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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學位於中國第四個直轄市重慶大學位於中國第四個直轄市重慶大學位於中國第四個直轄市重慶大學位於中國第四個直轄市----------------重慶市沙坪壩文化區重慶市沙坪壩文化區重慶市沙坪壩文化區重慶市沙坪壩文化區

• 嘉陵與長江相匯而生重慶嘉陵與長江相匯而生重慶嘉陵與長江相匯而生重慶嘉陵與長江相匯而生重慶

• 人文與科技相濟而衍重大人文與科技相濟而衍重大人文與科技相濟而衍重大人文與科技相濟而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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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重慶中國重慶中國重慶中國重慶：：：：長江和嘉陵江環繞長江和嘉陵江環繞長江和嘉陵江環繞長江和嘉陵江環繞，，，，城市依山而建城市依山而建城市依山而建城市依山而建

，，，，錯落有致錯落有致錯落有致錯落有致，，，，夜景很美夜景很美夜景很美夜景很美，，，，類似香港類似香港類似香港類似香港。。。。

• 國家對重慶的定位國家對重慶的定位國家對重慶的定位國家對重慶的定位：：：：

• 西部地區重要經濟增長極之一西部地區重要經濟增長極之一西部地區重要經濟增長極之一西部地區重要經濟增長極之一

• 中國五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國五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國五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國五大中心城市之一

• 中國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中國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中國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中國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

• 成渝經濟區已經成為中國第四增長極成渝經濟區已經成為中國第四增長極成渝經濟區已經成為中國第四增長極成渝經濟區已經成為中國第四增長極

• 民間定位民間定位民間定位民間定位：：：：中國的中國的中國的中國的““““芝加哥芝加哥芝加哥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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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校長首任校長首任校長首任校長：：：：劉湘劉湘劉湘劉湘

重慶大學創建人重慶大學創建人重慶大學創建人重慶大學創建人

歷史悠久歷史悠久歷史悠久歷史悠久

底蘊厚重底蘊厚重底蘊厚重底蘊厚重

重慶大學成立典禮重慶大學成立典禮重慶大學成立典禮重慶大學成立典禮

（192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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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重慶大學任教的名家名師曾在重慶大學任教的名家名師曾在重慶大學任教的名家名師曾在重慶大學任教的名家名師

李四光李四光李四光李四光 何鲁何鲁何鲁何鲁

冯简冯简冯简冯简

马寅初马寅初马寅初马寅初

丁道衡丁道衡丁道衡丁道衡 柯召柯召柯召柯召

吴冠中吴冠中吴冠中吴冠中

吴宓吴宓吴宓吴宓
艾芜艾芜艾芜艾芜

自建校之初開始，重慶大學先

後聘請了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

教授、最早把現代數學引入我

國的學者之一的何魯教授、著

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教授、當

代中國繪畫大師吳冠中教授、

國學大師吳宓教授、著名作家

艾蕪先生、著名地質學家丁道

衡教授、著名數學家柯召教授

、我國第一位赴北極考察學者

、著名電訊工程專家馮簡教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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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沿革校史沿革校史沿革校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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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沿革（1978年至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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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劳苦 尚俭朴 勤学业 爱国家http://zhaosheng.cqu.edu.cn

國家領導人

關心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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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設文理學部學校設文理學部學校設文理學部學校設文理學部、、、、工學部工學部工學部工學部、、、、建築學部建築學部建築學部建築學部、、、、信息學部四個學部信息學部四個學部信息學部四個學部信息學部四個學部（（（（

涵蓋涵蓋涵蓋涵蓋24242424個學院個學院個學院個學院））））以及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以及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以及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以及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法學院和美視電法學院和美視電法學院和美視電法學院和美視電

影學院影學院影學院影學院。。。。本科專業本科專業本科專業本科專業（（（（方向方向方向方向））））92929292個個個個，，，，覆蓋理覆蓋理覆蓋理覆蓋理、、、、工工工工、、、、文文文文、、、、經經經經、、、、管管管管

、、、、法法法法、、、、藝藝藝藝、、、、農農農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9999個學科門類個學科門類個學科門類個學科門類。。。。國家級特色專業國家級特色專業國家級特色專業國家級特色專業20202020個個個個，，，，省省省省

