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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动态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 10 年飞跃 

一、规模凸显，为民族腾飞开辟人才库容 

近十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体现在博士生规模的壮大，尤其是 STEM（对应于我国

的理工农医）博士生规模的壮大。在以研究国际关系闻名的美国乔治敦大学，有一个安全

与新兴技术中心，该中心在去年 8 月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题目是“中国在 STEM 博士发

展上大大快于美国”。报告披露：当前美国大学每培养 2名 STEM 博士，中国大学就要培

养 3名；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延续下去，到 2025年，中国就能够培养美国两倍的 STEM PhD

博士。该报告同时指出“考虑到中国对中美之间高等教育和高技术竞争的投入力度，关于 

STEM 博士培养规模这一差距可能会削弱美国的长期经济和国家安全。” 同时该报告也表

示“一个国家培养的博士人数仅是在 STEM领域未来竞争的一项指标 ”。我国成为世界研

究生教育大国应该是我国成为世界教育大国的最后一座里程碑，也是与我国成为世界学术

产出大国相伴而行。 

二、重视质量，为求是创新注入攀升动力 

上述的规模扩大是在重视质量的前提下完成的。我国在 2007 年就启动了研究生教育

的质量工程，使得培养质量稳步攀升。采取的主要步骤有：（1）审慎控制研究生的招生

数量增长，2010-2021年期间的学位授予年增长率比之前的 30年增长回落 10个百分点以

上；（2）推动质量监控，对学位的审核逐渐从反映师徒关系的导师许可制，到包括多名

研究生导师的导师组许可制，再到嵌有盲审环节的学科许可制；（3）每个授予学位的人

均学术产出逐渐攀升。今后，应该从加强对学校、学科品牌的荣誉建设，加强个性化培养

措施等方面来进一步提高质量。 

三、体系构架，为学位制度打造四梁八柱 

在过去的十年，我们的学位制度得到了大发展，四梁八柱都立起来了。这表现在：（1）

学位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已进入国务院审议阶段；（2）研究生教育形成

了学科与专业教育的双轮驱动，并从纯学科延展至交叉学科；（3）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完

成，成为学科和专业学位评估的出发地，国际著名教育排名机构，如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开始尝试以我国的学科体系来进行学科排名；（4）双一流建设启动并完成第一期，成为

各大学发展的最强音；（5）放权与规范并进，形成阶梯性的研究生教育自主办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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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进展体现了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系的逐渐发展成熟。 

（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培养创新人才方阵 构建一流大学体系 

6 月 14，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教

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从四方面介绍了研究生教育工作“培养创新人才

方阵，构建一流大学体系”的情况。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铸魂育人走深走实 

十年来，研究生教育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通过实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开展“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试点、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等重点举措，切实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建设显著增强；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全面

深化；研究生党建工作不断强化；研究生课程思政全面加强；研究生爱党报国信念更加坚

定。 

2021 年评选课程思政示范课 99 门、教学名师和团队 99 个，强化示范引领。在庆祝

建党百年、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等重大历史关头，广大研究

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实际行动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践行“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的使命担当，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以服务需求为导向，结构类型更加优化 

十年来，研究生教育紧密服务“四个面向”战略部署，持续完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

培养结构，全国 800 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输送了 60 多万名博士和

650多万名硕士，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中国特色学科专业体系更加

完善。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中医等一批一级学科和

专业学位类别，工程专业学位类别由 1 个调整为 8 个，形成了涵盖 14 个学科门类、113

个一级学科、47 个专业学位类别的学科专业目录，覆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领

域。 

中国特色学科专业体系更加完善。分类培养体系更加健全。硕士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

比从 2012年的 35%增至 2021年的 58%，博士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 5.8%增至 9%，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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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不断加强。理工农医类一级学科博士点从 2012年的 1944个增至 2575 个；“双

一流”建设中，理工农医类学科占比达 78.5%。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持续加强，甲骨文

等一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得到传承发扬。在国家急需领域主动布局人才培

养项目。在交叉学科领域创新机制。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学科专业调整机制放管相济，更

加灵活。 

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培养改革全面深化 

十年来，研究生教育坚守质量生命线，培养机制改革不断深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

断加强，教育质量整体上显著提升，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切实增强。 

全面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和分类培养模式持续创新，导师发展体系不断完善，课程教材

