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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40年回顾与展望 
郝明君  杨  琴  张  陈  陈  渝 

摘要：自我国学位制度正式施行以来，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历经恢复发展、独立探索、快速发展、改

革创新四个阶段。40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历程中成效与不足并存，总体上学科水平稳中有升、学位授权结构逐

渐优化、学位授予质量明显提升、学位管理逐渐规范。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应遵循如是发展之路：聚焦国

家政策导向，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着力优化规模结构；聚焦高层次人才需

求，着力优化层次结构；聚焦应用型高端人才需求，着力优化类别结构；聚焦急需紧缺高端人才需求，着力优

化学科结构；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提升学位授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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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市学位建设的回顾 

自 1981 年我国实行学位制度始，重庆市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 40 年历程可分为 4 个阶段。 

（一）恢复发展期（1981—1996 年）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西南农学院于 1954 年、重庆大学

于 1956 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于 1958 年先后开始

招收研究生，截至 1965 年，三所高校共招收 65 名

研究生 [1]3。当时重庆开展研究生教育的高校、专

业及研究生人数都较少，但各高校都非常重视，

这为我国学位制度实施后重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由于历史原因，我

国研究生教育中断 12 年，至 1978 年以后才得到恢

复和发展。 

1.研究生教育恢复与发展 

1977 年 10 月，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关于一九

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国发〔1997〕112

号），其附件《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指

出，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凡是教师条

件和科学研究基础比较好的，应从 1977 年起，在办

好普通班（大学本科教育）的同时，积极招收研究 

生。1978 年 1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高等学校 1978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将 1977、1978

两年招收研究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 1978 级研究

生。原四川省高教局根据文件精神开展研究生招生

培养工作，1978 年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西南农学院开始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1979 年西南

师范学院、重庆医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四川外语

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开始硕士研究生招生培

养工作。重庆市研究生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从 1978

年的 63 人增加至 1982 年的 158 人。当时重庆市研

究生教育政策主要致力于严格招生纪律、精研培养

方案、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 

1980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

布，该条例自 198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

学位制度的正式建立。1981 年 10 月，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通过了我国首批博士、硕士授予单位及其学

科专业名单。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西南

农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医学院、西南政法学

院、四川美术学院、第三军医大学等高校成为重庆

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重庆大学、西南农学院、

重庆医学院、第三军医大学成为重庆首批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1982 年重庆医学院首先开始招收培养博

士生，1985 年培养出西南地区第一位医学博士陈雅

棠；1988 年西南师范大学培养出中国第一位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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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博士张武升。 

1981 年 11 月至 1996 年 4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共开展了 6 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截至 1997 年    

3 月，重庆市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13 所①、博士学

位授予单位 8 所、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48 个、

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196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 5 个。 