級特色專業級特色專業級特色專業級特色專業12121212個個個個。。。。

� 全日制在校學生全日制在校學生全日制在校學生全日制在校學生43000430004300043000人左右人左右人左右人左右，，，，其中博士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27002700270027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碩碩碩碩

士研究生士研究生士研究生士研究生104001040010400104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本科生本科生本科生本科生290002900029000290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留學生留學生留學生留學生10001000100010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

求知的樂園求知的樂園求知的樂園求知的樂園

成才的殿堂成才的殿堂成才的殿堂成才的殿堂

重慶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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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優美校園環境優美校園環境優美校園環境優美

學校有學校有學校有學校有A、、、、B、、、、C和虎溪和虎溪和虎溪和虎溪4個校個校個校個校

區區區區，，，，占地占地占地占地5700畝畝畝畝，，，，校舍建築面校舍建築面校舍建築面校舍建築面

積積積積168萬多平方米萬多平方米萬多平方米萬多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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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教職工在職教職工在職教職工在職教職工58005800580058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其中專任教其中專任教其中專任教其中專任教

師師師師30003000300030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

• 正正正正、、、、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15001500150015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博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

42042042042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碩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99099099099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

•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3333人人人人，，，，外聘兩院院士外聘兩院院士外聘兩院院士外聘兩院院士

12121212人人人人，，，，““““973973973973””””首席科學家首席科學家首席科學家首席科學家5555人人人人，，，，享享享享

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33033033033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千人計畫千人計畫千人計畫千人計畫””””入選者入選者入選者入選者7777人人人人，，，，長江學者長江學者長江學者長江學者

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20202020人人人人，，，，““““國家傑出青年科國家傑出青年科國家傑出青年科國家傑出青年科

學基金學基金學基金學基金””””獲得者獲得者獲得者獲得者13131313人人人人，，，，國家國家國家國家““““百千百千百千百千

萬人才工程萬人才工程萬人才工程萬人才工程””””人選人選人選人選20202020人人人人。。。。

• 國家級教學名師國家級教學名師國家級教學名師國家級教學名師4444人人人人，，，，國家級教學團國家級教學團國家級教學團國家級教學團

隊隊隊隊6666個個個個。。。。

師資力量雄厚師資力量雄厚師資力量雄厚師資力量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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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3個個個個，，，，國家工程中心國家工程中心國家工程中心國家工程中心、、、、

工程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實驗室4個個個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省部級重點實驗室省部級重點實驗室省部級重點實驗室（（（（

工程中心工程中心工程中心工程中心））））46個個個個，，，，國家基礎課程教學國家基礎課程教學國家基礎課程教學國家基礎課程教學

基地和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基地和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基地和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基地和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3

個個個個，，，，國家級人才培養模式試驗區國家級人才培養模式試驗區國家級人才培養模式試驗區國家級人才培養模式試驗區3個個個個，，，，

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6個個個個。。。。

• 與微軟與微軟與微軟與微軟、、、、IBM、、、、西門子西門子西門子西門子、、、、羅克韋爾羅克韋爾羅克韋爾羅克韋爾、、、、

歐姆龍歐姆龍歐姆龍歐姆龍、、、、法拉利等國外知名企業聯合法拉利等國外知名企業聯合法拉利等國外知名企業聯合法拉利等國外知名企業聯合

設立實驗室或培訓中心設立實驗室或培訓中心設立實驗室或培訓中心設立實驗室或培訓中心。。。。

• 擁有設施先進的現代化圖書館擁有設施先進的現代化圖書館擁有設施先進的現代化圖書館擁有設施先進的現代化圖書館，，，，累計累計累計累計

藏書藏書藏書藏書360萬餘冊萬餘冊萬餘冊萬餘冊，，，，中外期刊中外期刊中外期刊中外期刊6000餘種餘種餘種餘種

、、、、電子期刊電子期刊電子期刊電子期刊36900種種種種。。。。

辦學條件優良辦學條件優良辦學條件優良辦學條件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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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博士後流動站擁有博士後流動站擁有博士後流動站擁有博士後流動站20202020個個個個，，，，一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博士點28282828

