探索未知领域，攀登科学高峰致力于探索未知领域，攀登科学高峰致力于探索未知领域，攀登科学高峰致力于探索未知领域，攀登科学高峰

致力于攻克技术难题，服务民族经济致力于攻克技术难题，服务民族经济致力于攻克技术难题，服务民族经济致力于攻克技术难题，服务民族经济

致力于丰富思想宝库，引领社会进步致力于丰富思想宝库，引领社会进步致力于丰富思想宝库，引领社会进步致力于丰富思想宝库，引领社会进步

致力于构筑文化桥梁，促进世界和平致力于构筑文化桥梁，促进世界和平致力于构筑文化桥梁，促进世界和平致力于构筑文化桥梁，促进世界和平

上海交通大学战略地图（上海交通大学战略地图（上海交通大学战略地图（上海交通大学战略地图（2010-20202010-20202010-2020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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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十三五规划的启动

明确未来明确未来明确未来明确未来5555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发展目标和战略发展目标和战略发展目标和战略发展目标和战略

明确未来明确未来明确未来明确未来5555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建设目标与任务建设目标与任务建设目标与任务建设目标与任务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汇报内容

    何为何为何为何为规划规划规划规划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战略分析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规划编撰规划编撰规划编撰规划编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实施实施实施实施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成功的八大要素战略规划成功的八大要素战略规划成功的八大要素战略规划成功的八大要素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985985985985高校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问题高校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问题高校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问题高校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问题985985985985高校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问题高校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问题高校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问题高校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问题

1.1.1.1. 任务分解法任务分解法任务分解法任务分解法 83.69%83.69%83.69%83.69%

• 目标管理目标管理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法法法法 71.63%71.63%71.63%71.63%

• 关键绩效法关键绩效法关键绩效法关键绩效法 55.32%55.32%55.32%55.32%

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规划实施的主要方法

影响规划实施的主要问题影响规划实施的主要问题影响规划实施的主要问题影响规划实施的主要问题
1.1.1.1. 缺乏考核与评价缺乏考核与评价缺乏考核与评价缺乏考核与评价 26.82%26.82%26.82%26.82%

2.2.2.2. 资源支撑不足资源支撑不足资源支撑不足资源支撑不足 24.58%24.58%24.58%24.58%

3.3.3.3. 环境变化太快环境变化太快环境变化太快环境变化太快 13.41%13.41%13.41%13.41%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参与参与参与参与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深度深度深度深度
实施实施实施实施

战略战略战略战略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412.412.412.412******** .193.193.193.193******** .107.107.107.107

沟通沟通沟通沟通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191.191.191.191**** .352.352.352.352******** .436.436.436.436********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183.183.183.183**** .259.259.259.259******** .345.345.345.345********

规划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规划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规划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规划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

注：注：注：注：《《《《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调查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调查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调查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调查问卷问卷问卷问卷》》》》，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2013201320132013
                                    样本量：样本量：样本量：样本量：38383838所所所所200200200200份，有效问卷份，有效问卷份，有效问卷份，有效问卷179179179179份；份；份；份；KMOKMOKMOKMO：：：：0.8950.8950.8950.895；；；；BartlettBartlettBartlettBartlett：：：：P=.0000P=.0000P=.0000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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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成功战略规划成功战略规划成功战略规划成功的评判标准的评判标准的评判标准的评判标准

规划编制规划编制规划编制规划编制规划编制规划编制规划编制规划编制

规划认同规划认同规划认同规划认同规划认同规划认同规划认同规划认同

规划执行规划执行规划执行规划执行规划执行规划执行规划执行规划执行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工作理念的转变战略规划工作理念的转变战略规划工作理念的转变战略规划工作理念的转变

工作定位工作定位工作定位工作定位

工作抓手工作抓手工作抓手工作抓手

工作重点工作重点工作重点工作重点

工作方式工作方式工作方式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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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以规划认同为抓手推进规划实施以规划认同为抓手推进规划实施以规划认同为抓手推进规划实施以规划认同为抓手推进规划实施以规划认同为抓手推进规划实施以规划认同为抓手推进规划实施以规划认同为抓手推进规划实施以规划认同为抓手推进规划实施

认同的心理学机制认同的心理学机制认同的心理学机制认同的心理学机制

了解内容了解内容了解内容了解内容 行为遵从行为遵从行为遵从行为遵从 自觉自觉自觉自觉行为行为行为行为

• 上下结合的规上下结合的规上下结合的规上下结合的规
划制定过程划制定过程划制定过程划制定过程

• 描绘描绘描绘描绘战略战略战略战略地图地图地图地图
• 树立工作理念树立工作理念树立工作理念树立工作理念

• 院系目标任务分解院系目标任务分解院系目标任务分解院系目标任务分解
• 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年度工作计划
• 个性化的学科规划个性化的学科规划个性化的学科规划个性化的学科规划
• 参与重大改革设计参与重大改革设计参与重大改革设计参与重大改革设计

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
建设效果如何建设效果如何建设效果如何建设效果如何

• 院系国际评估院系国际评估院系国际评估院系国际评估
• 院院院院系绩效考核系绩效考核系绩效考核系绩效考核
• 规划进展跟踪规划进展跟踪规划进展跟踪规划进展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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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战略规划的工作战略规划的工作战略规划的工作战略规划的工作模式转型模式转型模式转型模式转型