2.重点学科建设开始起步 

在资源有限情况下，重点扶持部分学科发展有

利于高校集中有限资源重点建设部分学科，带动学

校学科水平整体提升。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根据同行评议、

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根

据《决定》精神，1987 年 8 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

布《关于做好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申报工作的通

知》，决定开展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全国评

选出 416 个重点学科，涉及 108 所高等学校，其中

重庆获批 6 个国家重点学科（见表 1）。 

四川省历来重视高校学科建设，1984 年四川省

高教局下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的几

点意见》，各高校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引领，带动本校

学位授权点的建设和发展。截至 1991 年，四川省建

有省级重点学科 32 个，其中重庆有 15 个省级重点

学科（见表 1）。1991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关

于 高 等 学 校重 点 学 科 建设 与 管 理 的意 见 》（ 教 技

〔1991〕9 号），根据意见精神，1992 年四川省教委

颁布《关于加强四川地区普通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的

意见》，就如何建设重点学科作出规划，明确提出要

把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重点学科建设逐

步规范化、科学化。 

3.学位质量监督开始实施 

按照四川省教育主管部门部署，重庆市开始对

研究生培养过程、学位授予质量进行监督[1]11-12。一

是统筹指导高校加强学位管理机构和制度建设。要

求高校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增设学位办公室，制

定学位评定和授予管理办法，明确学位审核标准和

申请程序。二是开展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1991

年 9 月至 10 月，组织博士生导师、研究生管理部门

负责同志对部分博士点进行抽样调查，以促进博士

点建设，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三是检查评估学位

授予质量。要求各高校跟踪调查毕业研究生，并接

受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抽查。经评估各高校学位授

予质量总体优良。这一时期重庆市研究生规模逐渐

扩大，1981 年重庆市在校研究生 448 人，招生人数

191 人[1]216-217；1996 年在校研究生达到 2953 人，招

生人数增加至 1052 人[2]436。 

1981 年到 1996 年，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归属四川省教育主管部门统筹管理，研究生培养单

位、学位授权点数量、研究生培养规模逐步扩大；

高校开始逐步建立学位管理机构，制定学位管理制 
 

表 1  重庆市重点学科情况表（1986—1996 年）[1]21-30 

单位 第一批国家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 

重庆大学 生物力学 
精密仪器及机械、机械制造、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采矿工程 

西南农业大学 蔬菜学 昆虫学 

重庆医科大学 传染病学 儿科学、临床检验诊断学 

第三军医大学 防原医学、野战外科学、外科学（烧伤）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城市规划与设计 

四川外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西南政法学院  经济法学、诉讼法学 

四川美术学院  绘画艺术（油画） 

后勤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石油天然气储运工程 
 

 

 
①分别是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原重庆医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原西南政法学院）*、重庆交通大学、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师范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第三军医大学*、后勤工程学

院*、重庆通信学院（标注*的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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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管理体制也因四川省学位

委员会在 1992 年的成立，而实现了从二级管理向三

级管理的转变。 

（二）独立探索期（1997—2009 年） 

1997 年 6 月重庆成为直辖市，1997 年 9 月重庆

市学位委员会成立，标志着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正式开启独立探索之旅。 

1.开始独立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1997 年 6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联

合发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

专业目录》，并开启了我国第七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重庆市按照国家学位授权审核工作要求，首次独立开

展并顺利完成学位授权审核工作，获批 5 个博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2000 年 8 月，我国开展第八次学位

授权审核工作，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重庆最终

获批 8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2002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改革学位授权

审核制度，规定除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博士学

位授权学科、专业由国家统一审核，硕士学位授权学

科、专业委托省级学位委员会进行审批。在 2003 年

国家开展的第九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中，重庆市学位

委员会推荐的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理工大学、中共重

庆市委党校获批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在 2006 年国

家第十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中，重庆市学位委员会推

荐的重庆交通大学获批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08

年 12 月，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求，重庆市学位

委员会批准四川外语学院、重庆邮电大学为立项建设

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重庆三峡学院为立项建设新

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97 年到 2009 年间，西南师

范大学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重庆建筑大

学合并到重庆大学，虽然重庆因高校合并博士学位授

予单位总量减少了 1 所，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的

数量却实现倍增。截至 2009 年，全市共有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 15 所、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7 所，另有立项

建设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2 所、立项建设新增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 1 所；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3 个、

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199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 99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644 个，另有 3 个

博士专业学位类别、29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重点学科在探索中建设 

2001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高等学校重点

学科评选工作的通知》（教研函〔2001〕1 号），开

展了第二轮重点学科评选，2002 年评选出 964 个重

点学科（二级学科），重庆获批 10 个国家重点学科；

2006 年开展第三轮重点学科评选，2007 年评选出

286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77 个二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217 个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重庆获批 3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31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

