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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的创新与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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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的大学评价有利于促进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的 改 革 与 发 展。在 以 往 评 价 实 践 基 础 上，本 次 评 价 从４
个方面进行创新：拓展评价对象、优化评价体系、完善分类评价以及注重声誉影响。对全国２　５２４所高校的竞争

力进行评价，重点分析了地区教 育 竞 争 力 排 行 榜、一 流 大 学 竞 争 力 排 行 榜 等８个 榜 单 的 结 果，得 出 以 下 结 论：

我国各地区本科教育竞争力的差异较大，排名 相 对 稳 定；一 流 大 学 排 名 变 化 较 小，一 般 大 学 和 民 办 院 校 发 展 较

快；重点大学的投入和产出明显增加，国际化程 度 仍 有 待 提 高；各 类 高 校 应 突 出 自 身 特 色 和 学 科 优 势，提 高 专

业优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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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到２０２０年，高等教育结构要

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
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１］。科学、合理、客观、公正地评价我国大学的综合竞争力和学科专业

建设的水平，成为各界都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教育评价机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自２００４年以

来，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按年度连续发布 《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２０１５年初，
中心完成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工作，连续第１２次发布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结

果。本次评价最终获得了５９４个排行榜，包括２０个大学教育竞争力排行榜和５７４个本科教育竞争力

排行榜。

一、原则与创新

（一）本次大学评价的原则

在评价的取向方面做到：正确处理管理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关系；正确处理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的

关系。在指标的选择方面做到：权威；客观；全面；持续。在指标的权重方面做到：正确处理教学与

科研的关系；正确处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正确处理总量和均量的关系；正确处理规模与效

益的关系；正确处理科研投入、产出与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正确处理存量与流

量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内数据与国外数据的关系［２］。
（二）本次大学评价的改进与创新

１．拓展评价对象。在２０１５年的大学评价中，继续拓展评价对象。依据教育部的相关文件，结合

学校的实际招生情况，将具有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资格的９２３所普通本科院校、２７９所独立学院、１　３２２
所高职高专，总计２　５２４所高等院校作为此次大学评价的对象。同时还按照教育部最新公布的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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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２０１２）》，对本科层次的专业、专业类和学科门类进行了评价。此次大学评价

所涉及的院校数量和专业数量均达到了２００４年以来的最大值。

２．优化评价体系。只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才可能得出准确权威的评价结果，才能为管理活

动提供依据，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本次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在２０１４年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大学教

育的最新发展变化，结合社会各界对往年评价结果的反馈及中心在往年评价中的经验，征询专家后对

评价体系中的指标组成、指标的观测点和权重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和完善。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评价指标

体系分为４个一级指标、１４个二级指标、４５个三级指标，共包含了９８个观测点。针对不同层次和类

型的院校，我们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一样，各指标的权重有区别。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本科教

育专业评价的指标体系分为４个一级指标、１６个二级指标、２２个三级指标，共包含了６０个观测点。
具体内容在此不做赘述。在调整过程中，我们着重注意了指标内容的调整和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
力求评价结果既能反映大学真实的科研水平，又能充分显示大学科研实力的最新发展变化，减少评价

结果的随机性和波动性，更符合大学科研工作的实际情况。

３．完善大学分类评价。２００４年，教育部下发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试行）》，将高

等学校划分为６种类型。我们的评价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将所有培养单位分为１０种类型：综合类、
理工类、农林类、医药类、财经类、语言·政法类 （简称文法类）、师范类、民族类、艺术类、体育

类［３］。在今年的评价中，我们核实了新加入评价对象的类型，并对部分高校的类型进行了调整，以更

加符合该校发展的实际情 况，使评价结果更加公平合理。对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评价和排序，得到

“中国大学分类型竞争力排行榜”，充分体现了 “同类比较、分类评价”的思想。另外，考虑到工业和

信息化部 （原国防科工委）主管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７所高校对成果的保密性要求较高，获取