指标导向的目标管理模式指标导向的目标管理模式指标导向的目标管理模式指标导向的目标管理模式 理念导向的过程指导模式理念导向的过程指导模式理念导向的过程指导模式理念导向的过程指导模式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第八次第八次第八次第八次
党代会党代会党代会党代会
明确发明确发明确发明确发
展战略展战略展战略展战略

五届五届五届五届教教教教
代会代会代会代会讨讨讨讨
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
框架和框架和框架和框架和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20202020
11.11.11.11.
9999

总体规划纲要与专项规划总体规划纲要与专项规划总体规划纲要与专项规划总体规划纲要与专项规划三上三下三上三下三上三下三上三下反复凝练，与院反复凝练，与院反复凝练，与院反复凝练，与院

系规划系规划系规划系规划四上四下四上四下四上四下四上四下充分沟通。充分沟通。充分沟通。充分沟通。

寒假务寒假务寒假务寒假务
虚会虚会虚会虚会启启启启
动规划动规划动规划动规划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提交提交提交提交教教教教
育部育部育部育部

1.1.1.1.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上下结合的制定过程上下结合的制定过程上下结合的制定过程上下结合的制定过程1.1.1.1.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上下结合的制定过程上下结合的制定过程上下结合的制定过程上下结合的制定过程

2011.92011.92011.92011.9

寒假务寒假务寒假务寒假务
虚会虚会虚会虚会讨讨讨讨
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学术委学术委学术委学术委
员会员会员会员会审审审审
议规划议规划议规划议规划
和学术和学术和学术和学术
发展路发展路发展路发展路
线图线图线图线图

学术委学术委学术委学术委
员会员会员会员会讨讨讨讨
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
框架和框架和框架和框架和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校长办校长办校长办校长办
公会公会公会公会讨讨讨讨
论建设论建设论建设论建设
指标和指标和指标和指标和
思路思路思路思路

提请提请提请提请校校校校
常委会常委会常委会常委会
审议审议审议审议

六届六届六届六届教教教教
代会代会代会代会讨讨讨讨
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
纲要纲要纲要纲要

2008.22008.22008.22008.2 2008.102008.102008.102008.10
2008.122008.122008.122008.12

2009.22009.22009.22009.2 2010.112010.112010.112010.11 2011.92011.92011.92011.9
2011.32011.32011.32011.3

2011.22011.22011.22011.2
2010.122010.122010.122010.12 2011.92011.92011.92011.92010.52010.52010.52010.52008.72008.72008.72008.7

校长办校长办校长办校长办
公会公会公会公会讨讨讨讨
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
目标与目标与目标与目标与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校长办校长办校长办校长办
公会公会公会公会讨讨讨讨
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论规划
目标与目标与目标与目标与
结构结构结构结构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2.2.2.2.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描绘战略地图描绘战略地图描绘战略地图描绘战略地图2.2.2.2.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描绘战略地图描绘战略地图描绘战略地图描绘战略地图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3.3.3.3.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树立工作理念树立工作理念树立工作理念树立工作理念3.3.3.3.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树立工作理念树立工作理念树立工作理念树立工作理念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探究探究探究探究

人格人格人格人格
养成养成养成养成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

以以以以““““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为导向

传承优秀教学传统，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传承优秀教学传统，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传承优秀教学传统，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传承优秀教学传统，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 ””””

教学与科研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

科学与人文结合科学与人文结合科学与人文结合科学与人文结合

课内与课外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

通通通通
识识识识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实实实实
践践践践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配配配配
套套套套
改改改改
革革革革

个个个个
性性性性
发发发发
展展展展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优秀博士论文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基金

论文质量保障体系论文质量保障体系论文质量保障体系论文质量保障体系

3.3.3.3.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扎实的数理化基础知识扎实的数理化基础知识扎实的数理化基础知识扎实的数理化基础知识

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具有国际竞争能力

面向未来人类社会发展面向未来人类社会发展面向未来人类社会发展面向未来人类社会发展

面向工程领域面向工程领域面向工程领域面向工程领域

面向现代科学（技术）前沿面向现代科学（技术）前沿面向现代科学（技术）前沿面向现代科学（技术）前沿

面向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面向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面向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面向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面向全球知识经济时代面向全球知识经济时代面向全球知识经济时代面向全球知识经济时代

精英工精英工精英工精英工
程技术程技术程技术程技术
人人人人    才才才才

具有知识整合能力具有知识整合能力具有知识整合能力具有知识整合能力

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很强的工程能力具有很强的工程能力具有很强的工程能力具有很强的工程能力

具有团队精神具有团队精神具有团队精神具有团队精神

具有领导潜质具有领导潜质具有领导潜质具有领导潜质

未来工程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未来工程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未来工程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未来工程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立立立立        志志志志
献身于国民经济发展献身于国民经济发展献身于国民经济发展献身于国民经济发展
密切关联的工程事业密切关联的工程事业密切关联的工程事业密切关联的工程事业

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

明确明确明确明确人才人才人才人才培养培养培养培养定位及目标定位及目标定位及目标定位及目标

3.3.3.3.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模块化、层次化、系统化模块化、层次化、系统化模块化、层次化、系统化模块化、层次化、系统化
本科实践教学本科实践教学本科实践教学本科实践教学环节环节环节环节

基础层基础层基础层基础层

强化层强化层强化层强化层

提高层提高层提高层提高层

基础教学实验基础教学实验基础教学实验基础教学实验
工程导论工程导论工程导论工程导论
工程训练工程训练工程训练工程训练
暑期科研见习暑期科研见习暑期科研见习暑期科研见习