建设全面加强，学风建设持续加强，科研贡献更加突出。近年来新增院士和国家科技三大

奖第一完成人中，我国自主培养的博士均占三分之二左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

员中，超过 50%为在读研究生，超过 30%为在读博士生；嫦娥飞天、蛟龙入海、高铁飞驰、

航母入列，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背后，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

军。 

以追求卓越为目标，一流大学体系加快构建 

洪大用表示，“双一流”建设高校承担了全国超过 80％的博士生和近 60％的硕士生

培养任务，是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主力军和科技创新人才的生力军。引进和培育了一批世

界一流科学家和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持续提升，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

显著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高水平对外合作交流不断深化。 

（转自新华网） 

 

 

我国加快建成研究生教育大国，稳步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 

今天，教育部举行第四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指出，10 年

来，我国培养了 60 多万名博士和 650多万名硕士，先后实施两轮综合改革，加快建成研

究生教育大国，整体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稳步迈进，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 

10 年来，研究生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铸魂育人走深走实。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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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显著增强，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全面深化，研究生党建工作不断强化，研究生课程思政

全面加强，研究生爱党报国信念更加坚定。 

10 年来，研究生教育以服务需求为导向，结构类型更加优化。中国特色学科专业体

系更加完善，分类培养体系更加健全，重点学科领域不断加强，在国家急需领域主动布局

人才培养项目，在交叉学科领域创新机制，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学科专业调整机制放管相

济、更加灵活。组织开展了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新版目录即将印发实施。10

年来，各单位自主设置了近 5000个二级学科点，通过动态调整主动撤销了 1700 多个学位

点，约占全国学位点总数的 10%，存量结构不断优化，快速响应需求能力显著提升。 

10 年来，研究生教育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培养改革全面深化。全面建设质量保障体

系，分类培养模式持续创新，导师发展体系不断完善，课程教材建设全面加强，学风建设

持续加强，科研贡献更加突出。研究生导师队伍由 2012年的 29.8万人增长到 2021年的

55.7 万人，结构不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近年来新增院士和国家科技三大奖第一完成

人中，我国自主培养的博士均占三分之二左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员中，超过

50%为在读研究生，超过 30%为在读博士生；“嫦娥”飞天、“蛟龙”入海、高铁飞驰、

航母入列，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背后，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

军。 

10 年来，研究生教育以追求卓越为目标，一流大学体系加快构建。“双一流”建设

各项工作有力推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全面加强，引进和培育了一批世界一流科学家和领军

人才，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持续提升，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增强，哲学社会

科学繁荣发展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高水平对外合作交流不断深化，引领带动我国高等教

育整体发展。经过不懈努力，首轮“双一流”建设总体实现了阶段性目标，若干所高校逐

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材料科学与工程等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为建设高

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转自中国教育报） 

 

 

湖北省教育厅：十年来研究生招生数、在学规模增长超 80% 

6 月 14 日，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启红在教育部发布会上公布，十年来，湖北省研

究生教育规模突破性增长，招生数由 3.81万人增长到 6.93万人，增长 82%；在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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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1.09 万人增加到 20.04 万人，增长 81%；毕业研究生由 3.28 万人增长到 4.41 万人，

增长 34%；高校专任教师博士比由 19%增加到 32%，增长 13个百分点。 

周启红介绍，湖北省高校有“两院”院士 54 人（全省 81 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1074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02 人。2012 年以来，省级人才项目支持高校累计引

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2100多人。2021年，湖北首次评选“湖北省杰出人才”20 人，其中

高校 9人。 

2021 年，湖北省高校有国家级科研平台 55 个，高校研发经费支出由 37 亿元增长到

101 亿元，增长了 172%。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由 1567 项增加到 2096 项，增长了 33.8%。

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由 23亿元增长到 53亿元，增长了 126%。 

据悉，2017 年以来，湖北省财政每年投入 30 亿元专项经费，支持 7 所部属高校 32

个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 17所省属高校 29个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实施“世界一流学科培育