评价数据受到影响，因此在计算得分时依据专家意见上调一定比例。

４．注重声誉影响。今年大学评价的一大创新就是全新修订了学校声誉一级指标的内容。在以前

的评价体系中，学校声誉下面没有二级指标，观测点较少，对学校声誉的反映不够［４］。本次评价将学

校的声誉分为学术声誉和社会声誉两个二级指标，从重大学术影响、学术期刊影响、行为不端 （违反

学术道德和违反职业道德）、违法违纪等多个观测点进行评价，既全面客观又符合社会潮流。本次评

价中，北京大学的违反学术道德 （于燕茹事件）、复旦大学的违反学术道德和违法违纪 （举报院士事

件和学生投毒事件）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违法违纪 （招生腐败事件）等事件，均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

负面影响，对学校声誉造成严重损失，这在我们的评价中也得到了反馈。

二、方法与过程

（一）评价对象

本次评价以教育部２０１４年７月公布的 《２０１４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２０１４年全国独立学院名

单》和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２０１４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为依据，结

合学校实际招生情况，发现我国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院校有９２４所普通本科院校、２７９
所独立学院、１　３２２所高职高专院校。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因情况特殊，未列入本次评价对象。结合

以前经验，把今年的 评 价 对 象 确 定 为：普 通 本 科 院 校９２３所 （分 为 重 点 大 学１３４所、一 般 大 学６５２
所、民办本科院校１３７所）、独立学院２７９所、高职高专院校１　３２２所 （含民办高职高专３０５所），共

计２　５２４所高等院校 （含４４２所民办院校）。
在教育部最新公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２０１２）》中，共设有１２个 学科门类、９２个

专业类、５０６个专业。查询９２３所普通本科院校的招生计划后，发现２０１４年实际招生的本科专业只

有４９６个。有３所本科院校因招生的特殊情况未纳入本次专业评价的评价对象，还有部分专业为学校

的自设专业，不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２０１２）》中，我们将其略去。因此，最终确定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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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评价的对象为９２０个本科院校的４７０个本科专业 （分属于９２个专业类、１２个学科门类）。
（二）数据处理

本次评价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以下五个方面：（１）有关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资料 （包括汇编、年

鉴、报表等）；（２）国内、外有关数据库；（３）有关政府部门、高校的网站；（４）有关刊物、书籍、
报纸、内部资料等；（５）本中心在多年评价的基础上建立的 “基础数据库”。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了

全面核查，并对异常数据进行人工处理，要求 “有数据必有来源，有来源必须精准”［５］。利用中心开

发的 “科学评价论文分类系统”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在其他类型数据的处理中，还采用人机结合的

方式，大量使用ＶＢＡ、ＪＡＶＡ等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三）结果生成

利用 “中国大学竞争力评价信息系统”进行数值计算、统计得分和排行榜生成。本次评价最终获

得包括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排行榜、中国本科院校竞争力总排行榜、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学科门

类竞争力排行榜等１４类共５９４个排行榜。
在评价过程中，进一步实现智能与人工的密切配合，加强误差判定，对波动较大的数据进行了人

工校准。在评价的初步结果出来之后，邀请各领域专家对结果进行分析，将反馈的意见纳入最终结

果，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在结果的呈现方式上，继续沿用星级表示方法。根据集中与离散分布规律，用５★、４★、３★、

２★和１★分别代表各等级。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评价结果与分析

地区教育竞争力排名主要和所属的高等院校数量与质量密切相关，我们不仅公布了中国内地３１
个地区 （为行文简练，如无特殊说明，以下文字和表中的 “地区”指中国内地的省级行政单位，包括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综合教育竞争力排名和得分，而且附上各个地区重点、一般、民办、独立学

院和高职高专院校的数量。有４所高校在两地办学，我们结合实际情况，将华北电力大学整体作为一

个评价对象，归入北京市；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的每个校区都分别作为一个

单独的评价对象，归属相应的地区。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１０强的排名情况如表１所示。
与２０１４年排名相比，前十强中没有出现新的地区，十强间的相对次序略有变动。北京市依靠数

量众多的重点大学和整体实力继续稳居榜首，江苏、上海、湖北紧随其后，陕西省有所退步，从去年

的第７名下降到第９名。
大学教育教育地区竞争力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投入程度紧密相关，北京身为首都，院校

总数不算多，但是重点大学数量 （３０所）占 到了全国总数 （１３４所）的２２．３９％，接近１／４，优质教

育资源让其他地区望尘莫及。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广东在国内属于经济发展较好的 地 区，湖