课程设计课程设计课程设计课程设计
三性实验三性实验三性实验三性实验
院级科技创新院级科技创新院级科技创新院级科技创新
本科生研究计划本科生研究计划本科生研究计划本科生研究计划
（（（（PRPPRPPRPPRP））））

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
论文发表计划论文发表计划论文发表计划论文发表计划
（（（（OAPS)OAPS)OAPS)OAPS)

实验室全实验室全实验室全实验室全
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校外实习校外实习校外实习校外实习
实践基地实践基地实践基地实践基地

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校企联盟校企联盟校企联盟校企联盟

综合层综合层综合层综合层

校级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校级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校级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校级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
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各类科技竞赛各类科技竞赛各类科技竞赛各类科技竞赛

兴趣驱动兴趣驱动兴趣驱动兴趣驱动

问题驱动问题驱动问题驱动问题驱动

成就驱动成就驱动成就驱动成就驱动

社社社社
会会会会
实实实实
践践践践

企业实习、实训企业实习、实训企业实习、实训企业实习、实训

3.3.3.3.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制定制定制定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框架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框架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框架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框架

通过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制定制定制定各专业的各专业的各专业的各专业的““““人人人人
才培养目标体系分析报告才培养目标体系分析报告才培养目标体系分析报告才培养目标体系分析报告””””

可实施、可评测可实施、可评测可实施、可评测可实施、可评测
的系统化描述的系统化描述的系统化描述的系统化描述

设计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手段和教学活动方法手段和教学活动方法手段和教学活动方法手段和教学活动

具体实施落实具体实施落实具体实施落实具体实施落实

课程教课程教课程教课程教
学大纲学大纲学大纲学大纲

详细说明规定详细说明规定详细说明规定详细说明规定

�    与与与与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人格养成一一对应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人格养成一一对应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人格养成一一对应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人格养成一一对应

�    使教师具有明确的责任和努力方向使教师具有明确的责任和努力方向使教师具有明确的责任和努力方向使教师具有明确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修订修订修订
本科本科本科本科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培养培养培养培养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3.3.3.3.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B1B1B1B1    专业核心基础知识专业核心基础知识专业核心基础知识专业核心基础知识

B2B2B2B2    解决前沿问题方法解决前沿问题方法解决前沿问题方法解决前沿问题方法
入门知识入门知识入门知识入门知识

B3B3B3B3    人文、历史、艺术人文、历史、艺术人文、历史、艺术人文、历史、艺术
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基础知识

B4 B4 B4 B4 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
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基础知识

A1A1A1A1    提出、分析和解决提出、分析和解决提出、分析和解决提出、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问题的能力问题的能力问题的能力    

A2 A2 A2 A2 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批判性思维和独立
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A3A3A3A3    准确表达思想的多准确表达思想的多准确表达思想的多准确表达思想的多
种语言应用种语言应用种语言应用种语言应用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A4 A4 A4 A4 与不同类型的人合与不同类型的人合与不同类型的人合与不同类型的人合
作共事、沟通和组织作共事、沟通和组织作共事、沟通和组织作共事、沟通和组织
管理的管理的管理的管理的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A5A5A5A5    终生自我学习能力终生自我学习能力终生自我学习能力终生自我学习能力    

C1 C1 C1 C1 志存高远、意志坚强志存高远、意志坚强志存高远、意志坚强志存高远、意志坚强————————以传承文明以传承文明以传承文明以传承文明
、探求真理、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探求真理、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探求真理、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探求真理、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
任，矢志不渝任，矢志不渝任，矢志不渝任，矢志不渝        

C2 C2 C2 C2 刻苦务实、精勤进取刻苦务实、精勤进取刻苦务实、精勤进取刻苦务实、精勤进取————————脚踏实地，脚踏实地，脚踏实地，脚踏实地，
不慕虚名；勤奋努力，追求卓越不慕虚名；勤奋努力，追求卓越不慕虚名；勤奋努力，追求卓越不慕虚名；勤奋努力，追求卓越        

C3C3C3C3    身心和谐、视野开阔身心和谐、视野开阔身心和谐、视野开阔身心和谐、视野开阔————————具有良好的具有良好的具有良好的具有良好的
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
容心态和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容心态和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容心态和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容心态和宽阔的国际化视野        

C4 C4 C4 C4 思维活跃、乐于创新思维活跃、乐于创新思维活跃、乐于创新思维活跃、乐于创新————————勤于思考，勤于思考，勤于思考，勤于思考，
善于钻研，对于推陈出新怀有浓厚的兴善于钻研，对于推陈出新怀有浓厚的兴善于钻研，对于推陈出新怀有浓厚的兴善于钻研，对于推陈出新怀有浓厚的兴
趣，富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探趣，富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探趣，富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探趣，富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探
索精神索精神索精神索精神    

知识探究知识探究知识探究知识探究                                                ＋＋＋＋＋＋＋＋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                                                        ＋＋＋＋＋＋＋＋ 人格养成人格养成人格养成人格养成
““““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具体细化为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育人理念具体细化为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育人理念具体细化为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育人理念具体细化为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3.3.3.3.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例一：信息工程课程设置一览表（部分）例一：信息工程课程设置一览表（部分）例一：信息工程课程设置一览表（部分）例一：信息工程课程设置一览表（部分）

课课课课
程程程程
代代代代
码码码码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总总总总
学学学学
分分分分