学科、7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从两次

国家重点学科评选结果看，重庆市国家级重点学科建

设工作在探索中稳步前进，在稳步发展中屡有斩获。 

1999 年至 2009 年，重庆在积极组织申报国家

重点学科的同时，立足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和

高校学科布局特点，着力加强市级重点学科的建设

和管理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10 年间，重庆市学

位办聚焦重点学科的规范管理、立项建设、绩效评

价、质量监控等方面，先后共出台了 33 个政策文件，

启动了市级重点学科建设专项，分别于 2000 年评选

出 13 所高校的 98 个“十五”市级重点学科（二级学

科）；2006 年评选出 13 所高校 101 个“十一五”市

级重点学科，其中一级学科 37 个、二级学科 64 个，

为推进市重点学科建设提供了政策基础和经费保障。 

3.学位授予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 

随着重庆市学位授权点数量的稳步增加，研究

生学位授予数逐年提升。截至 2009 年底，重庆市在

校研究生总数为 39080 人[2]550，研究生学位授予总

数为 12019 个，其中学术博士学位 629 个、专业博

士学位 17 个，学术硕士学位 9171 个、专业硕士学

位 2202 个①。在这一时期，重庆市研究生教育以培

养学术学位研究生为主。 

重庆市学位委员会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项目推

动，努力提升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重庆市学位委

员会一方面加强宏观管理，分别于 2005 年、2009

年成立第二届、第三届学科评议组，督促高校逐步

建立和完善学位评定委员会，充分发挥学位评定委

员会在质量保障方面的作用；同时围绕研究生招生、

 
①数据来源：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提供的数据整理。 



  2021. 9     

32 

专题研究 

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出台了系列宏观指导性文件。

另一方面聚焦培养过程，于 2006 年启动实施研究生

教育创新基地建设项目，立项建设 13 个基地；2008

年启动实施市级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项目，立

项建设 60 门优质课程。1998 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

选工作的通知》（学位〔1998〕30 号），决定开展首

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根据通知精神，

重庆市学位办下发《关于开展评选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工作的通知》（渝学位办〔1998〕9 号），积极组

织参与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重庆市有

2 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截至 2009 年，重庆市共获评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 17 篇，同时评选出市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14 篇、市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583 篇。 

1997 年到 2009 年，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在重庆市学位委员会统筹指导下开始步入独立探索

阶段。一方面加强市学位委员会自身建设，设立市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市学科评议组和市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学会；另一方面指导高校加强学位管理

能力，要求高校进一步健全机构设置，完善管理制

度；在此基础上开创性地实施了市级研究生教育优

质课程和创新基地等项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规

模逐渐扩大，质量稳步提升。 

（三）快速发展期（2010—2016 年） 

1.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快速推进 

2009 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

号），决定从 2009 年起，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

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专业学位类型

也从 19 种扩展到 38 种。重庆市按照教育部要求组

织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专业学位授权点数迅速扩大，

2010 年新增硕士专业学位 22 类 36 个授权点。201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启动了第 11 次学位

授权审核工作，增列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000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748 个，其中重庆市增

列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0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 71 个。2011 年，国家启动了服务国家特殊需

求人才培养项目，重庆科技学院 2011 年成为服务国

家特殊需求硕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2012 年成为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单

位。2013 年，立项建设的重庆邮电大学、四川外国

语大学获批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获批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截至 2016 年，全市共

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16 所，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9 所，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硕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各

1 所；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70 个、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 142 个，专业学位博士点 7 个、专业学位

硕士点及工程硕士领域 171 个。 

2.稳步推进学科建设 

2011 年，重庆市学位委员会在“十五”“十一

五”市级重点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对“十二五”市

级重点学科申报条件进行了改革，仅对一级学科予

以立项建设，通过评审，19 所高校共立项建设 180

个市级重点学科。 

2014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取

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国家重点学

科审批工作。重庆市为发挥市级重点学科的支撑带动

作用，仍然从经费支持、政策引导、科学管理等方面

持续加强市级重点学科建设力度，并于 2014 年启动了

市级特色学科专业群建设项目，旨在通过学科专业一

体化建设，形成专业支撑学科发展、学科反哺专业建

设的良好格局，累计建设成 44 个市级特色学科专业群。 

3.持续扩大规模，提升学位授予质量 

随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重庆市研究生

培养规模不断扩大。2016 年，重庆市研究生招生总

数达 17562 人，在校生总数达 52156 人[2]550；研究

生学位授予数达 19337 个，其中专业学位 9442 个（含

专业博士学位 81 个）、学术学位 9895 人（含学术博

士学位 949 个）。学术学位授予数与专业学位授予数

基本相当，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数超过学术硕士学位授

予数，基本实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学术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协调同步发展。 

