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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2020-2021 学年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新百年的第一个学年。一学年来，学校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尔滨工业大学

建校 100 周年的贺信精神为引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深入贯彻落实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

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改革创新、奋发作为、追求卓越，奋力开创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哈工大规格的新百年卓越之路。 

学校概况 

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以理工为主，理工

管文经法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拥有哈尔滨、威海、深圳三个校区。学校始建于

1920 年，1951 年被确定为全国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两所样板大学之一，

1954 年进入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 6 所高校行列，曾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学校

于 1996 年进入国家“211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1999 年被确定为国家首批

“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 9 所大学之一，2000 年与同根同源的哈尔滨建筑大学合

并组建新的哈工大，2017 年入选“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名单。 

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模范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使命，坚持师德师风

第一标准，形成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培育了政治引领、典型引路、

品牌带动、校训育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涌现出一大批全国先进典型，曾被授

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一提三优”工程特别优秀学校等荣誉称号，2018 年首批入选全国十所党建

工作示范高校。 

学校充分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形成了由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和支撑

学科构成的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校现有 9 个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学科，6 个国

家重点学科二级学科。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学校有 10 个一级学科排名

位居全国前五位，其中力学学科排名全国第一。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

有 17 个学科位列 A 类，A 类学科数量位列全国第八位，工科 A 类数量位列全国

第二位。 

学校大力弘扬“铭记责任，竭诚奉献的爱国精神；求真务实，崇尚科学的求

是精神；海纳百川，协作攻关的团结精神；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奋进精神”的

哈工大精神和“铭记国家重托，肩负艰巨使命，扎根东北，艰苦创业，拼搏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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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毕生都献给了共和国的工业化事业”的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建成了一支

高素质师资队伍，为学校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现

有两院院士 42 人（含双聘）。 

学校工科实力强劲，位居 U.S.News 2021 年世界大学工科排行榜第 4 位。学

校科研实力雄厚，参与了探月工程等 14 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刘永坦院士荣获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累计有 10 个项目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一大批成果助力“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火箭首飞、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载

人飞行、嫦娥五号、“天问一号”等重大任务，曾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协作贡

献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体奖”等多个奖项。2020 年以来，新技

术试验卫星 E 星顺利入轨，按计划开展在轨试验；嫦娥五号月面采样子系统，首

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钻取和采样；星间激光通信载荷在轨测试顺利进行。2020

年科研总经费达 44.3 亿元，学校牵头获得 7 项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量位居

全国高校第三位，获得黑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4 项，邓宗全院士获得黑龙江

省最高科学技术奖。2021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53 项，其中，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7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3 项，创新研究群体 1 项，重大仪器项

目 1 项，基础科学中心 1 项。牵头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9 项。2021 年获批国家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1 个、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 1 个。2021 年获批黑龙江省

重点实验室 1 个，9 个省级科研平台评估优秀。“十三五”以来，16 件发明专利

获中国专利奖，获奖数量居全国高校第 2 位。截至目前，学校有效发明专利超 1

万项。 

学校科教深度融合，不断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正在成为享誉国

内外的理工强校、航天名校。 

1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1.1 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学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好教书育人中心工作，坚持本科教学基础

地位，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坚持立足航天、服务国防、长于工程的办学定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对人才的现时和未来需要，秉承“规格严格，功夫到

家”的校训，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育理念，实

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构建核心价值塑造、综合能力养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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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知识探究“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创

新、个性发展有机融合的课程体系，强化“厚基础、强实践、严过程、求创新”

的人才培养特色，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具有国

际视野、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时代杰出人才。 

1.2 本科专业设置 

学校本部现有 22 个学院（学部）教学单位，7 个学科门类，41 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点，30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4 个博士后流动站。101 个

本科专业。 

表 1 哈工大本科专业的学科结构（按授予学位） 

学科门类 理学 工学 管理学 文学 经济学 法学 艺术学 

专业数 10 71 8 4 4 2 2 

百分比 9.90% 70.30% 7.69% 3.96% 3.96% 1.98% 1.98% 

其中，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可授予工学或理学学士学位。 

表 2 招生专业（集群）、专业类和专业设置 

招生专业（集群） 所在学院 专业(类) 专业 （方向） 

工科试验班  

（英才本硕博连读） 
未来技术学院 理工专业任选 理工专业任选 

工程力学（强基计划） 航天学院 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 

工科试验班  

（航天与自动化） 

航天学院 

复合材料与工程 复合材料与工程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类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 

空间科学与技术 

光电工程类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光电工程类（光学工程方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类 

自动化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智能装备与系统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工科试验班  

（计算机与电子通信）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类 

通信工程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遥感科学与技术 

信息对抗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 

智能测控工程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dd2ce1eabbca35eaf34d53eabf879203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dd2ce1eabbca35eaf34d53eabf879203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8d7efd502838cbad26d1c12d3d453c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ee31157eeaccd2a3cab8105b983fcd3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0d3f5595894768045663bee1c3cb96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8b4cb42f36d9b05d079cb66d179aa81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dc337f2b4a6cc0f0657d320b2e34c053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eeb573f4b6c30a25ff17bf274ded454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6fc73950923c50311f4ad9b721c9360e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8815ee216972c232ac7a2bc36ec507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8815ee216972c232ac7a2bc36ec507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8815ee216972c232ac7a2bc36ec507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dcf059fe3ebc35732738cbbb9a498ed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dcf059fe3ebc35732738cbbb9a498ed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d0747daad3b4dd8aeaf3baca7640b48f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e1b6cbfe38304109bb0b120605be7fbb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e5f97196ecc051845f33253578eec0a3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40bbb1feea8cf707d3042341e5e0fff7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3691353395950408122a0db7aaeb550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d68d5044d1ccf1cc52e54be2d60de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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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集群） 所在学院 专业(类) 专业 （方向） 

工科试验班  

（计算机与电子通信） 计算学部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生物信息学 

网络空间安全 

物联网工程 

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软件工程 

工科试验班  

（智能装备与先进材料）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工业工程 

机器人工程 

工业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先进材料与智能成形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智能材料与结构 

焊接技术与工程 

电子封装技术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智能化类 

精密仪器 

智能感知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 

飞行器动力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储能科学与工程 

飞行器动力工程 

（中俄联合培养）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飞行器动力工程 

（中俄联合培养） 

飞行器动力工程 

（中俄联合培养） 

核工程与核技术 

（强基计划） 

能源科学与工程 

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工程与核技术 

数学类（强基计划） 数学学院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数学学院 统计学 统计学 

应用物理学 

（强基计划）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 AI 联合培养班）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试验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计算金融 

电子商务 

工商管理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7b16d307a84ca400c06ec38cb038b1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e927b62dc35b1dd1b0baa257c8668f98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51c086b47bdce2bfe18bfe7d4b46afe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6fb80b87725f3f40a40a7ddcec2700e7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4326d1a5b2af9a80e02e1434efe95f7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dfe653de6182fc70e15ce3cd5c43624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314044d4eeaa1db2e8743bf361bb6ce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4b4fe07deb767e8cbb87a240d0151edf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b0b147c0a09b556e8c478d63b3d9a600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018877b86657bd2a6129dff666e60e03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8ed382a2ef1785a13831a93c26f455b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0aad189ab5ba69b0765d08d9ea732b9b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97e6818fed80028e41225a06d23cbb3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d79ed723e0e4c364afe2c81fd0e997c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e70af62a901a5363b51b8e1eee10eed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d0a7bda00ac473043f91c55bd40f923b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b9ab65ec13036e5e41f56cbee084ec98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30107d11f7b954f45c99891b713b9b8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17aa997f696385092cdd72b209c7ac2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b99850775b7bac013549018977d68373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9b07ce041d6d500dbaef113d89bd828c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9b07ce041d6d500dbaef113d89bd828c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9b07ce041d6d500dbaef113d89bd828c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01f800495e032374e45c30f79d4134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01f800495e032374e45c30f79d4134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01f800495e032374e45c30f79d4134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01f800495e032374e45c30f79d4134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856321471af0d598fba07de4a0911677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856321471af0d598fba07de4a0911677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01f800495e032374e45c30f79d4134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01f800495e032374e45c30f79d4134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019f91f161e8b3eddaed69590f4efbf8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dabb7f9e41fa704ad74cc727bda6ff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4b2b979f56934ef64a43c1fa70f669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4b2b979f56934ef64a43c1fa70f669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63e0ef11f7523dcfecb9b488b1a4e6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63e0ef11f7523dcfecb9b488b1a4e6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b95d7856e615cd5e45bd01549fdc5876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b95d7856e615cd5e45bd01549fdc5876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d8e0324d83e4390de9fd2305964a14eb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e183f0801d4b8404a088edf8cf1c582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e4a588e1f5956e02f744397318cd107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95f7643f6f18d21e795fe5cd1800f232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3348326392bca9cf0379b636d7238a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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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集群） 所在学院 专业(类) 专业 （方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 AI 联合培养班）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试验班 

市场营销 

会计学 

财务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 

数字经济 

社会学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社会学 社会学 

法学 法学 法学 

经济学 经济学 经济学 

工科试验班 

（智能土木与智能交通）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 

土木工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智能建造 

工程管理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道路桥梁、交通工程类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交通工程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环境生态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环境生态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工科试验班  

（资源环境与新材料化工）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 

环境生态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类 
城市水系统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化工与化学学院 

功能新材料与化工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应用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化学类 
化学 

材料化学 

工科试验班 

（智慧人居）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建筑学 

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 

智慧建筑与建造 智慧建筑与建造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建筑类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建筑学 