行动”，重点建设 10个左右学科；实施“国内一流学科争创行动”，加强建设 30个左右

学科；实施“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行动”，支持建设 150个学科（群）。 

周启红称，“十三五”以来，湖北省新增基础学科、哲学社会科学、战略性新兴产业

相关博士点 56个、硕士点 272个。 

同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湖北省在集成电路、网络空间安全、关键软件、生物

育种、考古学等领域，承接实施国家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5个。高校支撑科技自

立自强能力不断提升，现有脉冲强磁场、精密重力测量等 2 个国家大科学设施和 18个全

国重点实验室。在建的 9家湖北实验室中，5家由高校牵头；布局建设的 8个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中，6个依托高校建设。 

此外，周启红介绍，10 年来，引进人才智力支持 2700 人次，举办各类培训班 2650

场次，培训 20多万人次。实施“百校联百县高校服务乡村科技振兴行动计划”，确定 1502

个高校科技支持服务乡村振兴项目。 

（转自新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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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打造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湖北省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纪实 

近日，记者来到武汉大学校园内“启明星”卫星发射及测控第二现场，直击“启明星”

测控全流程。和大多数卫星不同的是，这颗“启明星”卫星以学生团队为研制主体——由

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和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团队耗时 3 年研制成

功。该研究团队中，超过半数都是研究生。 

 “启明星”的成功，是近 10年来湖北省研究生教育坚守质量、快速发展的有力见证。 

10 年来，湖北毕业研究生由 3.28万人增长到 4.41万人，增长 34%；高校获评两院院

士 54 人（全省 81 人），省级人才项目支持高校累计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2100 多人；

2021年，湖北高校有国家级科研平台 55 个，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由 1567项增加到 2096

项，增长 33.8%„„日前，在教育部召开的“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上，湖北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该省建设研究生高等教育强省，打造人才创

新高地的显著成果。 

建设一流学科，构建一流大学体系 

走进武汉理工大学第二十届材料文化节活动现场，“昆仑杯”陶艺大赛、新材料梦工

厂创新创业训练营、“普赛达杯”高分子材料设计与制备大赛等各类活动精彩纷呈，相关

大赛研发成果层出不穷，学校浓厚的材料文化氛围引人入胜„„材料文化节的各方面“出

圈”，彰显出该校“世界一流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位列国家学科排名 A+、世界 ESI

学科排名前 1‟的强劲实力。 

2017 年以来，包含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内，湖北省财政每年投入 30

亿元专项经费，支持已有的 7所部属高校 32个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 17所省属高校 29个

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数量居全国第 4。 

近年来，湖北各高校对接国家与省内发展大局，明确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依托

优势学科资源，打造特色学科群，优化学科布局，重点培育、发展国际国内“双一流”学

科，带动其他学科协同发展，多建“高峰”、压缩“平原”，在不同领域、方向争一流，

力建一流大学体系。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以“地

质学”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为核心，带动环境科学与



 

7 

 

工程、海洋科学、地球物理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等发展势头强劲的学科建设，将有限的办

学资源聚集到优势和特色学科上，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水平。 

武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与矿业工程、机械工程 3个专业入选国内“双一

流”学科建设名单。近年来，该校研究生教育始终围绕强势学科坚持钢铁冶金特色，结合

行业最新科研动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创新人才。该校研究生与导师聚

焦钒研究，助力中国成为钒强国；“双创者”转化科研成果，建成中国芯生产线，打破国

外垄断„„ 

为加快建设一流学科，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湖北实施“世界一流学科培育行动”，

重点建设 10 个左右学科，夯实省属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基础；实施“国内一流学科争创行

动”，加强建设 30 个左右学科，壮大省属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基本盘；实施“优势特色学

科建设行动”，支持建设 150个学科（群），提升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此外，紧盯一流

目标，湖北各高校不断抓好导师队伍建设，抓好课程改革，抓好培养环节等，努力构建一

流大学体系，不断提升湖北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坚持内涵特色，深化学科内部改革 

 “2016年以来建设医学交叉创新团队 42个、研究生交叉课程 10 门、交叉基金 132

项，2019 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科研伦理文章，在 CNS 上发表医学论文 7 篇，博士生

张博‘全球首创的全数字 PET 系统及产业化’工医交叉项目获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谈到近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在医学相关学科领域，打造“医学+X”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