北、陕西和四川三个地区属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但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文化传统，也集中了较多的重

点大学和一般大学，故排名靠前。西部和南部的西藏、青海、宁夏、海南、贵州等地的高等教育资源

非常稀缺，本地的高校数量很少，且高校的实力远不及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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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排行榜１０强

排名 总分 地区
地区内高校数量

重点大学 一般大学 民办本科 独立学院 高职高专 总数

１　 １００．００ 北京市 ３０　 ２８　 ２　 ５　 ２６　 ９１
２　 ７４．４２ 江苏省 １２　 ３３　 ６　 ２５　 ８３　 １５９
３　 ６７．３７ 上海市 ９　 ２１　 ５　 ２　 ３１　 ６８
４　 ６１．０４ 湖北省 ７　 ２８　 ８　 ２４　 ５５　 １２２
５　 ５８．０９ 浙江省 ２　 ２８　 ５　 ２２　 ４６　 １０３
６　 ５７．３５ 山东省 ３　 ４１　 １１　 １１　 ７４　 １４０
７　 ５７．００ 广东省 ５　 ３２　 ９　 １６　 ８０　 １４２
８　 ５６．７３ 辽宁省 ６　 ３５　 １２　 ８　 ５１　 １１２
９　 ５６．３３ 陕西省 ８　 ２６　 ９　 １２　 ３７　 ９２
１０　 ５３．９７ 四川省 ５　 ２９　 ６　 １０　 ５７　 １０７

（二）中国大学竞争力评价结果与分析

１．中国本科院校竞争力总排行榜。为了给一般大学及民办本科院校提供一个在全国本科院校中

的排名和定位，本次大学评价继续推出中国本科院校竞争力总排行榜，按照重点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

及权重 （即按 照 教 学 与 科 研４∶６的 比 例），对 全 国９２３所 本 科 院 校 进 行 排 名，对１８５强 （排 名 前

２０％）的院校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５年中国本科院校竞争力总排行榜１８５强分析

地区 北京市 江苏省 上海市 广东省 湖北省 山东省 陕西省 浙江省 四川省 黑龙江省 合计

数量 ３０　 １９　 １３　 １１　 ９　 ９　 ９　 ８　 ７　 ７　 １８５
类型 理工 综合 师范 农林 医药 财经 文法 民族 艺术 体育 合计

数量 ７１　 ４６　 ２１　 １５　 １３　 ９　 ８　 １　 １　 ０　 １８５

在２０１５年中国本科院校竞争力总排行榜前１８５名中，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位居前三，其地

区竞争力也是前三，说明这三个地区的大学教育不仅整体竞争力强，而且竞争力强的高校数量也多。
湖北省和浙江省的地区竞争力排在前五，但是本科院校竞争力强的高校数量相对偏少，反映出这两个

地区的教育竞争力主要强在高校的均衡发展带来的整体效应上。在２０１５年中国本科院校竞争力总排

行榜前１８５名中，理工、农林和医药类高校总数达到９９所，师范、财经、文法、民族、艺术、体育

类高校总数才４０所，说明我国的大学教育存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相对不够的问题，这与现实相符。

２．中国一流大学竞争力 排 行 榜。根 据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特 征、标 准 及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的 实 际 情 况，
推出中国一流大学排行榜。中国一流大学是以质量和创新为导向，根据 “一流的队伍、一流的学科、
一流的绩效、一流的国际化、一流的影响力”五条标准，按照集中与离散分布规律和二八定律选出，
共评选出２７所中国一流大学 （如表３所示）。

在中国一流大学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稳居五强位置，
四川大学强势回归，挤掉中山大学位列第１０。与２０１４年的中国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相比，一流大

学名单略有变动，华南理工大学进入榜单。整体上来看，一流大学的排名比较稳定，波动较小。从具

体的排名来看，上升较快的大学有四川大学 （上升３名）、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

学 （上升２名）；下降较多的大学有南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南大学 （下降３名）、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下降２名）。其他大学的排名波动都在１名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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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５年中国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