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 

设计学类 建筑学院 设计学类 
数字媒体艺术 

环境设计 

英语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 

俄语 外国语学院 俄语 俄语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3b2c33bec3029bd525bf654a50eb0e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944713de660062974ec08186aa1b32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989c44b9979dd63423f596d24adaa026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9a4999c600c8700af7a2f65ad9a1ff46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aac319f8aec4ab8df954c7033f2d4d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bc056946dd35ffb863398dadb6e544f8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ac70142ac7b115a359a689522087b4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ac70142ac7b115a359a689522087b4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41f001f044a367f4aa62760077a9258e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41f001f044a367f4aa62760077a9258e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2b25099f20ea87fc39802b423cc7f3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2b25099f20ea87fc39802b423cc7f3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6b83eb55221953f4c58725f8fb52dc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6b83eb55221953f4c58725f8fb52dc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6b83eb55221953f4c58725f8fb52dc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6b83eb55221953f4c58725f8fb52dc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603764e0a17c7c4cb6117776ab82695e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b218b88ee5648a3f9d0e5392e36811b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f154ade69eb81d5991eadaf4c5ed849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4b4b1c9050e634a7e5a4a12440f3bd0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4b4b1c9050e634a7e5a4a12440f3bd0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9505f91f90800caf876001624c2b2bbf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9505f91f90800caf876001624c2b2bbf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2b9315bdcb4f96f8fea7bf9a2fd4f78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387bba4d24054f8275fb5def0c3f1502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889fde4085ebf0d1b618c53761168d1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20ab7580d268747c22ca3eb623c4355f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461e15f8c531d7ec7b826e188033e2b2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84c39472245add1c6421fb2cc941784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5fcc8d0dbc08f1b3c1c8362f7db93c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5fcc8d0dbc08f1b3c1c8362f7db93c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9abf64a41499f88aca89727551b4f3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9abf64a41499f88aca89727551b4f3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b5645959185d891b301ddb0c8089469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b5645959185d891b301ddb0c8089469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3dcb88e731154bec3790b602efe46e3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3dcb88e731154bec3790b602efe46e31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984c0db0737f98a2a0267ff2333210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984c0db0737f98a2a0267ff2333210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564436d6fc12a9b943ef69a0f279f50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564436d6fc12a9b943ef69a0f279f50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5fcc8d0dbc08f1b3c1c8362f7db93c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c5fcc8d0dbc08f1b3c1c8362f7db93c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9abf64a41499f88aca89727551b4f3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59abf64a41499f88aca89727551b4f3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b5645959185d891b301ddb0c8089469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ab5645959185d891b301ddb0c8089469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f564436d6fc12a9b943ef69a0f279f50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e22804ad067573a5c6a7aaa118dab9e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e3147003d3e56fcbc5d7a54272c961c7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e3147003d3e56fcbc5d7a54272c961c7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69adc1e107f7f7d035d7baf04342e1ca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8737519c8da999a7e65f0c1e4488c5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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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集群） 所在学院 专业(类) 专业 （方向） 

日语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日语 

工科试验班 

(生命科学挑战班)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 

学校还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部和医学与健康学院。 

1.3 办学规模及生源质量 

学校本部有普通本科生 15610 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7618 人，全日制博士

研究生 6991 人，业余及网络教育学生 742 人，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

例为 49.95%。本学年，我校有留学生 1839，包括学位生 1632 人，其中本科学位

生 911 人。 

学校高度重视本科招生工作，在全校上下共同努力下，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统

筹做好招生考试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大力加强新媒体宣传工作，各

招生宣传组积极开展招生宣传工作，积极履行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社会

职责，生源结构进一步优化，本科生源质量在 2020 年大幅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

明显提升。全国范围录取最低排名平均提升 100 名，全国各省（市）与其他高校

横向比较排名平均提升 2 位，均为近年最好水平，部分省份排名达到历史最好水

平。高分生源数量大幅增加，英才学院录取 478 人，入选小卫星班、智能机器人

班、永坦班的高分生源达到 91 人，为近年来最多。2021 年本科计划招生录取 3825

人，实际报到 3796 人。其中国家专项计划录取 280 人，高校专项计划录取 160

人，强基计划录取 179 人，足额完成招生计划。 

2 师资与教学条件 

2.1 师资队伍 

2.1.1 教师数量和结构 

学校本部现有专任教师 2847 人，其中，正高级 1095 人，副高级 1214 人，

中级及以下 538 人，副高级以上占比 81.10%。生师比为 15.86:1。按年龄结构统

计，45 岁以下教师 1386 人，占比 48.68%；60 岁及以上教师 111 人，占比 3.90%，

年龄与职称的具体情况见表 3。按学缘结构统计，具有校外学缘的教师 777 人，

占比 27.29%，具有境外学缘的教师 221 人，占比 7.76%。按学科分布统计，理

学学科教师 345 人，占比 12.11%，工学学科教师 1968 人，占比 69.13%，管理

学学科教师 130 人，占比 4.57%，文学学科教师 139 人，占比 4.88%，具体分布

见表 4。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c21d40b5cb1da8e6174364d7632583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7c21d40b5cb1da8e6174364d76325835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809b5da971099cf99d299d4bee39ce97
https://zsb.hit.edu.cn/article/read/809b5da971099cf99d299d4bee39c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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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专任教师职级和年龄情况统计表 

<35 岁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 岁 合计 

正高级 10 102 221 202 178 273 109 1095 

副高级 89 238 307 227 175 176 2 1214 

中级及以下 231 93 99 81 29 5 0 538 

合计 330 433 627 510 382 454 111 2847 

表 4 专任教师学科分布情况统计表 

理学 工学 管理学 文学 经济学 法学 艺术学 其他 

教师人数 345 1968 130 139 48 33 46 138 

百分比 12.11% 69.13% 4.57% 4.88% 1.69% 1.16% 1.62% 4.85% 

学校本部现有实验技术人员 225 人，其中副高职以上人员占比 56.44%，45

岁以下占比 41.59%，外校学缘占比 37.78%。 

2.1.2 教师队伍建设成绩 

学校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紧密围绕党和国家战略部署，以习

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引领，以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坚持党管人才

原则，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打造了一支扎根边疆、忠诚

报效、立德树人的人才队伍。2020 年以来，学校新增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21 人、

国家级青年人才 14 人、省级高层次人才 10 人。 

师资队伍国内外影响力不断加强，边疆北国人才高地、航天国防科技创新高

地、爱国奋斗精神高地更加牢固。2020 年以来，刘永坦院士荣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马军院士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杨春晖教授荣

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谭忆秋教授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荣誉

称号，冯吉才教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黄志伟教授荣获“科

学探索奖”，高会军教授当选 IEEE 工业电子学会副主席；谭久彬院士荣获“黑

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和“黑龙江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武

高辉教授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姜兆华教授荣获“黑龙江省

2020 年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王国峰教授荣获“龙江工匠”荣誉称号；电

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荣获“黑龙江省 2020 年师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超精密

仪器技术创新团队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 

学校现有国家教学名师11人，黑龙江省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52 人，黑龙江省青

年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7人。在 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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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有委员 54 人次，其中，主任委员 2人，副主任委员 10 人次，秘书长 2 人。 

2.2 教学经费及教学条件 

2.2.1 教学经费投入 

2020 年，学校本部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10,427.81 万元，生均本科教学日

常运行支出 6,680.21 元。本科专项教学经费总额 11,122.82 万元。本科实验教学

经费 1,163.38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6.56 万元，生均本科实验经费 745.28 元。本

科实习经费 1,124.32 万元，比上年增加 352.78 万元，生均本科实习经费 720.26

元。 

2.2.2 教学用房及资产设备 

学校总占地面积 409.2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50.47 万平方米。其中教学

行政用房总建筑面积 103.24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2.41 万平方米，生均 33.03

平方米。学校有固定资产总值 96.65 亿元，其中直接用于教学和科研的仪器设备

资产总值达 43.16 亿元，比上年增加 5.93 亿元，生均 9.07 万元。 

学校有教室 700 余间，面积 14.47 万平方米，座位近 6 万个，其中，研讨型

智慧教室 104 间，座位 4036 个，直录播教室 170 间。有室内体育馆、游泳馆、

健身房及各类球馆 4.55 万平方米，有室外体育运动场地 12.00 万平方米。有学生

餐厅 23 个，均为省级食品卫生量化 A 级单位和食品安全示范单位，面积 6.84 万

平方米。有学生宿舍 25 栋，面积近 44 万平方米。有图书馆 2 座及建筑分馆 1 

个，面积 4.06 万平方米。还建有校史博物馆、航天馆等。 

2.2.3 图书资源及利用 

学校重视图书资源特别是电子资源建设。现有纸质图书 339.35 万册，当年

新增图书 6.26 万册；电子图书 467.8 万册，电子版学位论文 1300 万册，音视频

资料 22.27 万小时。全年电子资源访问量 2.92 亿次、下载量 1663 万篇次。新增

电子阅读本 60 台，共借阅图书 2447 本，总阅读时长 2009 小时。在 3710 个阅览

座位基础上新增多个 24 小时自助微型图书馆及自助借还系统。图书馆信息化建

设成效显著，包括馆藏学位论文数字化服务系统、教学参考服务系统（含数字化）、

哈工大图书馆高雅艺术音乐共享系统及资源服务、图书馆特色库系统（著名学者

文库服务系统）等 31 个项目已通过验收投入使用，效果良好。尤其是机构知识

库项目落地后已成为校领导决策及学院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目前正在二期建设

中的图书馆综合管理系统（含图书馆业务系统、24 小时微型图书馆、IC 空间管

理、门禁闸机系统、RFID 图书自助借还、图书馆特色库（专著库）、机构库、

学位论文提交、教学参考服务、电子资源访问流量控制和利用统计、智能化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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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引自助服务、在线流媒体编辑制作播放、机器人智能交互服务）已通过中国软

件评测中心的二级安全评测，正在投入使用。 

2.2.4 网络与信息服务 

学校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化升级，校园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提

高，校园网出口带宽扩容至 49G，较上年增长 73%。本年度，学校信息点总量超

50000 个，其中无线信息点近 19000 个，最大同时在线终端数近 44000 个。数据

中心总机柜数达 284 个，服务器集群主机 132 台，存储容量近 1PB，虚拟机实例

1200 多台，为学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稳定高效的资源支持。新一代校园卡系统