排排排排
课课课课
学学学学
时时时时

学分分配学分分配学分分配学分分配
推推推推
荐荐荐荐
学学学学
期期期期

知知知知
识识识识
贡贡贡贡
献献献献

能能能能
力力力力
贡贡贡贡
献献献献

素素素素
质质质质
贡贡贡贡
献献献献

理理理理
论论论论
教教教教
学学学学

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实践教学

实实实实
验验验验

实实实实
习习习习

其其其其
它它它它

专业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课程必修课程必修课程必修课程

须修满全部下列课程（须修满全部下列课程（须修满全部下列课程（须修满全部下列课程（53-5553-5553-5553-55学分）（课内学分）（课内学分）（课内学分）（课内44~4644~4644~4644~46））））

MA121MA121MA121MA121 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数学分析CCCC（（（（1111）））） 6666 102102102102 6666 　　　　 　　　　 1111 A5.1A5.1A5.1A5.1 B1-3B1-3B1-3B1-3 C2C2C2C2、、、、C4C4C4C4

MA122MA122MA122MA122 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数学分析CCCC（（（（2222）（要求含常微分方程））（要求含常微分方程））（要求含常微分方程））（要求含常微分方程） 6666 102102102102 6666 　　　　 　　　　 　　　　 2222 A5.1A5.1A5.1A5.1 B1-3B1-3B1-3B1-3 C2C2C2C2、、、、C4C4C4C4
PH124PH124PH124PH124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大学物理AAAA（（（（1111）））） 4444 68686868 4444 　　　　 　　　　 2222 A5.1A5.1A5.1A5.1 B1-3B1-3B1-3B1-3 C2C2C2C2、、、、C4C4C4C4

PH224PH224PH224PH224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大学物理AAAA（（（（2222）））） 4444 68686868 4444 　　　　 　　　　 3333 A5.1A5.1A5.1A5.1 B1-3B1-3B1-3B1-3 C2C2C2C2、、、、C4C4C4C4

PH126PH126PH126PH126 大学物理实验（大学物理实验（大学物理实验（大学物理实验（1111）））） 1111 17171717 1111　　　　 　　　　 2222 A5.1A5.1A5.1A5.1 B1-3B1-3B1-3B1-3 C2C2C2C2、、、、C4C4C4C4

PH226PH226PH226PH226 大学物理实验（大学物理实验（大学物理实验（大学物理实验（2222）））） 2222 34343434 2222　　　　 　　　　 3333 A5.1A5.1A5.1A5.1 B1-3B1-3B1-3B1-3 C2C2C2C2、、、、C4C4C4C4
EE204EE204EE204EE204 基本电路理论基本电路理论基本电路理论基本电路理论 4444 68686868 4444 　　　　 　　　　 3333 A5.2A5.2A5.2A5.2 B1-3,B7B1-3,B7B1-3,B7B1-3,B7 C2C2C2C2、、、、C4C4C4C4
EE205EE205EE205EE205 基本电路实验基本电路实验基本电路实验基本电路实验 2222 34343434 2222　　　　 　　　　 3333 A5.2A5.2A5.2A5.2 B2-4,B8B2-4,B8B2-4,B8B2-4,B8 C2C2C2C2、、、、C4C4C4C4
EE208EE208EE208EE208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验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验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验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验 4444 68686868 2.52.52.52.5 1.51.51.51.5　　　　 　　　　 　　　　 4444 A5.2A5.2A5.2A5.2 B1-4B1-4B1-4B1-4 C2C2C2C2、、、、C4C4C4C4

知识、能力和素质（人格）指标和课程体系的映射知识、能力和素质（人格）指标和课程体系的映射知识、能力和素质（人格）指标和课程体系的映射知识、能力和素质（人格）指标和课程体系的映射知识、能力和素质（人格）指标和课程体系的映射知识、能力和素质（人格）指标和课程体系的映射知识、能力和素质（人格）指标和课程体系的映射知识、能力和素质（人格）指标和课程体系的映射

3.3.3.3.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知识能力素质要求
各教学环节的贡献度各教学环节的贡献度各教学环节的贡献度各教学环节的贡献度

课堂讲授课堂讲授课堂讲授课堂讲授 课堂讨论课堂讨论课堂讨论课堂讨论 自学自学自学自学 作业作业作业作业 小论文小论文小论文小论文 测验测验测验测验 考试考试考试考试 课堂整体课堂整体课堂整体课堂整体
贡献度贡献度贡献度贡献度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知识体系 要求掌握电阻电路、动态电路和正弦稳态电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分析计算三要求掌握电阻电路、动态电路和正弦稳态电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分析计算三要求掌握电阻电路、动态电路和正弦稳态电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分析计算三要求掌握电阻电路、动态电路和正弦稳态电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分析计算三
类电路的基本方法。类电路的基本方法。类电路的基本方法。类电路的基本方法。 ★★★★★★★★★★★★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清晰思考和用语言及文字准确表清晰思考和用语言及文字准确表清晰思考和用语言及文字准确表清晰思考和用语言及文字准确表
达的能力达的能力达的能力达的能力 ★★★★ ★★★★★★★★ ★★★★ ★★★★★★★★ ★★★★★★★★★★★★ ★★★★★★★★ ★★★★★★★★ ★★★★★★★★

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 ★★★★★★★★ ★★★★★★★★★★★★ ★★★★★★★★★★★★ ★★★★★★★★★★★★ ★★★★★★★★★★★★ ★★★★★★★★