排名 院校名称 地区内序 类型序 排名 院校名称 地区内序 类型序

１ 北京大学 北京市１ 综合１　 １５ 南开大学 天津市１ 综合１０
２ 清华大学 北京市２ 理工１　 １６ 东南大学 江苏省２ 理工 ６
３ 浙江大学 浙江省１ 综合２　 １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１ 理工 ７
４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１ 理工２　 １８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３ 文法 １
５ 武汉大学 湖北省１ 综合３　 １９ 同济大学 上海市３ 理工 ８
６ 南京大学 江苏省１ 综合４　 ２０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４ 师范 １
７ 复旦大学 上海市２ 综合５　 ２０ 中南大学 湖南省１ 理工 ９
８ 吉林大学 吉林省１ 综合６　 ２２ 厦门大学 福建省１ 综合１１
９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省２ 理工３　 ２３ 天津大学 天津市２ 理工１０
１０ 四川大学 四川省１ 综合７　 ２４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省１ 理工１１
１１ 中山大学 广东省１ 综合８　 ２５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市４ 师范 ２
１２ 山东大学 山东省１ 综合９　 ２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市５ 理工１２
１３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省１ 理工４　 ２７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２ 理工１３
１４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省１ 理工５

２７所一流大学中，理工类大学数量最多，有１３所，占到总数的４８．１５％；综合类高校其次，有

１１所，占到总数的４０．７４％，剩余的３所一流大学分别是文法类的中国人民大学与师范类的北京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说明我国的一流大学仍以理工类和综合类高校为主，其他类型的高校很难挤

入一流大学之列。在中国一流大学的地区分布中，北京市独占鳌头，拥有５所；上海市紧随其后，拥

有４所；湖北省、江苏省、天津市、广东省各有２所。

３．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一般来说，重点大学得到国家较多资助，基础普遍较好，在社

会上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高校的优秀水平。２０１５年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

排行榜５０强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１５年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排行榜５０强

排名 院校名称 地区内序 类型序 排名 院校名称 地区内序 类型序

１ 北京大学 北京市１ 综合 １　 ２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市５ 理工１２
２ 清华大学 北京市２ 理工 １　 ２７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２ 理工１３
３ 浙江大学 浙江省１ 综合 ２　 ２８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市６ 理工１４
４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１ 理工 ２　 ２９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省２ 理工１５
５ 武汉大学 湖北省１ 综合 ３　 ３０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市７ 农林 １
６ 南京大学 江苏省１ 综合 ４　 ３１ 重庆大学 重庆市１ 理工１６
７ 复旦大学 上海市２ 综合 ５　 ３２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２ 师范 ３
８ 吉林大学 吉林省１ 综合 ６　 ３３ 兰州大学 甘肃省１ 综合１２
９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省２ 理工 ３　 ３４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市８ 理工１７
１０ 四川大学 四川省１ 综合 ７　 ３５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省２ 理工１８
１１ 中山大学 广东省１ 综合 ８　 ３６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省３ 理工１９
１２ 山东大学 山东省１ 综合 ９　 ３７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省３ 农林 ２
１３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省１ 理工 ４　 ３８ 湖南大学 湖南省２ 理工２０
１４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省１ 理工 ５　 ３９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３ 师范 ４
１５ 南开大学 天津市１ 综合１０　 ４０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省４ 理工２１
１６ 东南大学 江苏省２ 理工 ６　 ４１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省５ 师范 ５
１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１ 理工 ７　 ４２ 东北大学 辽宁省２ 理工２２
１８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３ 文法 １　 ４３ 郑州大学 河南省１ 综合１３
１９ 同济大学 上海市３ 理工 ８　 ４４ 西南大学 重庆市２ 综合１４
２０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４ 师范 １　 ４５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市５ 理工２３
２０ 中南大学 湖南省１ 理工 ９　 ４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４ 理工２４
２２ 厦门大学 福建省１ 综合１１　 ４７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９ 理工２５
２３ 天津大学 天津市２ 理工１０　 ４８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５ 农林 ３
２４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省１ 理工１１　 ４９ 苏州大学 江苏省６ 综合１５
２５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市４ 师范 ２　 ５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省３ 理工２６