正式投入运行，用户数量已超过 6.3 万，日交易数 7.8 万次。 

学校软件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基于网站群管理平台向师生提供全面服务。

实施了软件正版授权平台、学术会议平台、在线问卷平台、统一预约平台、统一

教育平台，并提供了面向教师的个人主页。升级了基于生命体征识别的身份认证

服务。保障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化管控的需要，数据平台对接信息系统 150

余个，通过数据分析服务科学建模，为全校日常工作提供数据决策。校务服务“一

网、一门、一次”工作效果显著，建设了校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覆盖校务事项应

用 500 余项。以行政流程类审批业务为重点，涵盖全校所有行政服务事项，形成

了线上线下相结合、自助办理与网上办理相结合的校务服务新模式。推出了哈工

大 APP，目前对接校内业务应用 50 余个，接入师生 4 万余人，每日活跃度都达

到 85%以上。以校园门户、移动 APP 等形式实现了多终端的师生一站式服务，

增强了用户信息化服务的获得感。 

2.2.5 实验实践教学条件 

学校共有教学实验中心 47 个，基础实验室 206 间，专业实验室 456 间，本

科教学实验室总面积 6.95 万平方米。有 9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 个国家

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10 个省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 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364 个，校外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3 个，国

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4 个。学校立项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65 项，

获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8 项、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8 项。学校

鼓励教师将优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将科研成果转化

为自制仪器设备，本学年立项建设自制仪器设备 42 项，共建设 4 批 164 项, 在

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师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创新大赛中，学校共有 10 件作

品进入决赛，获自由设计类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7 项，路演铜奖 1

项，获奖数量并列全国第一，同时还获得大赛团体奖。2020 年教师获批教育部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89 项，累计 375 项。入选 2020 年校企合作双百计划典型

案例 4 项，累计入选 7 项。我校于 2020 年入选首批教育部—华为“智能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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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哈工大—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基地已完成校企联合开发课程 29 门，开出课程 26 门。 

3 教学建设与改革 

3.1 专业建设 

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及办学特色，结合学科生态，优化专业布局，面向国家战

略新兴领域，推动交叉融合，夯实基础、固本求新。培育学科交叉融合新工科专

业，2020 年获批智能测控工程等新专业 9 个；现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48 个、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28 个；获批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20 个、新农科研

究与实践项目 5 个；支持并推进已入选国家级和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的专业开展

专业认证工作，10 个专业开展了 2021 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申请工作，3 个专业

完成了进校现场考查工作。 

3.2 课程和教材建设 

充分重视课程作为人才培养基本载体的重要作用，对接国家一流课程建设

“双万计划”，以整体知识观和强调能力培养的价值观为指导，开展课程改革，

着力打造一批高阶性、创新性、有挑战度的一流课程。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75 门，位列全国第四。2021 年度立项建设第九批在线开放课程 20 门、混合式教

学模式改革项目 20 门，累计建设在线开放课程 255 门、上线 152 门；本学年选

用 MOOC218 门次，累计 15757 人次选课。2021 年度新增立项创新创业课、创

新实验课、创新研修课、文化素质教育课、新生研讨课等全校选修课 65 门，新

增“四史”课程 12 门、安全教育课 1 门，新增立项高水平专家共建本科生课程

28 门。 

学校按照教育部《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工作方

案》和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推进首批试点高校做好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的通知》要求，2020 年秋季学期面向大一学生开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32 学时、2 学分，成为黑龙江省

率先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的首批高校。2020 年

12 月，《形势与政策》获批国家级线下一流本科课程。《思想道德与法治》《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四门思政课程统一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 

学校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成立了由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组长的教材工

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把握教材建设工作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统筹教材建设

的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指导学校教材工作，确保国家教材建设相关政策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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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开课单位均设有教材建设工作组，制定了实施细则，坚持集体决策，严格执

行教材凡编/修必审、凡选必审，建立了教师编写、修订和选用教材常态化监督

检查机制。修订发布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材管理办法》，对教材编写、修订、

审核、出版、选用等进行了全面规定。将教材建设工作纳入教学基本建设规划和

《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 2025》等重要规划。以项目为牵

引，实施学校“双一流”建设精品出版工程。结合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培

养方案修订，强化制度落实，要求将马工程教材、精品教材作为相关课程的必选

教材，统一纳入课程教学大纲并在教学计划中落实，马工程重点教材使用率、重

点教材覆盖率均达到 100%。2020 年度出版专著及教材 105 种；获首届全国教材

奖 9 项（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5 项）、省级教材奖 41 项，刘晋春教授获全国教

材建设先进个人；获批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四五”规划教材 55 项、专著 4 项、

教材研究基地 1 个。 

3.3 教学改革 

学校坚持推进专业集群、专业大类培养机制改革，按照工、理、管、文四大

学科门类推进基础平台课程建设工程，设立跨院系联合课程组，完善“一二年级

通识平台课程+三年级专业基础课程+四年级专业模块课程”培养模式，夯实基础，

加强通识，固本培元。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实

施《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 2025》，推进一流本科建设。 

3.4 教学运行与管理 

3.4.1 课堂教学 

本学年，全校共开设课程 3892 门，其中，公共必修课 124 门、2150 门次，

公共选修课 1299 门、1970 门次，专业课 2469 门、3413 门次。开出双语课 63 门

次，全外语课 94 门次。上课教师 2725 人（含外聘教师 171 人）。开出军训、实

习、社会调查、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类课程 258 门。 

专任教师中，903 名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占全校教授总数的 88.97%。教授参

与讲授的本科生课程共计 2314 门次，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为 32.74%。 

学校继续在校管核心课、院管核心课中推行教师“挂牌上课”制度，进一步

推动教学方法改革，激励教师讲出“金课”。本学年，168 门课程参与“挂牌选

课”，同比增长 20%。 

3.4.2 夏季学期 

为进一步丰富夏季学期优质课程资源，学校立项建设了一批高水平专家共建

课程，选聘国内外知名学者、企业家等开设各类专题课程、特色课程、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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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课程，引进先进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开拓学生视野、接轨国际学术前沿，

培养学生跨文化视野、跨文化知识结构、跨文化沟通能力。2021 年夏季学期，

共开出课程 510 门、621 门次，选课本科生达到 20289 人次。聘请校外教师开设

课程 75 门次，选课本科生 2851 人次，其中，境外教师授课 48 门次，境内教师

授课 27 门次。 

2021 年夏季学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暑期学校均以线上形式举办，

共 10 个主题：“智能通信技术赋能物联网”“智能机器人”“电气智慧，驱动

未来”“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国际等离子体物理”“数字经济与智能决策”“印

记哈尔滨 城市循踪”“万物互联，智胜未来”“哈尔滨档案——城市历史与文

化对话”“北极环境与生态”。邀请国（境）外知名学者 80 余人进行线上授课、

开设讲座以及指导实践等，共吸引境外高校学生 14 名，境内 C9、E9 等高校学

生 317 名，校内学生 690 名，共同参与线上交流学习。 

3.4.3 实验实践教学 

本学年，共开出实验、上机课 801 门次，实验课开出率 100%。开出实验项

目 2746 项，其中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 2235 个，占比 81.39%。开设创新实

验课 95 门次、371 个实验项目，受益学生 1692 人。组织实习实训 159 门，11373

人次学生参加实习实训。开出课程设计 134 门，修课学生 8500 人次。学生完成

毕业论文（设计）3950 篇（含 120 篇双学位论文），其中 100 篇论文获评“哈

尔滨工业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论文（设计）”，11 名研究生、18 名往届本科生、1

名下一届本科生和 90 名应届毕业生完成了双学位论文。 

3.5 培养“四类”拔尖创新人才 

学校大力推进拔尖学生培养改革，搭建促进学生发展的平台，推动拔尖创新

人才脱颖而出。学校设有英才学院，承担四个模块的拔尖学生培养工作：一是理

学模块，对应强基计划、拔尖计划 2.0，面向数学、物理、工程力学、核工程与

核技术等专业，以杰出科学家、学术带头人为培养目标；二是未来技术模块，对

应卓越计划 2.0、拔尖计划 2.0，面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领域，以

杰出政治家、工程领军人为培养目标；三是创新创业模块，推进科教融合、产教

融合、校企协同，面向先进制造、健康医疗、能源环保等领域，以杰出企业家、

工程领军人为培养目标；四是学科特色班，对应小卫星班、智能机器人班、永坦

班和善义班，以杰出航天总师、工程领军人为培养目标。 

学校实施“紫丁香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依托知名专家团队和国家级、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与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将顶级科学家团队引入人才培养，强化

“大师引领”，搭建 37 个面向拔尖人才培养的科研创新高端平台，打造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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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高地”，采取“大师+团队”的培养方式，学生可参与导师的科研、外

事和课题研究的前期工作等，接受科学研究基本训练。加强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推进荣誉课程建设，制定面向未来科技需求、学科交叉融合的拔尖人才培养

方案；组织新型学科交叉科创竞赛，加强课赛融合；建设英才科创基地，搭建支

撑多学科融合的大学生科创实践条件，配合国际学术论坛，为提升拔尖学生的科

创能力、创新意识和科研精神提供全方位平台。 

英才学院本科生的学制为“4+2+X 年”（“2”是硕士阶段修读年限，“X”

是博士阶段修读年限），每学年结束后对学生进行综合考评，实行动态进出。2021

年，遴选 31 位 2020 级本科生和 7 位 2021 级新生加入英才学院。 

3.6 创新创业教育 

学校坚持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鼓励教师

将新颖前沿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融入课堂、编入教材、开设创新创业课程，搭

建了课程、项目、平台、保障“四位一体”的双创教育体系。 

学校现有 27 个校级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5 个创新实践馆、16 个创业苗圃、