和机制，创新“医学+”复合型研究生培养路径，深化学科改革发展的诸多工作成果，华

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张新亮如数家珍。 

自 2007 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率先启动创新研究院建设，打破学科之间壁垒，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将研究院作为多学科交叉优秀博士生培养的特区，以重大现实问题为牵引，

跨一级学科培养一流博士生。同时，该校深化科教协同、产教协同等，依托武汉光电国家

研究中心、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成立未来技术学院，建立

华中大—武汉钢铁集团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旨在培养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未来发

展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华中科技大学深化学科改革历程，是湖北省各高校不断优化学科内专业结构，推动学

科特色高质量发展的缩影。2021 年，湖北省出台推进新时代湖北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 35 条措施，包括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成效、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服务国家战略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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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需求、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主要内容。以 35 条措施内在改革

为原动力，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加强建设网络安全学院、

人工智能学部等新兴学院平台，加快优化重组学科内、学院内布局结构，不断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 

华中师范大学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教育”研究生培养体系，面向社会需求，优化学

科专业结构，突出人工智能特色，促进网络教学、混合式教学等信息化教学模式广泛使用。

此外，学校持续推进产教融合，与中国联通、联想集团等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建立 18

个教学实习基地和产学研基地，培养智能时代卓越教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服务国家发展需要，推动法与经济学科群内部深度融合，探索设置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法学”等 26 个自设交叉二级学位点，打

造法与经济学一流学科体系，率先在全国推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团队与平台建设等多

个领域的财经政法深度融通„„ 

 “十三五”以来，湖北省新增基础学科、哲学社会科学、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博士

点 56 个、硕士点 272 个。2021 年 11 月，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又印发了关于调整优化高等

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布局的相关文件，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和湖北“51020”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了 5个万亿产业、10个五千亿产业、20个千亿产业集群均有一批学科专业紧密对接。 

坚持“四个面向”，深度融入发展大局 

走进武汉大学的“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映入眼帘的第 158 窟，就是敦

煌著名的涅槃窟。石窟景象细腻华美，令人近距离感触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石窟的复

原展陈，正是武汉大学研究生团队发挥马克思主义学科、测绘学科、考古学科等重点学科

背景优势，为传承敦煌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所作的独特贡献。 

紧紧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2021 年武汉大学考古学科入选教育部、国家文物局

关于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学科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数字中国、

文化润疆等重大战略并深度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

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近年来，包括武汉大学考古学在内，湖北高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在集成电路、网络

空间安全、关键软件、生物育种、考古学等领域，承接实施国家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培养

项目 5个。此外，湖北高校支撑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不断提升，现有脉冲强磁场、精密重力

测量两个国家大科学设施和 18 个全国重点实验室。一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重大科研

平台建设研究，产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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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湖北大学省部共建生物催化与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立新

教授研究生团队于 2020年 12月开发了一种基于编辑酶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方法，突破了

现有检测方法对于荧光定量 PCR 仪的依赖，提高了检测特异性和准确度，30 分钟内出检

测结果且准确度高达 100%，对保护公众安全和控制疫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徐卫林

教授研究生团队联合其他团队，历时 8年持续攻关，开发出在高真空、高低温、强剂量紫

外线等极端环境条件下仍能保持鲜艳本色的高性能纺织品国旗，跟随“嫦娥五号”登上月

球，代表我国在月球表面首次实现独立展示。 

面向经济主战场，华中科技大学工程博士李斌参与“汽车制造中的高质高效激光焊接、

切割关键工艺及成套装备”项目研制，该项目获得 2015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带动了国产激光焊接和切割装备的跨越式发展。机械学院 2016 级硕士李扬威在工研院实

习期间，独立设计并调试完成被进口垄断的光纤拉锥设备一套„„ 

10 年来，湖北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坚持“四个面向”，深度融入发展大局，坚持以各

领域各类型成就服务社会，还开展了“博士服务团”活动，引进人才智力支持 2700 人次，

举办各类培训班 2650场次，培训 20多万人次；实施“百校联百县高校服务乡村科技振兴

行动计划”，确定 1502个高校科技支持服务乡村振兴项目，为乡村振兴作出明显贡献。 

（转自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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