与２０１４年排名对比，重点大学５０强的排名基本保持稳定，部分学校排名略有波动。华东理工大

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大学冲入５０强，而中国政法大学被挤出。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石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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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两地办学的高校，以前将两个校区合并为一个学校排名，都进入了５０强，但是今年将两个校区

分别作为单独的评价对象进行排名，都没能进入５０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武汉大学继续稳居前五，南京大学排名超越复旦大学，二者分别位居第６和第７。５０强中，波

动较大有华东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均上升１０名）、北京交通大学 （上升９名）、武汉理工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均上升６名）、西南交通大学、苏州大学 （均上升５名）、北京理工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均上升４名）；排名下降较多的大学有湖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均下降

８名）、南京师范大学 （下降６名）、兰州大学、郑州大学 （均下降５名）。其他大学的排名波动都在３
名以内。

重点大学竞争力５０强排名的波动表明，重点大学的综合竞争力在保持整体稳定的前提下，也存

在着激烈竞争，它们的排名有升有降，但是波动不是很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大学的发展速度和

水平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４．中国一般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国一般大学的数量众多，分布地域较广，是我国高等教育中

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与重点大学相比，一般大学承担着更多的教学任务。因此，在我们的评价指标

体系中，一般大学的教学水平类指标权重要大于科研产出类指标权重。２０１５年共有６５２所一般大学

参与评价，其中３３强 （排名前５％）的得分和分布情况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２０１５年中国一般大学竞争力排行榜３３强

排名 院校名称 地区内序 类型序 排名 院校名称 地区内序 类型序

１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市１ 医药１　 １７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省１ 农林１
２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市２ 师范１　 １９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省１ 理工４
３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省１ 医药２　 ２０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省４ 医药７
４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市３ 医药３　 ２１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省２ 师范６
５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市１ 医药４　 ２２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２ 师范７
６ 江苏大学 江苏省１ 综合１　 ２３ 深圳大学 广东省２ 综合３
７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省１ 师范２　 ２４ 青岛大学 山东省３ 综合４
８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省１ 医药５　 ２５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省２ 理工５
９ 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省１ 医药６　 ２６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３ 文法１
１０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省２ 理工１　 ２７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省４ 理工６
１１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１ 师范３　 ２８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市１ 医药８
１２ 扬州大学 江苏省３ 综合２　 ２９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省１ 师范８
１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省１ 理工２　 ３０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省１ 师范９
１４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省２ 财经１　 ３１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省１ 农林２
１５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市２ 师范４　 ３２ 广州大学 广东省３ 综合５
１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省１ 理工３　 ３３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省５ 理工７
１７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省１ 师范５

在中国一般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首都医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

院继续占据四强位置。与２０１４年排名对比，一般大学竞争力３３强的排名除了河北农业大学上升１７
位、重庆邮电大学下降１１位以外，波动都在７名以内，相对稳定。

从一般大学的类型分布情况来看，理工、医药和农林类大学在中国一般大学竞争力１００强中所占

的比重高于它们在６５２所一般大学中所占的比重，说明在一般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专业性较强的理

工、医药和农林类院校具有较大优势 （如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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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５年中国一般大学竞争力排行榜１００强学校类型分布 （单位：％）

比重 理工 师范 综合 医药 文法 财经 农林 艺术 民族 体育

在一般大学１００强中占比 ３２．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９．００　 ０．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在一般大学总体中占比 ２５．１５　 ２１．９３　 １５．３４　 １１．３５　 ６．９０　 ６．４４　 ４．４５　 ４．１４　 ２．３０　 １．９９

５．中国民办院校竞争力排行榜。民办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补充和平衡我国

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共创办民办本科院校１３７所，民办高职高专院校３０５所，
对这４４２所民办院校进行评价，中国一流民办院校 （排名前５％）的名单如表７所示。

表７　２０１５年中国一流民办院校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地区内序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地区内序