1 个工程创新中心、1 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有效支撑了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活动。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全

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创业教育

研究与实践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是全国双创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双创实践联盟

常务理事单位、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单位、东三省双创联盟

牵头单位，获批黑龙江省共享型高校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学校重视发展双创导师队伍，现有创新创业教育专兼职教师 2278 人，其中

校外创新创业导师 273 人。成立了由 25 位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优秀

业绩的专家组成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委员会”。创办“哈尔滨工业

大学创新创业讲坛”，本学年，线上线下举办各类研讨会、讲坛、讲座、培训和

指导会共 104 场，受益师生达 13400 余人次。2021 年，为突出我校传统特色和

优势，面向未来科技强国、创新强国，打造“双创”升级版，学校立项建设 28

个学生未来科技创新团队，团队成员中本科生占比不低于 50%。2021 年，学校

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提升计划”，20 个项目入选该计划，加大

力度支持基础较好的项目持续开展研究工作。 

我校教师入选“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25 人、教育部双创教

指委委员 1 人、全国双创教育中心学术委员 1 人、省双创教指委委员 4 人、省就

业创业专家库导师 5 人、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评审专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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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萌芽板块评审专家 10 人、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3 人。本年度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联盟先进工作者 1 人；评选出学校第七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优秀指导教师

10 人，累计 94 人获此荣誉称号。 

3.7 教学研究 

学校以项目为牵引，引导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2020 年度，学校

获批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88 项。推进学院落实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

划，总结全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思想大讨论成果，召开第十六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深化认识，凝聚共识，提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新举措，将学校局部改革成

功经验推广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健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使育人

育才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学校获评首批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

范中心、黑龙江省首批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出台《哈尔滨工业大学课程

思政工作实施方案》，构建了符合专业育人特点的“12583”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工作落地见效。举办校第二届课程思政教学竞赛及全省首届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竞赛，覆盖教师 600 余人，我校教师获省特等奖 2 项、一等

奖 1 项、专项奖 3 项。持续开展七批次 356 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建设工作，

鼓励教师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方法途径，评选校课程思政示范课 20 门，优秀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 24 项，获评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教学

团队 3 项，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5 门、教学名师 3 人、教学团队 7 支。为发挥示

范项目引领作用，推广课程思政建设先进经验和做法，学校建成课程思政教学资

源案例库，形成典型案例汇编，切实保障教师随时获取思政元素，找准专业课与

思政结合点。先后承办黑龙江省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及工作推进会，邀请教育部

高教司人文社科教育处张庆国处长等 10 余位课程思政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全

省 80 所高校 1 万余人线上线下参会，切实提升广大教师育人意识和能力。 

4 专业培养能力 

4.1 本科生培养方案情况 

本科生培养方案深入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

育理念，强化核心价值塑造、综合能力养成和多维知识探究“三位一体”的人才

培养模式，结合大类招生培养，厚植基础、拓宽口径，优化通识教育、专业教育、

实践创新、个性发展有机融合的课程体系，强化“厚基础、强实践、严过程、求

创新”的人才培养特色，根据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逆向设计构建“通专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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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体系，将创新能力培养、综合素质提升、科学思维养成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课程教学体系由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组成，细分为公共基础课程、文理

通识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个性化发展课程。其中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和个性化发

展课程共 20 学分，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课程。专业集群和大类

专业统筹规划不同培养阶段的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实现各阶段课程体系平

稳衔接。目前学校已启动新一版培养方案修订工作，以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强化

分类别、分层次、分轨道教学资源建设，构建多元人才培养体系。 

各专业以学校“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具有

国际视野、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时代杰出人才”的培养目标为指导，修订专业培养

目标和毕业要求，通过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落实知识、能力与素质的有效达成。

工学专业培养方案总学分平均为 172.79 学分，选修课学分占比为 17.34%，实践

学分占比为 26%；理学专业总学分平均为 167.35 学分，选修课学分占比为

17.07%，实践学分占比为 9.37%；其他门类专业总学分平均为 157.9 学分，选修

课学分占比为 12.05%，实践学分占比为 24.57%。 

4.2 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以自动化专业为例） 

自动化专业深入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育理

念，立足航天、服务国防与地方，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迎接全球

性重大挑战，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高尚，肩负社会责任，恪守工程伦理，具

备宽厚知识基础、扎实专业技能、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胜任跨学科、跨

行业、跨文化沟通协作，在网络和智能时代能够引领自动化相关领域发展的杰出

人才。专业培养方案总学分 173。专业教师总数 105 人，拥有院士等国家级高层

次人才 40 余人。专业通过重大项目凝练培养特色与优势，科教相长，取得了显

著育人成效。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主要举措如下： 

(1) 课程思政教育引领，强化核心课程内涵建设。打破以知识灌输为主要特

征的传统教育模式，建立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创新、个性发展有机融合

的课程体系，强化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工程应用能力和创新创业思维。积极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着眼专业未来发展凝练专业核心课程，增加信息化、智能化

教学要素，提升课程内涵。专业获批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建成国家级

一流本科课程 2 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3 门，建设了国家级规划教材 5 部，荣获

省级教材奖 1 项，获批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1 项。 

(2) 科教融合实践育人，强化实践教学体系与平台建设。创新自动化类区域

实验实践教学教研形态，构建虚拟教研室信息化平台，探索“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研模式。依托专业承担的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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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联合知名企业建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 10

余个。建设了“飞行器控制”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仿真测试技术”教育

部工程中心、“智能装备与系统”、“控制导航与仿真”等多个实践教学平台。

建设了“捷联惯导”“卫星姿态控制”“气浮机器人”等虚拟、半实物实践仿真

平台。获批全国高等学校教师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创新大赛二等奖 1 项，教育

部高等教育学会“校企合作双百计划”典型案例 1 项。 

(3) 世界一流目标导向，强化创新人才多元化培养。面向国际前沿世界一流

的培养目标，结合专业在学术研究上的国际地位，建立与国际名校、国内名校本

科生互换与联合培养的长效机制。依托“网络化动态系统的分析与控制”国家级

创新引智基地，建设国际化前沿课程 8 门。依托大一学年年度计划项目、大二学

年大创比赛、大三学年学科竞赛到大四学年创新创业大赛的全链条、多层次学科

竞赛，引导学生参加“智能车”“国际空中机器人”等大赛，成绩名列前茅，被

组委会评为“世界顶级竞赛队伍”。牵头组织以冰壶人工智能挑战赛为代表的自

动化专业学科竞赛，已推广至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 20 多所高校，

打造学科竞赛自主品牌。 

5 质量保障体系 

5.1 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学校党委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统筹推进育人方式、

办学模式、管理体制改革，矢志培养更多杰出人才。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贺信精神，学校党委在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将人才培养作为四项重点领

域改革的首要任务，实施“杰出人才培养行动方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不断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为学校未来五年育人育才指明前

进方向。 

2021 年 5 月，在第五届教学节闭幕式上，校党委书记熊四皓就一校三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广大教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自觉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特色优势、牢固树立“卓越”思维，把贺信精神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二是广大教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紧跟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立志成为总书记心中的“大先生”。三是广大教师要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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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学习中汲取营养，充分发挥“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的阵

地作用，深刻把握、自觉讲好党领导哈工大发展壮大的历史逻辑。 

2021 年 9 月，在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校长韩杰才指出，广大教师要置身“大

格局”，立足“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提高站位、高举高打，在杰出

人才培养上下“大功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

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广大教师要做“大先生”，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引领，牢牢把握“在党的领导下”的深刻内

涵，始终秉承“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创业”的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

让“改革创新、奋发作为、追求卓越”成为自觉行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建设的新业绩，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本学年，学校共召开党委常委会 37 次，校长办公会 16 次，其中党委常委会

14 次、校长办公会 7 次研究讨论人才培养的重要事宜，包括年度工作要点、“双

一流”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招生就业等内容，审议通过了《哈尔滨工业

大学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方案》《哈尔滨工业大学课程思政工作实施方案》《哈

尔滨工业大学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作方案》《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

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实施细则》《哈尔滨工业大学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实施方案》《哈尔滨工业大学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美育工作实施方案》《哈尔滨工业大学全面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工作实施方案》

《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工作实施方案》等人才培养有关的规章制

度，为学校人才培养做出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 

学校每学期召开党委全体（扩大）会议，系统谋划学校未来发展建设，讨论

研究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对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学校党委每学期组织

召开校院两级理论中心组学习，传达布置各项教学方针政策。学校每年 5 月举办

教学节、9 月召开隆重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以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学校面向全

体大一新生开设思政实践课，校党委书记熊四皓讲授“开学第一课”暨思政实践

课首讲，全体中层领导干部均走进小班授课。一年来校领导给本科生讲思政课

33 次，走进教室听课 76 次、联系学生 474 次。 

5.2 出台政策措施支持本科教学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不断强化教师“人才

培养是第一要务、上好课是首要职责”的观念，确保优质资源投向人才培养中心

任务。一是加强对教师教学投入质与量的考核，修订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岗

位长聘制度实施办法》《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岗位准聘制度实施办法》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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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承担教学时数的要求明确作为教师聘期考核和年度考核的内容，并纳入教师聘

任合同，强化对教师的考核和合同管理，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落实《人事制

度改革方案关于教学工作量要求的说明》，把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

本制度确立了下来，强化绩效导向和激励作用，绩效分配向人才培养中心工作任

务倾斜。二是突出教育教学实绩，修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文件，强化教学业绩和

教书育人实效在职务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的要求，将获得本科课堂教学准

入考核作为教师申报副教授职称的前提条件，将通过主讲教师授课资格认证作为

教师申报教授职称的前提条件；选聘“教学拔尖人才”，将优质人才资源配置到

教学岗位，畅通教学为主型教师的发展晋升渠道。三是加大对教学工作的投入和

支持力度，学校持续实施《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贡献奖励实施办法》，设置“专

业贡献奖”“教学名师奖”“教学突出奖”“教学优秀奖”“实验教学突出

奖”“实验教学优秀奖”六个奖项，奖励取得优秀教育教学业绩的教师，2020

年评出“教学名师奖”4 人、“教学突出奖”5 人、“教学优秀奖”30 人、“实

验教学突出奖”2 人、“实验教学优秀奖”3 人；在二级学院绩效考核与分配中

突出教育教学绩效导向，增加教育教学指标分配比重。为营造浓厚的全员育人氛

围，激发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学校连续举办五届“教学节”。

2021 年 5 月，第五届“教学节”期间，学校邀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同

志面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新判断 新任务 新体系 新基建”的专题报告。 

5.3 促进教师教学能力发展 

为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学校在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夯实支持服务体系、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发