创新意识和探究的能力创新意识和探究的能力创新意识和探究的能力创新意识和探究的能力 ★★★★★★★★ ★★★★★★★★★★★★ ★★★★★★★★★★★★ ★★★★★★★★ ★★★★★★★★★★★★ ★★★★★★★★ ★★★★ ★★★★★★★★
团队的协作能力团队的协作能力团队的协作能力团队的协作能力 ★★★★★★★★★★★★ ★★★★ ★★★★★★★★

计算机的应用能力计算机的应用能力计算机的应用能力计算机的应用能力 ★★★★ ★★★★★★★★ ★★★★★★★★★★★★ ★★★★★★★★★★★★ ★★★★ ★★★★★★★★

终生学习的能力终生学习的能力终生学习的能力终生学习的能力 ★★★★★★★★ ★★★★★★★★ ★★★★★★★★

组织管理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 ★★★★

获取整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整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整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整理信息的能力**** ★★★★ ★★★★ ★★★★★★★★ ★★★★★★★★ ★★★★★★★★★★★★ ★★★★★★★★

素质素质素质素质
刻苦钻研、勤奋进取刻苦钻研、勤奋进取刻苦钻研、勤奋进取刻苦钻研、勤奋进取 ★★★★★★★★ ★★★★★★★★ ★★★★★★★★ ★★★★★★★★ ★★★★★★★★★★★★ ★★★★ ★★★★ ★★★★★★★★
视野开阔、乐于探究视野开阔、乐于探究视野开阔、乐于探究视野开阔、乐于探究 ★★★★★★★★ ★★★★★★★★ ★★★★★★★★ ★★★★★★★★ ★★★★★★★★★★★★ ★★★★ ★★★★ ★★★★★★★★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基本电路理论基本电路理论基本电路理论基本电路理论
    课程代码：课程代码：课程代码：课程代码：    EE204EE204EE204EE204
    课程性质：课程性质：课程性质：课程性质：电气信息类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电气信息类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电气信息类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电气信息类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

理论知识、分析计算电路的基本方法，并为学习后续有关理论知识、分析计算电路的基本方法，并为学习后续有关理论知识、分析计算电路的基本方法，并为学习后续有关理论知识、分析计算电路的基本方法，并为学习后续有关
课程准备必要的电路知识；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课程准备必要的电路知识；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课程准备必要的电路知识；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课程准备必要的电路知识；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

                                                                                                                                                                                

例二：优质课程例二：优质课程例二：优质课程例二：优质课程
建设教学大纲建设教学大纲建设教学大纲建设教学大纲    

3.3.3.3.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深化认知————————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人才培养（例）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4.4.4.4.    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院系目标任务分解院系目标任务分解院系目标任务分解院系目标任务分解4.4.4.4.    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院系目标任务分解院系目标任务分解院系目标任务分解院系目标任务分解

校长与院长签订目标任务书校长与院长签订目标任务书校长与院长签订目标任务书校长与院长签订目标任务书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转化转化转化转化

校院校院校院校院
对话对话对话对话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5.5.5.5.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年度工作计划5.5.5.5.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学校年度工作计划
2013年目标 2013年完成情况 2014年目标

新增院士新增院士新增院士新增院士 2名 新增全职2名，双聘2
名

引进双聘院士1名
国家千人计划申报/入选数国家千人计划申报/入选数国家千人计划申报/入选数国家千人计划申报/入选数 25/15名 申报54名；入选14名

（含外专千人2名）
50/20名

上海千人计划申报/入选数上海千人计划申报/入选数上海千人计划申报/入选数上海千人计划申报/入选数 20/15名 申报43名； 入选
28名

50/30名

新增长江特聘/讲席人数新增长江特聘/讲席人数新增长江特聘/讲席人数新增长江特聘/讲席人数 8/2名
申报67名；入选7名
特聘，3名讲座

8/2名

新增讲席教授新增讲席教授新增讲席教授新增讲席教授 20名 新增16名 20名
新增特聘教授新增特聘教授新增特聘教授新增特聘教授 35名 新增43名 40名
新增特别研究员新增特别研究员新增特别研究员新增特别研究员 45名 新增64名 80名
青年千人计划申报青年千人计划申报青年千人计划申报青年千人计划申报 ////入选数入选数入选数入选数 30/15名 申报73；入选17名 50/20名
青年拔尖人才申报/入选数青年拔尖人才申报/入选数青年拔尖人才申报/入选数青年拔尖人才申报/入选数 25/8名 2013年中组部未启动 35/8名
海外博士教师比例海外博士教师比例海外博士教师比例海外博士教师比例 25% 约24% 28%
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访问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访问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访问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访问计划 100名 69名 100名
世界名校博士后计划世界名校博士后计划世界名校博士后计划世界名校博士后计划 50名 新增19名 50名
新增专职科研队伍新增专职科研队伍新增专职科研队伍新增专职科研队伍 50名 新增53名 100名
处级干部轮岗处级干部轮岗处级干部轮岗处级干部轮岗 16名 20名
校外输送干部校外输送干部校外输送干部校外输送干部 8名（局级2名，处级

6名）
10名

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282名 补充调整2 0%
校内校内校内校内 ////外干部交流挂职外干部交流挂职外干部交流挂职外干部交流挂职 20/50名 16/36名 20/50名