１ 江西科技学院 １００．００ 江西省　１　 １２ 西安外事学院 ９０．７５ 陕西省２
２ 浙江树人学院 ９５．６６ 浙江省　１　 １３ 潍坊科技学院 ８９．９３ 山东省２
３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９４．４４ 吉林省　１　 １４ 吉林动画学院 ８９．６７ 吉林省２
４ 宁波大红鹰学院 ９４．３４ 浙江省　２　 １５ 青岛滨海学院 ８８．７１ 山东省３
５ 烟台南山学院 ９３．４７ 山东省　１　 １６ 西安欧亚学院 ８８．０１ 陕西省３
６ 北京城市学院 ９２．８２ 北京市　１　 １７ 南昌理工学院 ８７．９０ 江西省２
７ 黄河科技学院 ９２．６９ 河南省　１　 １８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８６．５０ 湖南省１
８ 黑龙江东方学院 ９２．０６ 黑龙江省１　 １９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８６．０９ 河南省２
９ 西京学院 ９１．２７ 陕西省　１　 ２０ 西安翻译学院 ８６．０９ 陕西省４
１０ 无锡太湖学院 ９１．０４ 江苏省　１　 ２１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８５．７２ 河南省３
１１ 三江学院 ９０．７７ 江苏省　２　 ２２ 河北传媒学院 ８５．６８ 河北省１

中国一流民办院校均为本科 院校，民办专科院校的排名普遍较低。从地区分布 来 看，陕 西、山

东、河南等地的民办院校整体实力比较强，在前２２强中所占比例均接近或超过了１０％，远远高于其

他地区。总体来说，民办院校的排名波动较大。北京城市学院、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黑龙江东方学

院、陕西西京学院、河北传媒学院５所民办学校已获得硕士研究生招生资质，说明民办院校的发展很

快，得到了社会和管理部门的充分认可。在今后的大学评价中，我们将更加全面地对民办院校进行评

价。

６．中国独立学院竞争力排行榜。２０１３年，我们在中国科教评价网上公布了中国独立学院竞争力

排行榜，社会反响良好。在本次大学评价中，继续将独立学院评价纳入大学评价范围，２７９所独立学

院中排名前５％的学院被评为中国一流独立学院 （如表８所示）。

表８　２０１５年中国一流独立学院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地区内序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地区内序

１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１００．００ 浙江省１　 ８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 ９４．９８ 河南省１
２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９７．７５ 广东省１　 ９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９４．３０ 广东省３
３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９７．７１ 广东省２　 １０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９３．８５ 河北省３
４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９７．３７ 河北省１　 １１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９２．３５ 河北省４
５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９７．３１ 河北省２　 １２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９１．３９ 福建省１
６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９７．１６ 浙江省２　 １３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９０．７８ 江苏省１
７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９５．２６ 湖北省１　 １４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９０．７２ 云南省１

从中国一流独立学院的排名来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占据前三，其他学校的排名也有波动。相对一般大学，这种波动较大，部分原因是受到独立学院转

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的影响。

７．中国高职高专院校竞争力排行榜。高职 （高等职业学校）和高专 （高等专科学校）都是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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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２０１３年我们将高职高专院校也纳入评价范围，
开始公布中国高职高专院校竞争力排行榜。在２０１５年的大学评价中，我们进一步完善了高职高专院

校的评价指标体系，对１　３２２所高职高专院校进行评价，取排名前３％的院校作为中国一流高职高专

院校 （如表９所示）。

表９　２０１５年中国一流高职高专院校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地区内序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地区内序

１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１００．００ 江苏１　 ２１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６６．７２ 河南２

２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９７．７５ 广东１　 ２２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６６．６０ 四川１

３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８１．４６ 陕西１　 ２３ 烟台职业学院 ６６．５８ 山东１

４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７３．４１ 江苏２　 ２４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６６．３１ 湖南１

５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７２．５０ 江西１　 ２５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６５．９９ 江苏５

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７２．０８ 广东２　 ２６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６５．６１ 湖北１

７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７１．５１ 广东３　 ２７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 ６５．５８ 河南３

８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７１．２５ 广东４　 ２８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６５．４７ 河南４

９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６９．７２ 浙江１　 ２９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６５．３９ 湖南２

１０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６９．４３ 云南１　 ３０ 滨州职业学院 ６５．１６ 山东２

１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６８．６５ 广东５　 ３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６５．１２ 甘肃１

１２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６８．２６ 广东６　 ３２ 南通职业大学 ６５．０５ 江苏６

１３ 苏州职业大学 ６８．０８ 江苏３　 ３３ 淄博职业学院 ６４．９７ 山东３

１４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６７．８７ 陕西２　 ３４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６４．５３ 广西２