挥示范辐射作用等方面持续发力，取得显著成效。2021 年春季学期，学校面向

校内、全省及西部高校开展在线教学系列培训 9 场次，累计 2 万余人次参与，全

面提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的能力。举办两期研究生助教岗前培训，累计

1740 人结业上岗。组织第八期新教师教学培训研讨班，105 人考核合格。选派全

英文课程教师参加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境外教学法研修项

目，拓展教师国际视野。为满足特色化人才培养和教师个性化专业发展需要，学

校继续实施中期学生反馈教学咨询服务，累计 87 人次、134 门次课程接受咨询

服务。学校全力支持青年教师成长，搭建竞赛展示平台。组织校第八届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功竞赛，承办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黑龙江赛区选拔赛），

全省 591 位教师参赛，我校教师获省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积极推荐教师参

加各级各类高水平教学竞赛，强化赛前指导，在“2012-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教

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排行榜中，我校以获奖总数 113 项位列全国第 4。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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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辐射带动作用，我校牵头成立黑龙江省教师教

学发展联盟，面向全省高校开展在线教学、一流课程建设、一流专业建设点申报

等系列培训，助力龙江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 

5.4 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学校深入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育教学

理念，以哈工大规格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形成了具有哈工大特色的质量文化。2021

年，深入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不断完善本科教学质

量评价保障体系。构建了从招生、培养、就业、职业发展的全流程、全方位“校

内外双循环一体联动”质量监控架构，针对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进行校内和校外

第三方监测与评估；完善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三大要素：质量标准体系、运行

管理体系和评价监督体系；制定了基于建设性评价和考核性评价的 6 个维度评价

标准，包括评课程、评教师、评学习、评教材、主观评价及综合评价；依托“教

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了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分析诊断、监控评价、持续改

进为一体的质量管理流程；打造了由教学管理组织和系列专项教学委员会构成的

质量管理与指导组织机构，保证了闭环反馈机制的有效运行。2021 年，为完善

多维度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学校出台《同行听课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为引

导教师上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名学生，促进教学相长，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出台《本科生过程性评教实施办法（试行）》。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不断

完善，形成了课堂教学准入、主讲资格认证、教学过程评价、学生期末评教、毕

业生调查、教学督导、同行听课、领导听课、院系评价、学校质量年度自评、教

学预警及暂停、第三方毕业生中短期发展跟踪监测等十二大常态化评价监控机

制，为持续改进教学质量提供了有效途径。学校建成校级“教学质量监测数据平

台”，强化教学质量数据采集流程化及大数据分析应用，与“教学管理与服务平

台”并用，利用网络信息化平台系统，有效提高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管理工作效率。

本学年，本着持续改进的原则，根据各类教学评价反馈，先后发布《学生评教结

果分析报告》《应届毕业生调查结果分析报告》《督导工作总结报告》《学院年

度本科教学状态评价结果》等文件及教学简讯 9 期。 

学校注重学生学业过程管理，建立过程淘汰机制，及时发现学生学业问题并

给予警示教育，通过营造学风和严肃考风考纪保证学业质量。本学年，对学生进

行学业警示 2616 人次，因必修课程考核不合格累计达 20 学分以上退学 46 人，

处分考试作弊违纪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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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接受社会评估和认证 

学校积极推动学科、专业的评估和认证工作。计算机、环境、交通等学科组

织了国际学科评估。管理学科于 2017 年通过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AMBA 再认

证。2021 年 3 月，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得 AACSB 国际认证。在第

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 17 个学科位列 A 类。2018 年成为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的

20 所高校之一，完成了 64 个学位授权点自评估工作。48 个专业被认定为国家级

一流专业建设点、28 个专业被认定为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12 个专业通过工程

教育认证，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环境工程、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交通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程、通信

工程、软件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学、城乡规划、工程管理、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等 5 个土建类专业通过了住建部专

业评估。2018 年学校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给予“理念先进，

体系完备，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高”的评价。 

5.6 加强学生学业支持和服务 

5.6.1 学生思想引领 

坚持传承学校“政治引领、典型引路、品牌带动、校训育人”的思政工作传

统，强化仪式育人作用发挥，高标准高质量筹备一校三区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

重大典礼仪式。2021 年，校党委书记熊四皓面向一校三区 2021 级本科新生讲授

“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努力成长为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新百年哈工大

人；校长韩杰才在开学典礼中讲话，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和哈工大校训精

神，勉励同学们讲“规格”、下“功夫”、求“卓越”；组织举办 2021 年学生

先进集体和个人合影留念仪式，邀请校领导与学生先进个人合影，激励学生以习

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强化“五育并举”导向，优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比表

彰办法，突出强调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举办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史知识竞赛，

引导学生践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一校三区共 659 名同

学参加复赛，最终选拔出 15 名优秀选手组成 5 支队伍进入决赛，并面向一校三

区进行现场直播。开展本科生党支部创新工作立项、“我眼中的哈工大”短视频

拍摄立项活动，开展一系列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系列讲话铭记初心、寻红

色印记担当使命等为主题的学生活动，成功结题本科生党支部创新工作 56 项、

支持拍摄网络思政短视频 46 个。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全面创新思政实践课教育教学模式。本学年，

校内外 266 人组成的三全育人师资库面向大一小班组织开展贺信精神全覆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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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辅导员全程参与指导。围绕红色资源、国之重器、行业楷模全面绘制铸魂育

人图谱，系统构建“前期集中策划、中期跟踪指导、后期总结研讨”的全过程培

养管理体系，两年来课程累计覆盖学生 7866 名，打造重点团队 30 余支，组建实

践项目数百个，助力学生在红色基地、科研一线深悟贺信精神、读懂党史国情，

引导学生在自我对照、自我反思中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实现从“老师领着学”

到“学生主动讲”的跨越，引导广大学生在身体力行中勇担“再造两个一大批”

历史重任，相关做法成效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央媒广泛报道。 

5.6.2 学生资助 

学校始终秉承“困难不怕，哈工大是家”的工作理念，不断完善“奖贷助勤

补偿+绿色通道”的多元混合资助体系，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

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实现“助学”“筑梦”“铸人”的和谐

统一。本年度新增“奋发助学金”等 3 项资助项目，进一步提升家庭经济困难本

科生资助全覆盖工作质量。深入摸底排查，为因疫返乡隔离学生和因疫留校学生

发放补助，为寒暑假返校学生发放核酸检测补助，为河南、山西受灾学生发放临

时困难补助，切实保障学生能够安心学习。坚持每月为孤儿、残疾、癌症等学生

发放特殊困难补助，在“扶贫”的基础上向“扶智”“扶志”转换。2021 年，

学校出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奖助学金评定

管理工作。创新资助政策宣传形式，制作资助政策宣传动画，在新生“绿色通道”

报到处、学生服务大厅循环播放，帮助学生迅速、形象的了解相关政策和办事流

程。 

表 5 2020 年校本部本科生奖贷补发放情况 

项目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人次） 

政府奖、助学金 1373.8 6759 

社会奖、助学金 224.96 620 

学校奖学金 309.94 7789 

国家助学贷款（不含生源地） 113.88 116 

勤工助学金 182.42 3918 

临时困难补助 242.27 5493 

总计 2447.27 24695 

 

5.6.3 少数民族学生帮辅 

学校重视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情况，依托曲拥措姆与新梦志愿服务工作室，组

织 65 名志愿者进行集体备课、民族文化普及、教学方法研究等岗前培训，常态

化开展基础课辅导、考前答疑、英语培训等，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克服语言和基础

薄弱等困难，掌握正确学习方法，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助力 163 名少数民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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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大学学习生活。在工作室的努力下，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显著提升。近几

年来，参加工作室帮辅的少数民族学生《微积分》《线性代数》及格率稳步提高，

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状态得到极大改善和提升。 

5.6.4 学习习惯养成和学风建设 

学校建立学业学情帮辅制度，各学院（部）按照“一人一议、一人一策、一

日一清”的原则做好帮辅干预，“关注必尽心”“陪伴必尽情”“帮辅必尽力”，

有效降低因学业问题退学学生的比率。开展第五届教学节学生学业支持类奖项评

选，重点表彰十佳学业支持品牌、零补考班级、学习型寝室、十佳学习之星、十

佳学业帮辅志愿者、十佳最美笔记达人等一大批勤勉刻苦、奋发向上、互帮互助

的集体与个人，121 个集体、80 名学生获奖，进一步健全了以学生学习成效为核

心的学业支持体系，营造了“思学、乐学、善学、尚学”的学习氛围。 

5.6.5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构建了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四位一体”工作机

制，持续开通 24 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和全年全时段（包含寒暑假）的心理咨询与

危机干预工作。本学年共开设心理健康系列课程 26 门次，选课 7195 人次。面向

2020 级大一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面向全校学生组织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讲座、培训等，开展“磨砺生命韧性·绽放青春光芒”为主题的 5·25