個個個個，，，，二級學科博士點二級學科博士點二級學科博士點二級學科博士點105105105105個個個個，，，，一級學科碩士一級學科碩士一級學科碩士一級學科碩士

點點點點51515151個個個個，，，，二級學科碩士點二級學科碩士點二級學科碩士點二級學科碩士點200200200200個個個個，，，，覆蓋理覆蓋理覆蓋理覆蓋理、、、、

工工工工、、、、文文文文、、、、經經經經、、、、管管管管、、、、法法法法、、、、哲哲哲哲、、、、農農農農、、、、醫醫醫醫、、、、教育教育教育教育10101010

個學科門類個學科門類個學科門類個學科門類，，，，擁有工程碩士擁有工程碩士擁有工程碩士擁有工程碩士、、、、MBAMBAMBAMBA、、、、EMBAEMBAEMBAEMBA、、、、

MPAMPAMPAMPA等等等等19191919種專業學位種專業學位種專業學位種專業學位。。。。

�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985985985985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重點建設科技創新平臺重點建設科技創新平臺重點建設科技創新平臺重點建設科技創新平臺8888個個個個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211211211211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重點建設學科重點建設學科重點建設學科14141414個個個個。。。。

� 一級國家重點學科一級國家重點學科一級國家重點學科一級國家重點學科3333個個個個、、、、二級國家重點學科二級國家重點學科二級國家重點學科二級國家重點學科

17171717個個個個。。。。

� 一級學科全國排名前一級學科全國排名前一級學科全國排名前一級學科全國排名前5555：：：：儀器科學與技術儀器科學與技術儀器科學與技術儀器科學與技術、、、、

冶金工程冶金工程冶金工程冶金工程、、、、電氣工程電氣工程電氣工程電氣工程、、、、礦業工程礦業工程礦業工程礦業工程

� 一級學科全國排名前一級學科全國排名前一級學科全國排名前一級學科全國排名前5555----10101010名名名名：：：：建築學建築學建築學建築學、、、、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醫學工程醫學工程醫學工程醫學工程、、、、機械工程機械工程機械工程機械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ǐǐǐǐ櫰櫰櫰櫰;;;;

學科體系完備學科體系完備學科體系完備學科體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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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與美學校與美學校與美學校與美、、、、英英英英、、、、法法法法、、、、德德德德、、、、加加加加、、、、日日日日、、、、俄俄俄俄、、、、韓等韓等韓等韓等30多個國多個國多個國多個國

家的家的家的家的70余所知名大學建立校際交流關係余所知名大學建立校際交流關係余所知名大學建立校際交流關係余所知名大學建立校際交流關係。。。。

• 作為教育部指定的接收中國政府獎學金生的院校作為教育部指定的接收中國政府獎學金生的院校作為教育部指定的接收中國政府獎學金生的院校作為教育部指定的接收中國政府獎學金生的院校，，，，已已已已

接受來自韓國接受來自韓國接受來自韓國接受來自韓國、、、、泰國泰國泰國泰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對外交流廣泛對外交流廣泛對外交流廣泛對外交流廣泛

越南越南越南越南、、、、敘利亞敘利亞敘利亞敘利亞、、、、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哥哥哥哥

倫比亞等倫比亞等倫比亞等倫比亞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多個國家和地區多個國家和地區多個國家和地區

的的的的1000名留學生在校學習名留學生在校學習名留學生在校學習名留學生在校學習。。。。

成立了泰國勿洞孔子學院成立了泰國勿洞孔子學院成立了泰國勿洞孔子學院成立了泰國勿洞孔子學院、、、、義義義義

大利比薩孔子學院以及澳大大利比薩孔子學院以及澳大大利比薩孔子學院以及澳大大利比薩孔子學院以及澳大

利亞拉籌伯大學孔子學院利亞拉籌伯大學孔子學院利亞拉籌伯大學孔子學院利亞拉籌伯大學孔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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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學生參與科技創新和學科競

賽活動（設立“大學生科技創新

基金”、“重點實驗室向本科生

開放基金”，“全國大學生創新

性實驗計畫項目”等）

• 學生社團100余個（涵蓋科技、

文體、藝術、公益等領域）開展

各項活動。

• 幾乎“天天有活動、周周有講座

、月月有演出”