理理理理////文招生分数线前三的省份文招生分数线前三的省份文招生分数线前三的省份文招生分数线前三的省份 21/13省 12/17省 20 /18省

博士生中“博士生中“博士生中“博士生中“ 985”985”985”985”高校生源比例高校生源比例高校生源比例高校生源比例 68% 68% 70%
硕士生中“硕士生中“硕士生中“硕士生中“ 985”985”985”985”高校生源比例高校生源比例高校生源比例高校生源比例 60% 61% 65%
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国家教学成果一等 /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 1/3项 教育部暂未启动，上

海市申报60项
1/3项

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数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数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数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数 200门 171门， 507门次 200门
Moocs课程数Moocs课程数Moocs课程数Moocs课程数 3门 10门
本科课程授课教授比例本科课程授课教授比例本科课程授课教授比例本科课程授课教授比例 70% 74.08% 75%
教授本科课程的高层次引进人才（特聘以教授本科课程的高层次引进人才（特聘以教授本科课程的高层次引进人才（特聘以教授本科课程的高层次引进人才（特聘以
上）比例上）比例上）比例上）比例

150名 69名 40%

全英语专业建设全英语专业建设全英语专业建设全英语专业建设 2个 在建1 0个，待验收 建成4个
推进交换生计划专业数推进交换生计划专业数推进交换生计划专业数推进交换生计划专业数 增加5个
本科生海外游学比例本科生海外游学比例本科生海外游学比例本科生海外游学比例 32% 32.92% 35%
研究生核心公共课程研究生核心公共课程研究生核心公共课程研究生核心公共课程 30门 30门 50门
一级学科核心课程群建设一级学科核心课程群建设一级学科核心课程群建设一级学科核心课程群建设 15个 16个 20个
博士生月均资助金额博士生月均资助金额博士生月均资助金额博士生月均资助金额 >3000元 3164元 >3500元
全英语学科建设全英语学科建设全英语学科建设全英语学科建设 8个 10个 12个
研究生海外访学人次研究生海外访学人次研究生海外访学人次研究生海外访学人次 1000人次 1231人次 1500人次
本科生就业率本科生就业率本科生就业率本科生就业率 95% >95% 95%
本科生读研比例本科生读研比例本科生读研比例本科生读研比例 50% >59% 65%
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就业率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就业率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就业率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就业率 55% >55% 60%
发放奖学金金额发放奖学金金额发放奖学金金额发放奖学金金额 1 .5亿元 1.6亿元
校园高雅艺术及学生原创演出校园高雅艺术及学生原创演出校园高雅艺术及学生原创演出校园高雅艺术及学生原创演出 >150场
本科生参与社会实践比例本科生参与社会实践比例本科生参与社会实践比例本科生参与社会实践比例 60% 100% 100%
学生国际、国内获奖主要奖项学生国际、国内获奖主要奖项学生国际、国内获奖主要奖项学生国际、国内获奖主要奖项 200项 250项
学生创业项目学生创业项目学生创业项目学生创业项目 100项 100项 100项
研究生就业率研究生就业率研究生就业率研究生就业率 95% >95% >95%
获得学术岗位博士生毕业生比例获得学术岗位博士生毕业生比例获得学术岗位博士生毕业生比例获得学术岗位博士生毕业生比例 35% >35% 40%

研究生质量保障研究生质量保障研究生质量保障研究生质量保障

青年教师培养青年教师培养青年教师培养青年教师培养

其他队伍建设其他队伍建设其他队伍建设其他队伍建设

第二课堂与就业第二课堂与就业第二课堂与就业第二课堂与就业
升学升学升学升学

　主要工作任务　主要工作任务　主要工作任务　主要工作任务

队伍建设队伍建设队伍建设队伍建设

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

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招生招生招生招生

本科生培养本科生培养本科生培养本科生培养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6.6.6.6.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个性化的学科规划个性化的学科规划个性化的学科规划个性化的学科规划6.6.6.6.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个性化的学科规划个性化的学科规划个性化的学科规划个性化的学科规划

对在建学科进行全面对在建学科进行全面对在建学科进行全面对在建学科进行全面
对比分析对比分析对比分析对比分析

对在建学科进行全面对在建学科进行全面对在建学科进行全面对在建学科进行全面
对比分析对比分析对比分析对比分析

形成学形成学形成学形成学
科分类科分类科分类科分类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形成学形成学形成学形成学
科分类科分类科分类科分类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重中之重重中之重重中之重重中之重重中之重重中之重重中之重重中之重

重点突破重点突破重点突破重点突破重点突破重点突破重点突破重点突破

重点培育重点培育重点培育重点培育重点培育重点培育重点培育重点培育

重点扶持重点扶持重点扶持重点扶持重点扶持重点扶持重点扶持重点扶持

重点观测重点观测重点观测重点观测重点观测重点观测重点观测重点观测

制定学科规划，实施动态跟踪评价制定学科规划，实施动态跟踪评价制定学科规划，实施动态跟踪评价制定学科规划，实施动态跟踪评价制定学科规划，实施动态跟踪评价制定学科规划，实施动态跟踪评价制定学科规划，实施动态跟踪评价制定学科规划，实施动态跟踪评价

分分分分
类类类类
投投投投
入入入入

985985985985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 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研究生院

减招减招减招减招

缓招缓招缓招缓招

停招停招停招停招

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规划发展处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7.7.7.7.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参与重大改革设计参与重大改革设计参与重大改革设计参与重大改革设计7.7.7.7.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强化遵从————————参与重大改革设计参与重大改革设计参与重大改革设计参与重大改革设计