心理健康文化节系列活动。面向全体新生开展入学心理教育讲座 18 场。推进学

院二级心理辅导站建设及使用。开展多场培训与督导，促进专兼职心理咨询师队

伍能力提升。开展心理预约咨询 2155 人次，心理热线咨询 533 人次，组织新生

心理测评 8658 人，心理访谈 719 人。优化升级心理信息化系统，召开心理学情

研判会 46 次，组织全校学生工作者心理培训 6 次，对心理困扰学生切实做到“底

数清、原因明、举措准、成效佳”。建立与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医联体合作机

制。 

5.6.6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与服务 

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生涯意识和职业素养，构建“课上课下结合、线上线下结

合、讲授讨论结合”的职业指导课程体系，面向本科生开设了 12 门学生职业发

展教育选修课，上线 MOOC4 门，持续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学生职业发展信息化平

台，全天候开放“一对一”职业辅导咨询室，新聘任学生生涯发展导师 30 位，

在做好应届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基础上，开展 Career 讲坛、Hiter 去哪儿了、行业

分析大赛、职涯π计划、求职工作坊等系列品牌活动，进一步加强航天国防、基

层就业、国际组织等重点领域就业引导和指导，助力万余人次学生确定职业生涯

目标、规划职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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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学评价与学习成效 

6.1 同行专家对教学的评价 

2020 年 9 月，学校第六届教学督导委员会成立，正式实行教学督导本研一

体化，并根据工作需要设专项工作督导组，聘请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 17 人、

校教学督导专家 177 人，修订《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章程》，颁布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督导工作条例》。 

本学年，新一届校教学督导委员会专家组听本科理论课程 936 门次、实验课

180 门次；专家组 169 人次检查毕业论文（设计）开题、中期、答辩过程，涉及

学生 867 人，评价优秀率为 74.56%；专家组还先后前往 14 个学院（部），检查

本科生毕业论文 700 份、试卷及大作业 827 份；实验教学督导专家组检查各学院

（部）实验及实习报告 1148 份。 

校督导专家对课堂理论课教学评价具体情况如表 6 所示，对毕业论文（设计）

过程检查情况如表 7 所示。 

表 6 校督导专家对课堂教学的评价情况 

学期 门次、比例 优 良 中 差 合计 

2020 秋 
门次 294 103 4 —— 401 

比例 73.32% 25.68% 1% —— 100% 

2021 春 
门次 302 137 9 1 449 

比例 67.26% 30.51% 2.01% 0.22% 100% 

2021 夏 
门次 60 24 1 1 86 

比例 69.77% 27.91% 1.16% 1.16% 100% 

表 7 校督导专家毕业论文（设计）过程检查情况 

检查项目 专家人次 学生人数 评价优秀率 

开题过程 48 264 81.25% 

中期检查 59 342 67.80% 

答辩过程 62 261 75.81% 

合计 169 867 74.56% 

 

学校继续实施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及领导听课制度。本学年，学院（部）领导

听课 524 门次、评价优秀率为 88.93%，学院（部）督导专家听课 921 门次、评

价优秀率为 74.70%；学院（部）督导专家检查毕业论文（设计）开题、中期、

答辩涉及学生 2505 人次。 

为满足教师开课需求，把好教学质量入口关，学校每年组织校级教学准入 4

次。本学年，121 人通过新教师本科课堂教学准入考核，通过率 91.67%；组织主

讲教师授课资格认证，参加 115 人，通过 111 人，通过率 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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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学生对教学的评价及满意度 

本学年，学校组织本科生 37657 人次参加评教，参评率 95.41%。评价任课

教师 2262 人，评价课程 6186 门次。学生评价理论课授课教师平均得分 90.83。

调查 2021 届本科毕业生 3759 人，毕业生参与率 98.95%，毕业生对授课教师综

合满意度达 93.26%。学生对教师教学及学校管理等具体评价结果如表 8~12所示。 

表 8 在校生对教师教学的综合评价打分情况 

学期 ≥95 90-95 85-90 80-85 75-80 <75 

2020 秋 21.03% 38.41% 32.29% 8.06% 0.20% 0.00% 

2021 春 20.98% 35.87% 35.26% 7.53% 0.32% 0.04% 

2021 夏 45.75% 47.93% 6.32% 0.00% 0.00% 0.00% 

表 9 在校生对教师教学和自我学习的分项评价情况 

表 10  在校生实验教学的分项评价情况 

评价项目 最优 优 良 中 差 

实验环境 87.57% 10.73% 1.45% 0.17% 0.08% 

实验设备 83.62% 13.37% 2.57% 0.31% 0.13% 

指导教师 89.91% 8.93% 1.02% 0.10% 0.04% 

实验设计 87.09% 11.65% 1.14% 0.10% 0.02% 

实验内容 87.59% 11.18% 1.12% 0.09% 0.02% 

实验效果 84.62% 13.42% 1.78% 0.14% 0.04% 

实验考核 86.74% 11.68% 1.40% 0.13% 0.05% 

开放管理 89.06% 9.81% 1.01% 0.09% 0.03% 

表 11 2021 届毕业生对本科教学组织安排的满意度 

项目 很满意 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很不满意 

课程体系 47.52% 34.96% 3.32% 12.90% 1.30% 

个性化发展类课程数量 45.61% 31.38% 4.46% 16.78% 1.78% 

课程内容 49.59% 36.69% 1.75% 11.34% 0.64% 

课程学习效果 45.95% 36.93% 2.02% 14.31% 0.80% 

表 12 2021 届毕业生对在校期间授课教师的整体满意度 

项目 很满意 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很不满意 

师德风范和教学态度 75.87% 21.02% 2.57% 0.37% 0.16% 

师生沟通与交流 68.81% 25.35% 4.94% 0.66% 0.24% 

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 69.29% 25.19% 4.70% 0.53% 0.29% 

评价项目 最优 优 良 中 差 

目标清晰 87.59% 10.42% 1.77% 0.17% 0.05% 

师德风范 90.63% 8.06% 1.17% 0.11% 0.03% 

吸引学生 80.82% 14.79% 3.86% 0.43% 0.11% 

启发创新 81.25% 14.43% 3.79% 0.43% 0.10% 

知识前沿 82.93% 13.48% 3.16% 0.35% 0.08% 

网络支持 83.72% 12.62% 3.16% 0.39% 0.11% 

指导及时 84.83% 11.96% 2.80% 0.33%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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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结合实践学以致用 65.14% 25.33% 7.62% 1.35% 0.56% 

高水平教师承担课堂教学情况 66.60% 23.68% 7.54% 1.33% 0.85% 

 

6.3 学生能力和素质提升 

6.3.1 学生能力提高 

学校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每年调查了解应届毕业生对自我能力提高的

评价情况。 

表 13  2021 届毕业生对大学期间自我能力提高的评价 

序 学生应具备的能力 很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很小 

1 创新、创业的能力 41.76% 31.22% 21.64% 3.29% 2.10% 

2 实践能力及独立工作的能力 49.64% 36.69% 11.63% 1.35% 0.69% 

3 适应新环境、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53.12% 36.18% 9.32% 0.88% 0.50% 

4 质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50.62% 35.17% 12.40% 1.04% 0.77% 

5 清楚的思维、谈吐及写作的能力 45.50% 33.32% 17.44% 2.42% 1.33% 

6 理解包容精神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53.89% 35.04% 9.05% 1.25% 0.77% 

7 计划、组织、管理及领导的能力 46.14% 32.97% 17.23% 2.52% 1.14% 

8 全球化视野及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41.60% 28.64% 22.35% 4.33% 3.08% 

9 从事本专业工作的能力 48.61% 35.41% 13.17% 1.91% 0.90% 

10 使用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 51.92% 36.55% 9.82% 1.06% 0.64% 

11 公民意识、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57.10% 31.67% 9.48% 0.90% 0.85% 

12 自主学习并不断激励、完善自我的能力 57.02% 32.47% 9.00% 0.93% 0.58% 

 

6.3.2 学生校内辅修及交流 

学校以学生为中心，实施柔性化学籍管理，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满足学生

多元化求知需求。本学年，修读辅修专业（学位）学生 1026 人。大一学年结束

后，2020 级申请并成功转入新专业（类）学习的本科生有 223 人。为促进我校

一校三区人才培养的交流与互动、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持续推进本科生

跨校区交流，本学年，校本部共有 55 名本科生赴深圳校区开展一个学期的交流

学习。 

6.3.3 项目学习计划实施成效 

学校自 2011 年实施“基于项目的学习计划”，构建了贯穿大学期间的项目

学习体系，坚持“大一年度项目学习计划”、大二大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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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项目、大三大四学科竞赛、创业实践，创新创业教育四年不断线，全覆盖、

层次化推进。“大一年度项目学习计划”是学校基于项目学习主线的起点，旨在

使大一学生体验项目学习与管理过程，激发大一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提升学

生的学习思维方式、创新意识、问题求解能力，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与创新能力。

在实践中，学校注重建立大一年度项目学习的知识体系，不断完善教材体系和培

训体系，重视发挥学生的项目学习主体作用，并通过政策激励调动教师和学生的

积极性。经过 10 年的实践，“大一年度项目学习计划”在激发学生创新创业兴

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已成为大一学生十分重视和喜

爱的科技创新活动。2020 级学生大一年度项目立项 1067 项，参与学生 3839 人，

学生参与率 97.66%，结题 920 项，结题率达 86.22%。依托大一年度项目成果，

2019 级学生在 2020 年全国大学生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5 项，

在 2020 年第十二届“挑战杯”黑龙江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得金奖 1 项；

2020 级学生在第十一届“祖光杯”创意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铜奖 2 项，优秀奖 9

项，入选项目库 4 项；2021 年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内参

赛项目 721 项，在校赛中获得校级金奖 1 项、银奖 5 项、铜奖 65 项、优秀奖 229

项。2020 级学生在全国数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2 项，其中 1 项获得一等奖第 1

名。 

6.3.4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成效 

本学年，我校本科生共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091 项，获批国

家级项目 151 项、省级项目 216 项。学校评选出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优

秀结题项目 173 项，其中一等奖 58 项、二等奖 115 项。在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