为促进研究生教育发展，2014 年，重庆市教育

委员会、重庆市发展改革委、重庆市财政局联合于

印发了《关于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启

动实施“重庆市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计划”，发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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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优化了前期的市级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以及 2011

年启动的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增了研究生

科研创新项目，以引导高校加强研究生培养，全面

提升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此外，为保障学位论文

质量，重庆市学位委员会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精

神，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监控。从 2014 年开始，

国务院学位办先后下发《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2014〕

3 号）、《关于印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的通

知》(学位〔2014〕4 号)、《关于印发<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抽检办法>的通知》（学位〔2014〕5 号）等系

列文件，同时还下发了《关于做好硕士学位论文抽

检工作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14〕30 号）、《关

于开展 2017 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

（学位〔2017〕11 号）等文件，从国家层面对学位

点建设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抽检督查工作作出部

署。为做好质量监督检查工作，重庆市学位办下发

《关于做好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的通知》

（渝学位〔2014〕12 号），首次大规模开展硕士学

位论文抽检工作。截至 2016 年，重庆市累计抽检

1343 篇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达 99.7%。 

2010 年到 2016 年，在国家大力推进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背景下，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进

入蓬勃发展期。重庆市学位委员会对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的统筹指导和宏观管理能力持续提升，各高校的学

位管理日益规范，学位授予质量明显提高，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点层次显著提升、数量快速增加，学术学位

研究生教育稳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快速发

展，服务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日益增强。 

（四）改革创新期（2017 年至今） 

1.创新性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201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学位〔2017〕9 号），公布了

《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这标志着

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实现了从分配数量指标向按

申请基本条件申报的转变，文件对规范学位授权审

核标准和程序、保证学位授权审核质量、提高研究

生教育发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审核办法进一步扩大了省级统筹权，明确了省

级学位委员会的职责。重庆市学位委员会充分发挥

省级统筹作用，在 2017 年和 2020 年创新性地开展

了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制定了 2017 年、2020 年重

庆市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方案以及新增学位

授权点申报指南，每年制定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指

南，引导高校新增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的学

位授权点，强化学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2018

年、2021 年开展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

工作，印发了《重庆市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立项建设规划》，确定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重庆三峡学院、重庆科技学院 5 所

高校为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警察学院、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财经学院 6 所高校为立项

建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2018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对已

有的工程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进行对应调整

的通知》（学位办〔2018〕28 号），将原有的工程领

域对应调整为 8 个类别，重庆市按照国家要求指导在

渝研究生培养高校将 72 个工程硕士领域对应调整

为 34 个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将 2 个工程博

士领域对应调整为 5 个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016 年以来，重庆市新增重庆师范大学为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新增重庆科技学院为硕士学位授予

单位；推荐四川美术学院为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予

单位，推荐重庆文理学院为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予

单位。经过 40 年发展，目前，重庆市有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 16 所、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10 所；博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 91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48 个，

专业学位博士点 10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52 个。 

2.创新性开展学科建设工作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启动了“双一

流”建设。2017 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

施办法（暂行）》，并公布了第一批“双一流”建设名

单。2018 年 8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

见》。为贯彻落实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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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重庆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高校特色

发展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从宏

观层面统筹指导重庆市“双一流”建设。2018 年 5 月，

印发《重庆市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和一流学科建设管理

办法》，从操作层面规范一流学科建设管理。2018 年 8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支持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意见》，全方位支持两所高

校争创世界一流、国内一流，推进市校共建。2018 年

12 月，印发《教育部 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加快推进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意见》，推进部市共建“双一