• 學生參與面達2萬人次以上。

課外活動豐富課外活動豐富課外活動豐富課外活動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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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能夠適應和駕馭未來的人培養能夠適應和駕馭未來的人培養能夠適應和駕馭未來的人培養能夠適應和駕馭未來的人

重慶大學人才培養目標重慶大學人才培養目標重慶大學人才培養目標重慶大學人才培養目標

秉承秉承秉承秉承““““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造就人才造就人才造就人才造就人才，，，，佑啟鄉邦佑啟鄉邦佑啟鄉邦佑啟鄉邦，，，，振導社會振導社會振導社會振導社會””””的辦學的辦學的辦學的辦學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堅持人才培養的中心地位堅持人才培養的中心地位堅持人才培養的中心地位堅持人才培養的中心地位，，，，致力於為學生提供最好的教致力於為學生提供最好的教致力於為學生提供最好的教致力於為學生提供最好的教

育育育育。。。。

培養培養培養培養““““知識知識知識知識、、、、能力能力能力能力、、、、素質素質素質素質””””全面協調發展的高素質畢業生和全面協調發展的高素質畢業生和全面協調發展的高素質畢業生和全面協調發展的高素質畢業生和

特色鮮明特色鮮明特色鮮明特色鮮明、、、、優勢突出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優勢突出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優勢突出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優勢突出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

強調培養正確認識世界強調培養正確認識世界強調培養正確認識世界強調培養正確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認識自我的認識自我的認識自我的““““人人人人””””，，，，並發展為學生並發展為學生並發展為學生並發展為學生

應對未來挑戰的知識基礎應對未來挑戰的知識基礎應對未來挑戰的知識基礎應對未來挑戰的知識基礎、、、、學習動力學習動力學習動力學習動力、、、、能力和素質能力和素質能力和素質能力和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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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方案與國際接軌培養方案與國際接軌培養方案與國際接軌培養方案與國際接軌，，，，實施專業認證與國際認證實施專業認證與國際認證實施專業認證與國際認證實施專業認證與國際認證

• 人才培養模式實驗區人才培養模式實驗區人才培養模式實驗區人才培養模式實驗區((((專業實驗班專業實驗班專業實驗班專業實驗班：：：：機械工程機械工程機械工程機械工程、、、、卓越軟體卓越軟體卓越軟體卓越軟體、、、、電電電電

子資訊子資訊子資訊子資訊））））

• 實施卓越工程師計畫實施卓越工程師計畫實施卓越工程師計畫實施卓越工程師計畫((((產學研合作教育產學研合作教育產學研合作教育產學研合作教育))))

• 實施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實施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實施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實施拔尖創新人才培養：：：：

• 弘深創新學院弘深創新學院弘深創新學院弘深創新學院（（（（經管大類經管大類經管大類經管大類、、、、機械工程機械工程機械工程機械工程、、、、電子資訊大類電子資訊大類電子資訊大類電子資訊大類、、、、電氣電氣電氣電氣

大類大類大類大類、、、、土建大類土建大類土建大類土建大類））））

• ““““本碩本碩本碩本碩（（（（博博博博））））””””連讀培養連讀培養連讀培養連讀培養

• 深化優異生深化優異生深化優異生深化優異生、、、、輔修輔修輔修輔修、、、、二專培養模式二專培養模式二專培養模式二專培養模式

• 推進校企推進校企推進校企推進校企、、、、校校聯合培養校校聯合培養校校聯合培養校校聯合培養、、、、中外合作培養中外合作培養中外合作培養中外合作培養

以人為本以人為本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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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應未來所必需的多樣化和廣泛性適應未來所必需的多樣化和廣泛性適應未來所必需的多樣化和廣泛性適應未來所必需的多樣化和廣泛性。。。。

• 發展學生終身學習的動力發展學生終身學習的動力發展學生終身學習的動力發展學生終身學習的動力、、、、能力知識和基礎能力知識和基礎能力知識和基礎能力知識和基礎。。。。

• 培養有效思考能力培養有效思考能力培養有效思考能力培養有效思考能力、、、、有效溝通能力有效溝通能力有效溝通能力有效溝通能力、、、、恰當的判斷能恰當的判斷能恰當的判斷能恰當的判斷能