创新创业年会中，我校推选的 7 项作品 6 项入围决赛，3 项作品获奖，我校获得

大创年会优秀组织奖。我校参加了历届大创年会，共有 53 项作品入围年会决赛，

并有 26 项作品获奖。在校本科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比例为 100%。 

6.3.5 学生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本学年，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项目 174 个，获省部级以上学科竞赛奖

励 1413 项，其中国家级以上 827 项。学校鼓励建设哈工大发起并主办的全国性

大学生学科竞赛，现已开展“全国大学生冰壶人工智能挑战赛”“国际大学生微

纳卫星创新技术竞赛”“BATTLEACE 国际竞技格斗机器人大赛”“全国大学生

智能感知对抗赛——AI 猎人”“哈工大网络安全国际邀请赛 HITCTF”等五项自

主品牌大学生竞赛项目。 

中国高教学会发布的 2020 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2016-2020 年榜

单（本科）中我校以获奖数量 823 项、总分 100 分的成绩位列榜首。同时，在今

年新增的五轮总榜单（本科）中，我校以获奖数量 1086 项、总分 100 分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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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居榜首。在同步发布的 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本科）和

2016-2020 年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中，我校均列全国高校

首位。在获得 2019 年竞赛排行榜首位的基础上，我校再次蝉联第一名。 

表 14  2020-2021 学年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获奖情况 

级别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 小计 

国际级 7 11 45 8 9 80 

国家级 29 213 248 223 34 747 

省地级 40 278 182 83 3 586 

合计 76 502 475 314 46 1413 

6.3.6 学生创业实践成绩 

学校以培养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聚集优秀人才扎根龙江创业兴业、孵化“学”

字号创业企业的高度来打造具有全国示范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构建创新创业

启蒙——创新创业实践——创业团队培育——创业孵化“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

实践模式。每年举办“创业大讲堂”、“创 Salon”活动 120 多场，每年在校内

组织“互联网+”“深创赛”等创新创业竞赛近百项。三年来，支持大学生创新

创业立项 1200 余项，选送学生 6000 人次参加省级以上创新创业竞赛，获得奖励

2100 余项。先后孵化大学生创业企业 96 家，资本估值累计超过 10 亿元，融资

累计超过 4.86 亿元，2020 年企业营业额达到 5 亿元，创业企业发起人和各类员

工累计约 1396 人，其中本科生 835 人。万龙、冷晓琨等 7 名学子先后获中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奖，获奖人数居全国高校前列。搅拌摩擦焊处理团队、学生微纳卫

星团队分别荣获团中央“小平科技创新团队”荣誉称号。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代表哈工大参赛的 8 支团队荣获 3 金 3 银 2 铜，

主赛道金奖数全国排名第 10 位，取得了参加该项赛事以来的最好成绩。 

6.3.7 学生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 

本学年，学校 565 名本科生积极参加教师的 377 项科研项目。34 名在校本

科生在国内外正式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35 篇，其中 SCI、EI、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等论文 24 篇；22 名在校本科生申请获准 30 项专利。 

6.3.8 学生社团和校园文化活动 

学校有 83 个学生社团，包括思想政治类、学术科技类、创新创业类、文化

体育类、志愿公益类、自律互助类等多个种类，参与人员近 5000 人。严格贯彻

执行《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学校团委构建“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传统文化节、建校纪念日系列文艺演

出；打造“哈工大之夏”文化广场，为学生社团提供展示才艺的舞台，连续 46

场文艺活动贯穿夏季夜晚；培育周末文化专场新阵地，举办培育“校园十大歌手

决赛”“啦啦队大赛”“毕业晚会”等校内万余师生关注的品牌文化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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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冰雪文化节，推出堆雪人大赛、雪地足球、打雪仗比赛等特色冰雪活动，让

同学们在寒冷的冬季领略不一样的风景，感受来自龙江大地的文化与魅力。学校

MUSICA 室内合唱团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一级团队”称号并在 2021

世界合唱节获得金奖。 

大力打造体育活动品牌、大力培育体育社团品牌、大力发掘体育特色品牌，

每年定期开展三好杯篮球赛、足球赛、排球赛、羽毛球赛、乒乓球赛等系列赛事，

打造越野、游泳、健身、啦啦队等贯穿全年的“阳光体育”系列活动，打造“人

人参与、人人享受”的迷你马拉松、趣味运动会、雪地足球、打雪仗等趣味运动

赛事，培育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滑板、轮滑、健身、剑道等各类社团，

自行车协会、武术协会等社团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大力激发学生参与运动、投

身运动的兴趣，培育引导学生健康、积极、向上的运动观念。 

6.3.9 学生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 

为鼓励青年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在观察实践中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实际行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过去一年，学校构建了涵盖理论普及宣讲、国情社情

观察、科技支农帮扶、依法治国宣讲、教育关爱服务、美丽中国实践等全方位、

多渠道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体系，积极鼓励青年学生利用寒暑假和课余时

间，走进基层、走进群众开展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的志愿实践活动。2020 年，

学校总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83 次，参与志愿者 5212 人次，累计志愿时长 26646

小时。全校现有国家注册志愿者 10000 余人，基层志愿组织 21 个。社会实践层

面，围绕党史学习、理论宣讲、国情观察、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国之重器六个

类别，共 415 支社会实践团队，累计 2039 人次参与其中。媒体宣传层面，累计

创作推文 50 余篇、新闻稿 430 余篇、宣传视频 20 余份。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获

评“黑龙江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6.3.10 学生党员发展 

学校党委坚持以党建为龙头，高质量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紧抓建党 100 周年契机，有效形成育人合力。一是着力做好

发展党员工作。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若干意见》，坚持把政治

标准放在首位，注重加强日常考察和政治审查，把党员发展过程与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有机融合，加大力度做好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确定和培养工作，入党积极分子

人数实现倍增。总结 81 岁老教师入党事迹，本年度发展 3 名高层次人才入党，

为学生党员发展树立了典型标杆。二是提升学生党建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印发

并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支部建设的若干意见》《党支部工作考核办法》

《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等制度文件，不断提升学生党支部建设质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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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有效经验，探索在疫情防控任务一线和学生组织中建立临时党支部，相关

经验获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第三届党建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十佳案例”。

三是推动学生党建质量创优。举办学校第四届微党课大赛、党史知识竞赛，在学

生中引起广泛关注，坚持以赛促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深入贯彻《哈

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党建工作规范与质量创优实施办法》，促进部门联动、队伍协

同、机制贯通，举办“辅导员学生党建质量创优暨发展党员专题培训班”，推动

学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深度融合。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学校共有本科生党员 1943 人，本科毕业生党员 1275

人。 

6.3.11 学生体质锻炼 

学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体育智、以体育心，不断加强体育教学改

革，完善“基础体育理论知识+专项运动技能+课外体育锻炼”的体育教学模式，

指导体育社团（协会）活动，推动学生积极参与群体竞赛。推进体育专业建设，

积极申报智能体育工程专业。 

本学年，学校组织开展校级群体竞赛活动 16 项，全校学生累计 18456 人次

参与。我校学生积极参与国内各项体育竞赛，获得国家级奖励 38 项，其中 9 人

次获得全国冠军。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缺乏锻炼活动的不利影

响，积极探索体质健康测试新模式，以测代练、以测促练、测练结合。2021 届

本科毕业生体质测试达标率为 100%。 

6.4 师生国际交流 

6.4.1 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 

2021 年度举办国际会议 15 场，其中顶级会议 2 场，A 类会议 3 场，吸引麻

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多所国内外高校的顶尖学者及院士参与会议。资助线上

线下短期聘请项目 72 人次；办理 103 人次外国专家来华在华手续，帮助 7 位外

国专家顺利到校开展工作。 

哈工大中俄联合校园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学校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签署合作办学协议，由哈工大设立哈尔滨工业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院，并顺

利完成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报。学校启动“1+N”对俄合作办学路径，与

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环境生态工程本科合作办学项目于 2021 年 4 月获批，9

月首批 30 名新生入学；学校与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动力工程整班制本科派出

项目获批（CSC 全额奖学金），2021 年 9 月首批 20 名新生入学。 

我校加入了环太平洋联盟、北极大学联盟、阿斯图联盟、碳中和世界大学联

盟等国际联盟组织，并多次参与联盟各项会议与活动，其中包括大学校长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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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国际领袖会议、学生学术及文化活动等。相关国际联盟组织向我校学生开放

各类学生活动及线上英文课程。我校的世界顶尖大学战略合作计划确定了 45 所

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名单，与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等高校进

行了实质性合作，开展了互派学生、互访讲学、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6.4.2 师生出国（境）交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学年师生主要以在线方式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其中，

教师参加线上国际会议共 19 个团组、21 人次，学生参加线上国际交流活动共 15

个团组、15 人次。资助教师出国（境）参加重要国际会议 37 人次。 

6.4.3 本科生出国（境）学习 

本学年，学校通过各类校际交流项目及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支持本科生

线上参与国际交流。线上参与国际交流的本科生中与课业学习相关项目 65 人、

联合培养 24 人。学校“‘俄语—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双专业中俄联合培养项目”

获批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促进与俄乌白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年度选派规

模不超过 20 人，本学年该项目共选派本科生 15 人，其中 11 人获得国家留学基

金委奖学金资助。 

6.4.4 接受留学生 

本学年，学校有来自 99 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1839 人，其中学位留学生

1632 人，本科学位留学生 911 人。2021 年，成功举办“感知中国——太阳岛国

际学生‘材子’‘能人’夏令营”，邀请材料及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与留学生共

同探讨本领域前沿研究成果，带领留学生代表了解中国，分享来华学习心得，来

自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等 9 所高校的 30 余名留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6.5 毕业生继续深造和就业 

6.5.1 学生毕业和就业 

2021 年有应届本科毕业生 3742 人，其中 3634 人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毕