流”。2019 年 1 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高等

教育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明确以“双一

流”建设带动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在加强政策引导的同时，重庆市启动实施了三类

学科建设专项。一是实施市级重点学科建设专项，“十

三五”期间立项建设 200 个市级重点学科，2021 年

对市级重点学科专项进行优化升级，将过去仅针对学

术学位授权点的重点学科建设调整为三类，分别是学

术学位重点学科、专业学位重点学科、交叉重点学科，

以促进不同类别学位授权点的协调发展、整体提升。

二是实施一流学科建设专项，2017 年认定了 43 个市

级一流学科，重点对市属高校 7 个学科评估结果为

B+以上的学科予以重点支持，力争实现突破。三是

启动人工智能+学科群建设专项，2019 年印发了《重

庆市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学科建设行动计划》，立项建

设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 30 个人工智能+

学科群，促进重庆市传统优势学科与人工智能的交叉

融合，为传统优势学科发展赋能。“双一流”建设实

施以来，重庆市进入 ESI 学科排名前 1%的学科从

2016 年初的 9 个增加到目前的 48 个，重庆大学的工

程学科、材料学科进入 ESI 学科排名前 1‰。 

3.创新性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 

“十三五”期间，重庆市研究生培养规模持续

提升，从 2016 年至 2020 年，在校研究生从 52156

人增至 72562 人；研究生学位授予数从 19337 个增

至 21837 个，其中学术硕士学位授予数从 8946 个降

低至 8645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数从 9361 个增至

11967 个。经过 40 年发展，重庆市研究生招生规

模不断增加。1981 年重庆市硕士研究生招收总人

数为 181 人，1982 年博士研究生首次招生仅招收 1   

人[1]216-217。2020 年重庆市研究生招收总数为 31815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105 人（含专业学位博士研究

生 346 人），硕士研究生 29710 人（含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 18795 人）①。仅从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看，

2020 年比 1981 年增长了 163.14 倍。 

为持续提升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重庆

市持续实施与优化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逐步拓展

创新计划内涵，在 2018 年启动了研究生导师团队建

设项目、研究生案例库建设、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建设项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促进理论与

实践教学相结合、科研创新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相结合、导师师德与师能相结合的研究生创新教

育体系。“十三五”期间，累计支持 2494 名研究生

开展科研创新项目研究，立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 886 项，立项建设市级优质课程 170 门、联合

培养基地 224 个、案例库 203 个、导师团队 333 个。 

为加强质量监管，“十三五”期间，重庆市累计抽

检 2220 篇硕士学位论文，合格率达 99.5%以上，博士

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达 99%以上，居全国前列。1999

年至今，累计评选出 256 篇市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664 篇市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重庆市学位

委员会制定了《重庆市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抽评工作

方案》，从全市 12 所高校的 120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中

抽取 29 个进行合格评估，除 2 个学位授权点评估结论

为“限期整改”外，其余全部合格，合格率为 93.1%；

国家抽检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合格率为 100%。 

40 年来，在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战线全体同仁

的砥砺前行、接续奋斗下，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规模日益扩大，结构日益优化，质量日益提升，

服务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日益增加，在推进城

市现代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支撑作用，

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科

基础实力整体较薄弱，学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有待提升；研究生培养的层次规模结构现状还

不能很好地满足本市行业产业发展对各领域高层次
 
①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关于下达 2020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教发函〔2020〕49 号）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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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有待进一步优化；研究生教育

整体质量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仍有差距，研究生思政教育、优质教学资源、研究

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导师队伍建设、师生国际

化水平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思路 

“十四五”期间，重庆市将以国家有关新时代研

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为统领，以立德树人、服务

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主线，面向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面向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人才培养的中

心地位，逐步优化学科专业体系，着力加强统筹、扩

大规模、提升层次、优化结构、强化质量，全面提升

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一）聚焦国家政策导向，持续加强顶层设计

和统筹管理 

目前，国家正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2020 年，国家制定了《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

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明

确了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主要

任务。“十四五”期间，重庆市将按照国家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政策宏观导向，研究制定《重庆市高等教

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做好学科专业建

设与调整的顶层设计，从宏观层面统筹指导全市学

科专业建设，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更一步科

学化、规范化。 

（二）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着力优化规模

结构 

为更好地满足重庆市行业产业发展对各领域高

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重庆市要一方面进一步完

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研究生招生计划调节机

制，积极引导高校通过存量适当调整、增量重点倾

斜，灵活迅速响应国家和区域急需；另一方面积极

寻求政策支持，着力扩大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稳

步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2025 年底在学研究生

规模超过 10 万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占比扩

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以上。 

（三）聚焦高层次人才需求，着力优化层次结构 

统筹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支持符合条件的

高校成为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制定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加强立项建设单位整体