力力力力、、、、對價值的認識能力對價值的認識能力對價值的認識能力對價值的認識能力。。。。

• 促進學生的價值觀養成促進學生的價值觀養成促進學生的價值觀養成促進學生的價值觀養成。。。。

注重發展注重發展注重發展注重發展，，，，實施通識教育實施通識教育實施通識教育實施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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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專業基礎加強專業基礎加強專業基礎加強專業基礎，，，，注重能力培養注重能力培養注重能力培養注重能力培養

•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本科教學工程本科教學工程本科教學工程本科教學工程””””

• 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培養方案培養方案培養方案培養方案、、、、課程體系課程體系課程體系課程體系））））

• 改進課堂教學改進課堂教學改進課堂教學改進課堂教學：：：：大課講授與小班研討結合大課講授與小班研討結合大課講授與小班研討結合大課講授與小班研討結合，，，，開設新生研開設新生研開設新生研開設新生研

討課討課討課討課

• 改革實驗教學模式改革實驗教學模式改革實驗教學模式改革實驗教學模式，，，，加大實驗室開放力度加大實驗室開放力度加大實驗室開放力度加大實驗室開放力度

• 加強實習基地建設加強實習基地建設加強實習基地建設加強實習基地建設，，，，聯合企業開展實習實踐聯合企業開展實習實踐聯合企業開展實習實踐聯合企業開展實習實踐

• 強化過程管理強化過程管理強化過程管理強化過程管理，，，，構建以學生發展為指向的品質保障體系構建以學生發展為指向的品質保障體系構建以學生發展為指向的品質保障體系構建以學生發展為指向的品質保障體系

重慶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大學



Chongqing University

• 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獎助學金90909090多種多種多種多種，，，，每年經費每年經費每年經費每年經費1000100010001000多萬元多萬元多萬元多萬元，，，，惠及學生惠及學生惠及學生惠及學生20%20%20%20%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

• 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獎學金國家獎學金國家獎學金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助學金國家助學金國家助學金國家助學金、、、、國國國國

防獎學金防獎學金防獎學金防獎學金））））

• 企業設立企業設立企業設立企業設立（（（（寶鋼寶鋼寶鋼寶鋼、、、、滙豐銀行滙豐銀行滙豐銀行滙豐銀行、、、、豐田豐田豐田豐田、、、、西門子等西門子等西門子等西門子等））））

• 個人設立個人設立個人設立個人設立（（（（唐仲英唐仲英唐仲英唐仲英、、、、唐立新唐立新唐立新唐立新、、、、駱一華等駱一華等駱一華等駱一華等））））

• 學校設立學校設立學校設立學校設立（（（（新生獎學金新生獎學金新生獎學金新生獎學金、、、、綜合獎學金綜合獎學金綜合獎學金綜合獎學金、、、、專業獎學金等專業獎學金等專業獎學金等專業獎學金等））））

獎助學體系完善獎助學體系完善獎助學體系完善獎助學體系完善

重慶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大學



Chongqing University

• 重大本科畢業生基礎好重大本科畢業生基礎好重大本科畢業生基礎好重大本科畢業生基礎好、、、、能能能能

力強力強力強力強、、、、後勁足後勁足後勁足後勁足，，，，受到社會廣受到社會廣受到社會廣受到社會廣

泛認可泛認可泛認可泛認可（（（（就業就業就業就業））））和高校同仁和高校同仁和高校同仁和高校同仁

首首首首肯肯肯肯（（（（深深深深造造造造）。）。）。）。

• 2011201120112011年本科生就業年本科生就業年本科生就業年本科生就業流流流流向向向向：：：：

• 讀研讀研讀研讀研、、、、出出出出境境境境出國深出國深出國深出國深造造造造26262626....32%32%32%32%

• 中中中中央央央央部部部部委單位委單位委單位委單位23232323....09%09%09%09%

• 省省省省市市市市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單位單位單位單位54545454....30%30%30%30%

畢業與就業畢業與就業畢業與就業畢業與就業



Chongqing University

• 歡迎香港學生報考重慶大學歡迎香港學生報考重慶大學歡迎香港學生報考重慶大學歡迎香港學生報考重慶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