业率为 97.11%。毕业学生中就业人数 3074 人，初次就业率为 84.59%，其中签

约就业 1007 人，就业单位性质如表 15 所示。 

表 15  2021 届本科签约就业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情况 

单位 

性质 

国有 

企业 

其他 

企业 
部队 

三资 

企业 

科研 

设计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教育 

单位 
机关 

人数 423 326 1 45 34 25 106 47 

百分比 42.01% 32.37% 0.10% 4.47% 3.38% 2.48% 10.53%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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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航天国防人才输送是哈工大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21 年学校向航天

国防用人单位输送毕业生 1552 人，其中本科生 388 人。 

6.5.2 学生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2021 届毕业学生中，有 1207 人被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有 671 人考研

录取，有 189 人出国（境）留学，读研比例达 56.88%。 

国内读研学生中，有 1347 人在本校，有 275 人在其他 C9 高校，有 117 人

在其他 985 高校，有 92 人在中科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

重要的科研院所。 

表 16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情况 

类别 本校 其他 C9 高校 其他 985 高校 其他高校 科研院所 

人数 1347 275 117 47 92 

比例 71.73% 14.64% 6.23% 2.50% 4.90% 

表 17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到其他 C9 高校读研情况 

就读大学 人数  就读大学 人数 

清华大学 67 人  北京大学 31 人 

上海交通大学 58 人  复旦大学 26 人 

浙江大学 41 人  南京大学 16 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8 人  西安交通大学  8 人 

 

出国（境）读研的 189 人分布在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8 所大学。其中在世界

排名前 100 位的高校（依据 2020 年 Times Higher Education）有 123 人，占出国

（境）总人数的 65.08%。学生在国（境）外一流大学读研的部分情况如表 18 所

示。 

表 18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在国（境）外一流大学读研情况 

就读大学 人数  就读大学 人数 

牛津大学 2  新加坡国立大学 10 

加州理工大学 1  纽约大学 2 

剑桥大学 2  杜克大学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 

帝国理工学院 4  爱丁堡大学 4 

宾夕法尼亚大学 1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3  伦敦国王学院 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  东京大学 3 

伦敦大学学院 1  香港大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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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 3  慕尼黑工业大学 2 

多伦多大学 2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1 

康奈尔大学 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14 

 

6.6 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评价 

哈工大以朴实严谨的校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学校先后荣获

“航天人才突出贡献奖”和“核工业人才培养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毕业生

以其扎实的理论基础、突出的工程实践和动手能力、踏实肯干的工作态度和乐于

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用人单位的欢迎。用人

单位满意度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敬业精神和职

业道德、工作实践中知识更新及创新能力、科研动手能力等方面非常满意；认为

我校毕业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专业前沿知识和研究方法论知识相比其他高校具有

较大优势；认为我校毕业生具备的专业知识能力、创新能力、语言表达和沟通谈

判能力相比其他高校具有较大优势。第三方机构调查结果显示，我校在各类企业

校招最爱去高校排名中始终名列前茅；在 2021 年用人单位对我校满意度调查中，

对我校人才培养整体水平满意度为 93.23%，对哈工大毕业生总体满意度为

92.92%。 

6.7 毕业生（校友）发展成就及社会声誉 

建校 101 年来，学校累计培养毕业生 35 万余人，他们理论基础扎实、工程

实践能力突出、勇挑重担、甘于奉献，很多成为了行业骨干和精英，其中有党和

国家领导人 12 位、副省（部）级以上领导 121 位、两院院士 113 位、大学党委

书记或校长 148 位、共和国将军 40 余位、上市公司高管 200 余位。 

哈工大曾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又以“理工科大学师资的摇篮”而享誉

全国。作为我国航天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在航天国防领域涌现出了大批杰出校

友，他们为祖国的航天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年轻学子的事业选择和爱

国奉献精神培养，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2021 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的哈工大校友陈岚被授予“2020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

是当年全国荣获该荣誉的 10 名女性之一。学校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通用人才，

在信息、机电、能源、材料、计算机、土木建筑、资源环境等各个行业、领域的

重要岗位上，活跃着一代又一代的哈工大校友，他们为国家的发展繁荣和人类的

文明进步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才智，为母校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哈工大校友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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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积极参与助力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庆祝建党百年活动，彰显了

哈工大校友的责任担当。 

学校现有校友会 150 余个，其中境外 16 个。哈工大校友热爱母校，他们主

动宣传哈工大，积极弘扬哈工大精神，为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支持和服务母校

发展建设，积极推动校友企业及社会各界与学校的产学研合作与推广。以“哈工

大春晖创新成果奖励基金”为代表的由校友捐资成立的各类奖助学金，用于奖励

创新性科研成果、奖学奖教，资助家庭生活困难学生，寄托了学长对学弟学妹的

殷切希望。校友日益成为一支建设哈工大的重要力量，被赞誉为哈工大办学“三

宝”（校训、校风、校友）之一。 

7 传统与特色 

哈尔滨工业大学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学校扎根东北、

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打造了一大批国之重器，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为党和

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蕴含历史背景、地域风貌、学科精神的独有文化和

传统特色，包括：“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铭记责任，竭诚奉献的爱

国精神；求真务实，崇尚科学的求是精神；海纳百川，协作攻关的团结精神；自

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奋进精神”的哈工大精神；“铭记国家重托，肩负艰巨使命，

扎根东北，艰苦创业，拼搏奉献，把毕生都献给了共和国的工业化事业”的哈工

大“八百壮士”精神；“厚基础、强实践、严过程、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特色。

特别是教师队伍所具有的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自强不息；不循规蹈矩，敢啃硬

骨头，敢为人先；海纳百川和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团队”协作精神等，铸就了

哈工大教师特有的精神风貌。 

学校坚持立足航天、服务国防、长于工程的办学定位，创立了中国高校第一

个航天学院，发射了中国第一颗由高校牵头自主研制的小卫星，在中国首次实现

了星地激光链路通信、首次实现了大型激光驱动器的全自动束靶耦合引导，诞生

了中国第一台会下棋能说话的计算机、第一部新体制雷达、第一台弧焊机器人和

点焊机器人、第一颗由高校学子自主设计研制管控的纳卫星、第一支登上春晚舞

台的大学生机器人舞蹈队，实现了国际首次高轨卫星对地高速激光双向通信试

验，突破了世界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支撑结构系统关键技术，支持中国“天眼”

成功“开眼”，研制成功的空间机械手在天宫二号上实现了国际首次人机协同在

轨维修科学试验，研制成功的新一代磁聚焦型霍尔电推力器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空

间应用，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形状记忆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结构的在轨可控展开，

首次揭示了艾滋病病毒毒力因子结构，让中国艾滋病结构生物学研究跻身世界前

列，成功发射的“龙江二号”成为全球首个独立完成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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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的微卫星，首次解析 T 细胞受体—共受体复合物结构，成为国际细胞适应性

免疫研究领域的里程碑，正在建设中国首个用于模拟太空极端环境的大科学工

程。学校科教融合育人特色显著。 

学校将努力继承、发扬和发展这些优良的传统、经验和特色，使之与时俱进

体现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从而使之成为哈工大新百年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与核心

竞争力，为学校的内涵式发展和人才培养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8 需要改进和完善的主要方面 

(1) 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增强拔尖创新人才供给能力 

加速推进 2022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在新版本科生培养方案修订工

作中强化分类别、分层次课程体系建设，加强专业、课程资源建设，加大学生选

修学分比例；面向未来，在全校各专业增设计算思维与信息基础课程模块，建设

计算思维与信息基础课程，强化学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素养供给；增设写

作与沟通课程模块，建设《写作与沟通》课程，强化对学生阅读写作能力提升的

资源供给；开设更多第二学士学位专业，供学生选择；建设更多辅修专业，明确

辅修专业培养方案与主修专业的衔接方案，供学生选择；实施公共基础课改革建

设项目，使公共基础课按照专业集群和专业大类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分

类供给；强化文化素质教育等课程资源和实践资源建设。对标国内外一流高校，

制定并实施《哈尔滨工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方案》，建好未来技术学院。进

一步加强本科招生工作。推进中俄联合办学项目进程，在国家专项、高校专项、

中俄联合办学等项目中对生物、化工等专业进行招生计划倾斜。 

(2) 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坚持“五育并举”，强化体育、美育和劳动

教育 

结合 2022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对本科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

养目标和实施方案进行顶层设计，将体育课程从 3 学分增加至 4 学分，明确要求

美育课程不少于 2 学分，设置劳动教育模块不少于 32 学时。设立体美劳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对体美劳教育开展全面设计。实施《哈尔滨工业大学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体育工作实施方案》，严格落实体育课程学分、提高学生体质监测达标

率；强化冰雪特色运动项目；建设群众性“哈工大拳操”；加强高水平运动队活

动；招收更多高水平体育人才攻读第二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实施《哈尔滨工业大

学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美育工作实施方案》，加强美育教育课程建设；开展学

生艺术团体活动；开展群众性美育教育校园文化活动。实施《哈尔滨工业大学全

面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加强劳动课程建设；开展服务型、社会

实践等劳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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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续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强化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协调和创新 

依托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出台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工作方案，完善“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在课程思政教学咨询分

中心和委员会的基础上，设学院（部）思政专员，建立协同工作教学团队。思政

教师和课程思政教师协同开展专题研究工作，挖掘思政教育资源、研讨思政教育

方法。对思政课和课程思政教师开展统一培训；思政课教师对课程思政教师开展

培训；思政课教师和课程思政教师定期开展研讨交流。思政课和课程思政教师协

同开展课程思政教材建设。本科生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同组织相关教学竞赛和

评审工作。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建立联合工作组，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网络

平台建设。 

学校将在深入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学校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 2025》的教育

教学实践中，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忠诚履

行“四个服务”。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坚持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完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坚持

提高教育质量，形成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

质量是生命线的文化氛围，坚持科教融合，立足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

矢志打造更多国之重器、培养更多杰出人才，奋力开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哈

工大规格的新百年卓越之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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