条件建设和学位授权点的培育，支持高校进一步提

升办学层次；制定学位授权点申报指南及动态调整

指南，引导高校聚焦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新

增一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四）聚焦应用型高端人才需求，着力优化类

别结构 

稳步发展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大力发展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和授权专

业以专业学位为主，支持高校撤销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不匹配的学术学位授权点，调整为专业学位授

权点。引导高校聚焦现代制造业、现代交通、现代

农业、现代信息、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培育新增一

批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大力培养一批经济社会发

展急需的应用型高端人才。 

（五）聚焦急需紧缺高端人才需求，着力优化

学科结构 

强化基础学科建设，支持高校培育新增基础学

科，强化高校基础研究能力，支撑应用学科的高质

量发展。强化急需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聚焦新信息

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

新环保技术、数字经济等急需领域，新增相关一级

学科或在已有一级学科中增设新的学科方向。强化

交叉学科培育，支持具有自主审核权的高校自主设

置人工智能等前沿新兴交叉一级学科；支持有条件

的高校建设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一级

学科；围绕人工智能+等领域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或设

置交叉学科方向。 

（六）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以国家“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围绕学科内涵

建设，按照“整体提升、重点支持、交叉融合”原

则分级分类推进学科建设。持续实施市级重点学科

建设专项，统筹兼顾学术学位授权点、专业学位授

权点和交叉学科授权点的协调发展，以重点学科建

设带动重庆市学科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打造学科

高原。持续实施市级一流学科建设专项，全力支持重

庆大学、西南大学在已经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对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可比学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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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上，尽快取得突破，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发挥

引领示范作用；重点支持西南政法大学、四川美术

学院、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

学、重庆交通大学、陆军军医大学等高校加强优势

特色学科建设，力争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

单，发挥支撑带动作用。持续实施人工智能+学科群

建设专项，促进传统优势学科的智能化应用，促进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七）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提升学位

授予质量 

聚焦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需求，实施研

究生思政教育体系建设计划、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

建设计划、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研究生

实践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开放合作水平提升计划、

导师队伍质量提升计划、研究生教育管理智慧化建

设计划、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等 8 项行动

计划，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研

究生学位授予质量，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统筹运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质量专项检查、学

位论文抽检等手段，强化对高校研究生学位授予质

量的评价与监督。扩大学位论文抽检比例，实现专

业学位论文和学术学位论文全覆盖，进一步提升抽

检工作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 

重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40 年发展历程，成绩与

问题共生，经验与教训同存，总体上学科建设水平

在稳定中提升，学位结构布局逐渐优化，学位授予

质量明显提升，学位管理制度逐渐健全。重庆市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将在秉承过去良好建设传统的

基础上，按照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战略，结合重庆

自身优势，围绕 7 个“聚焦”，深化研究生教育改

革与创新，为重庆市建设具有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

宜居地提供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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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国舫是我国

著名的林学家、林业教育

家、森林培育学家，他从

事教育教学 65 年来，培养

了大批高质量人才。着重

分析了沈国舫培养研究生

的特点，概括为“一核三

度”的培养模式，即以爱

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思想

道德塑造，以严谨治学、

坚持真理、实践能力为内

容培养学术态度，以宏观

战略思维、系统联系思维、

创新创造思维为关键导向

培养学术深度，以综合素

质提升为目标培养学术厚

度。介绍了沈国舫先生培

养人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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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育；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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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工作，习近平总

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适应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

高层次人才。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提出，要严格加

强质量管理，质量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专精的学术业务能

力，广博的综合知识储备，高超的实践应用能力的

高质量研究生，是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如

何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需要不

断探索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沈国舫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林业教育家、

森林培育学家，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林业

大学校长、中国林学会理事长。沈国舫先生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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