①①①① 起草和修订学校章程起草和修订学校章程起草和修订学校章程起草和修订学校章程

②②②② 策划学校综合改革方案策划学校综合改革方案策划学校综合改革方案策划学校综合改革方案

③③③③ 牵头校部机构改革牵头校部机构改革牵头校部机构改革牵头校部机构改革

④④④④ 牵头学术委员会体系改革牵头学术委员会体系改革牵头学术委员会体系改革牵头学术委员会体系改革

⑤⑤⑤⑤ 牵头学校信息化改革牵头学校信息化改革牵头学校信息化改革牵头学校信息化改革

⑥⑥⑥⑥ 牵头和推进学校质量工程牵头和推进学校质量工程牵头和推进学校质量工程牵头和推进学校质量工程

⑦⑦⑦⑦ 参与参与参与参与策划策划策划策划师资分类发展改革师资分类发展改革师资分类发展改革师资分类发展改革

⑧⑧⑧⑧ 参与策划校院二级综合预算改革参与策划校院二级综合预算改革参与策划校院二级综合预算改革参与策划校院二级综合预算改革

⑨⑨⑨⑨ 参与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参与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参与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参与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

……………………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8.8.8.8.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院系中长期国际院系中长期国际院系中长期国际院系中长期国际评估评估评估评估8.8.8.8.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院系中长期国际院系中长期国际院系中长期国际院系中长期国际评估评估评估评估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已完成理、工、农、生、医等已完成理、工、农、生、医等已完成理、工、农、生、医等已完成理、工、农、生、医等18181818所所所所院系的国际评估，院系的国际评估，院系的国际评估，院系的国际评估，

合计邀请专家合计邀请专家合计邀请专家合计邀请专家2037203720372037名名名名，其中海外专家比例，其中海外专家比例，其中海外专家比例，其中海外专家比例90%90%90%90%，组织现场评，组织现场评，组织现场评，组织现场评

估估估估17171717场场场场，共计形成综合评估报告，共计形成综合评估报告，共计形成综合评估报告，共计形成综合评估报告29292929份份份份。。。。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常规指标（常规指标（常规指标（常规指标（GGGG）））） 重点指标（重点指标（重点指标（重点指标（KKKK）））） 科研经费（科研经费（科研经费（科研经费（FFFF））））
权重分配权重分配权重分配权重分配 70%70%70%70% 20%20%20%20% 10%10%10%10%

人力资源处根据院系绩效考核成绩确定院系绩效工资增量人力资源处根据院系绩效考核成绩确定院系绩效工资增量人力资源处根据院系绩效考核成绩确定院系绩效工资增量人力资源处根据院系绩效考核成绩确定院系绩效工资增量

1111. . . . 以以以以任务目标任务目标任务目标任务目标为依据为依据为依据为依据
————————以以以以各院系各院系各院系各院系““““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建设年度目标为评价标准；建设年度目标为评价标准；建设年度目标为评价标准；建设年度目标为评价标准；

2222. . . . 以以以以常规指标常规指标常规指标常规指标为基础为基础为基础为基础
————————考察目标完成率考察目标完成率考察目标完成率考察目标完成率

3. 3. 3. 3. 以以以以重点指标重点指标重点指标重点指标为补充为补充为补充为补充
————————加分指标，按完成项加加分指标，按完成项加加分指标，按完成项加加分指标，按完成项加分分分分

4. 4. 4. 4. 以以以以经费贡献经费贡献经费贡献经费贡献为微调为微调为微调为微调
————————考察经费增长和师均能力考察经费增长和师均能力考察经费增长和师均能力考察经费增长和师均能力

9.9.9.9.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院系年度绩效考核院系年度绩效考核院系年度绩效考核院系年度绩效考核9.9.9.9.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院系年度绩效考核院系年度绩效考核院系年度绩效考核院系年度绩效考核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2010-20202010-20202010-20202010-2020年中长期发展暨年中长期发展暨年中长期发展暨年中长期发展暨““““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规划规划规划8888大大大大
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战略重点                            
8888大建设内容大建设内容大建设内容大建设内容            41414141项工作项工作项工作项工作
7777个改革重点个改革重点个改革重点个改革重点
6666个保障举措个保障举措个保障举措个保障举措            23232323项工作项工作项工作项工作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71717171项项项项工作工作工作工作，，，，68686868项项项项（（（（95.77%95.77%95.77%95.77%）工作已经落实或）工作已经落实或）工作已经落实或）工作已经落实或
正在实施，正在实施，正在实施，正在实施，3333项项项项工作进展缓慢。工作进展缓慢。工作进展缓慢。工作进展缓慢。

10.10.10.10.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10.10.10.10.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十二五规划目标十二五规划目标十二五规划目标十二五规划目标        5555个一流、个一流、个一流、个一流、20202020类工作，类工作，类工作，类工作，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40404040项指标，平均项指标，平均项指标，平均项指标，平均完成率完成率完成率完成率88.5%88.5%88.5%88.5%

目前完成率目前完成率目前完成率目前完成率 指标数指标数指标数指标数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6161616项项项项

80%-100%80%-100%80%-100%80%-100% 11111111项项项项
60%-80%60%-80%60%-80%60%-80% 4444项项项项
50%-60%50%-60%50%-60%50%-60% 2222项项项项
0%-50%0%-50%0%-50%0%-50% 3333项项项项