１５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６７．７８ 河南１　 ３５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６４．３９ 湖北２

１６ 石家庄经济职业学院 ６７．６７ 河北１　 ３６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６３．８１ 山东４

１７ 扬州市职业大学 ６７．５６ 江苏４　 ３７ 威海职业学院 ６３．８０ 山东５

１８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６７．５２ 广西１　 ３８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６３．７２ 湖北３

１９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６７．２３ 河北２　 ３９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６３．６０ 江苏７

２０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６６．９７ 重庆１　 ４０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６３．２０ 浙江２

从中国一流高职高专院校的结果来看，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继续雄踞榜首；从地区布来看，江

苏省、广东省和山东省具有明显优势，分别占有７、６、５席。从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的地区分布来看，
江苏省有８３所，广东省有８０所，河南省有７７所，数量位列三甲；山东省、安徽省、湖南省各有７４
所、７４所、７２所，这些省份专科层次的教育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不仅有数量众多的高职高专

院校，而且排名都较为靠前。这种分布状况与各省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有密切关系。
（三）中国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

中国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主要职能，其中，科学研究在三大职能中占

据着较大比重，特别是对于重点大学来说，科学研究在其所有职能中居于首位。因此，中国大学科研

竞争力评价是中国大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我们就按照 “投入———产出———效益”
的思路，将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结合起来评价大学科研竞争力，并且分别从科技创新竞争力和人

文社会科学创新竞争力两方面进行分类评价。表１０和表１１分别为本次评价的 “中国大学科技创新竞

争力排行榜”和 “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竞争力排行榜”的２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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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科技创新竞争力排行榜２０强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类型序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类型序

１ 清华大学 １００．００ 理工１　 １１ 东南大学 ６０．３８ 理工 ５
２ 北京大学 ８７．００ 综合１　 １２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６０．１９ 理工 ６
３ 浙江大学 ８６．７３ 综合２　 １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５９．６４ 理工 ７
４ 上海交通大学 ８０．４８ 理工２　 １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５８．２８ 理工 ８
５ 复旦大学 ８０．１２ 综合３　 １５ 吉林大学 ５３．５６ 综合 ７
６ 南京大学 ６４．９２ 综合４　 １６ 天津大学 ５２．９３ 理工 ９
７ 武汉大学 ６２．８０ 综合５　 １７ 中南大学 ５２．８５ 理工１０
８ 四川大学 ６２．６９ 综合６　 １８ 电子科技大学 ５１．６１ 理工１１
９ 西安交通大学 ６０．５４ 理工３　 １９ 山东大学 ５０．４８ 综合 ８
１０ 华中科技大学 ６０．４５ 理工４　 ２０ 同济大学 ５０．１５ 理工１２

表１１　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竞争力排行榜２０强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类型序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类型序

１ 北京大学 １００．００ 综合１　 １１ 厦门大学 ５８．０６ 综合 ８
２ 中国人民大学 ９３．６３ 文法１　 １２ 华东师范大学 ５３．８０ 师范 ２
３ 武汉大学 ７５．４３ 综合２　 １３ 吉林大学 ５３．２５ 综合 ９
４ 北京师范大学 ７４．３９ 师范１　 １４ 四川大学 ５２．９０ 综合１０
５ 复旦大学 ７４．１８ 综合３　 １５ 山东大学 ５２．６９ 综合１１
６ 南京大学 ６６．６８ 综合４　 １６ 华中师范大学 ５１．５６ 师范 ３
７ 中山大学 ６６．２１ 综合５　 １７ 上海交通大学 ５１．３３ 理工 ２
８ 南开大学 ６６．１２ 综合６　 １８ 西安交通大学 ４５．７６ 理工 ３
９ 清华大学 ６６．０９ 理工１　 １９ 华中科技大学 ４５．３２ 理工 ４
１０ 浙江大学 ６５．６７ 综合７　 ２０ 中国政法大学 ４３．５０ 文法 ２

与２０１４年相比，中国大学科技创新竞争力排行榜２０强高校的排名相对稳定，中南大学、同济大

学进入科技创新竞争力２０强，而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跌出２０强。２０强中排名上升最快的是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 （均上升４名），排名下降最多的是山东大学 （下降４名），其