没有启动或其他没有启动或其他没有启动或其他没有启动或其他 4444项项项项

10.10.10.10.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10.10.10.10.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内化认同————————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规划进展情况跟踪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规模规模规模规模迅速扩大迅速扩大迅速扩大迅速扩大    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规模规模规模规模迅速扩大迅速扩大迅速扩大迅速扩大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增长比例增长比例增长比例增长比例

专任教师总数专任教师总数专任教师总数专任教师总数 2930293029302930 2851285128512851 97.30%97.30%97.30%97.30%

拥有博士学位比例拥有博士学位比例拥有博士学位比例拥有博士学位比例 55.1%55.1%55.1%55.1% 76.20%76.20%76.20%76.20% +21.1%+21.1%+21.1%+21.1%

海外博士学位比例海外博士学位比例海外博士学位比例海外博士学位比例 5.9%5.9%5.9%5.9% 17.20%17.20%17.20%17.20% +11.3%+11.3%+11.3%+11.3%

两院院士两院院士两院院士两院院士 32323232人人人人 40404040 125.00%125.00%125.00%125.00%

千人计划千人计划千人计划千人计划 ---- 84848484人人人人

973973973973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重大科学计划重大科学计划重大科学计划重大科学计划 11111111人人人人 44444444人人人人 400.00%400.00%400.00%400.00%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1414141人人人人 101101101101人人人人 246.34%246.34%246.34%246.34%

长江学者特聘长江学者特聘长江学者特聘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讲座教授讲座教授讲座教授 48484848人人人人 117117117117人人人人 243.75%243.75%243.75%243.75%

基金委创新群体基金委创新群体基金委创新群体基金委创新群体 2222个个个个 10101010个个个个 500.00%500.00%500.00%500.00%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1. 1. 1. 1. 师资结构更加优化师资结构更加优化师资结构更加优化师资结构更加优化成效成效成效成效1. 1. 1. 1. 师资结构更加优化师资结构更加优化师资结构更加优化师资结构更加优化

� 千人计划总量全国第二；杰青、长江学者双过百。千人计划总量全国第二；杰青、长江学者双过百。千人计划总量全国第二；杰青、长江学者双过百。千人计划总量全国第二；杰青、长江学者双过百。� 千人计划总量全国第二；杰青、长江学者双过百。千人计划总量全国第二；杰青、长江学者双过百。千人计划总量全国第二；杰青、长江学者双过百。千人计划总量全国第二；杰青、长江学者双过百。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2. 2. 2. 2. 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快速提高

面面面面上项目数上项目数上项目数上项目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5555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面面面面上项目数上项目数上项目数上项目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5555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

资助经费数资助经费数资助经费数资助经费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4444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资助经费数资助经费数资助经费数资助经费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4444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

重点项目数全国第一重点项目数全国第一重点项目数全国第一重点项目数全国第一重点项目数全国第一重点项目数全国第一重点项目数全国第一重点项目数全国第一

自自自自2009200920092009年起年起年起年起

自自自自2222010010010010年起年起年起年起

自自自自2011201120112011年起年起年起年起

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

2014201420142014年，自然科学年，自然科学年，自然科学年，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基金基金项目项目项目项目五项全国第一五项全国第一五项全国第一五项全国第一

从从从从
数数数数

量量量量
向向向向

质质质质
量量量量

转转转转
变变变变青年基金立项数青年基金立项数青年基金立项数青年基金立项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6666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青年基金立项数青年基金立项数青年基金立项数青年基金立项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6666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

立项总数立项总数立项总数立项总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5555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立项总数立项总数立项总数立项总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5555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

基金项目申报数基金项目申报数基金项目申报数基金项目申报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9999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基金项目申报数基金项目申报数基金项目申报数基金项目申报数连续连续连续连续9999年年年年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
自自自自2006200620062006年起年起年起年起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973973973973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973973973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973973973973和重大科学研究和重大科学研究和重大科学研究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是计划是计划是计划是2006200620062006年的年的年的年的近近近近5555倍倍倍倍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2. 2. 2. 2. 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快速提高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
附属六院有关三聚氰胺致肾毒性的机制性研究附属六院有关三聚氰胺致肾毒性的机制性研究附属六院有关三聚氰胺致肾毒性的机制性研究附属六院有关三聚氰胺致肾毒性的机制性研究
入选入选入选入选《《《《ScienceScienceScienceScience》》》》““““世界十大科学突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 Science  Science  Science  Science 》》》》世界十大科学突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1111项项项项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222项项项项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世界十大科技进展1111项项项项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学十大进展1111项项项项
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222项项项项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国十大科技进展1111项项项项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取得若干重大科技突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取得若干重大科技突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取得若干重大科技突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取得若干重大科技突破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2. 2. 2. 2. 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快速提高



规划发展处

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Division of Planning & Development

– 理科理科理科理科26262626个省市个省市个省市个省市第三，文科第三，文科第三，文科第三，文科17171717个省市第三个省市第三个省市第三个省市第三

新疆新疆新疆新疆

内蒙内蒙内蒙内蒙

西藏西藏西藏西藏

青海青海青海青海

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

辽宁辽宁辽宁辽宁

吉林吉林吉林吉林

广广广广
西西西西

云南云南云南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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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各位领导和同行批评敬请各位领导和同行批评敬请各位领导和同行批评敬请各位领导和同行批评指正！指正！指正！指正！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