他高校的排名波动相对较小，均在２名以内。
与２０１４年相比，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竞争力排行榜２０强变动较小，中 国 政 法 大 学 进 入

２０强，暨南大学则跌出２０强。除中国政法大学上升２８名，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升４名，吉林大

学下降４名外，其他高校的排名波动幅度都在３位以内，基本保持稳定。
在科技创新竞争力排行榜２０强中，理工类院校有１２所，综合类院校有８所；在人文社会科学创

新竞争力排行榜２０强 中，综 合 类 院 校 有１１所，理 工 类 院 校４所，师 范 类 院 校３所，文 法 类 院 校２
所。可见我国综合性大学文理并重，无论科技创新竞争力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竞争力均在全国处于

领先地位。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竞争力２０强排行榜中，理工类的院校数量超过了师范类院校，一方

面说明理工科院校拥有较为强大的办学资源和资金优势，能在短期内引进优秀人文社会科学人才而快

速提升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近年来我国众多优秀的理工科高校

充分重视学校的综合发展，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
（四）中国大学分类型竞争力排行榜

我们在评价中将本科院校分为１０种类型，秉承 “分类评价、同类比较”的原则，分别对不同类

型的高校进行评价和排序，得到中国大学分类型竞争力排行榜。每种类型的前５名院校如表１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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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分类型竞争力排行榜５强

类型

排名
第１名 第２名 第３名 第４名 第５名

财经 中央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民族 中央民族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农林 中国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师范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 北京体育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天津体育学院 首都体育学院 成都体育学院

文法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医药 首都医科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天津医科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艺术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综合 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 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从表１２中可以看到，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分别位居１０种类型高校排

名首位。但是结合中国本科院校综合竞争力总排行榜，可看到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音

乐学院、北京体育大学的排名均相对靠后，总排名在６０名以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财经类、

民族类、艺术类和体育类高校的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
（五）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竞争力排行榜

１．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学科门类竞争力排行榜。２０１５年的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学科门类竞争力

排行榜的对象涵盖９２０所本科院校，从中不仅能够查出某高校的本科教育是否涵盖某个学科门类，而

且还可以看出各个大学在１２个学科门类的具体表现。表１３给出了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学科门类竞争

力第一的高校。

表１３　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学科门类竞争力排行榜第一名

门类代码 门类名称 开设数量 第一名名称 门类代码 门类名称 开设数量 第一名名称

０１ 哲学 ７２ 中国人民大学 ０７ 理学 ６７９ 北京大学

０２ 经济学 ６４３ 中国人民大学 ０８ 工学 ８３９ 清华大学

０３ 法学 ６１７ 中国人民大学 ０９ 农学 ２１５ 中国农业大学

０４ 教育学 ４４０ 北京师范大学 １０ 医学 ２６０ 北京大学

０５ 文学 ７８５ 北京大学 １２ 管理学 ８６０ 中国人民大学

０６ 历史学 ２２７ 北京大学 １３ 艺术学 ７１０ 中国传媒大学

从表１３中可以看到，在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４大学科门类中，中国人民大学均居于榜

首，充分体现了该校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优势。而在文学、历史学、理学、医学４大学科门类中，

则是北京大学居于首位，充分体现了该校雄厚的综合实力。在工学学科门类中，清华大学居于榜首；

在农学学科门类中，中国农业大学大学居于榜首；在艺术学学科门类中，中国传媒大学居于榜首，充

分体现了各校独特的竞争优势。上述门类排行榜的结果与我们的一般认识基本一致。值得一提的是，

教育学门类中，几个著名的师范大学均排在前列，由于体育类专业在我国的学科门类体系中也归于教

育类，因此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也以其较强的实力进入教育学门类前十。

２．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专业类竞争力排行榜。教育部最新公布的专业目录包括９２个专业类。根

据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专业类等级划分标准，５★专业类为排在前５％的重点优势专业类，４★专

业类为排在５％～２０％的优势专业类，３★专业类为排在２０％～５０％的良好专业类，２★专业类为排在

５０％～９０％的一般专业类，１★专业类为排在９０％～１００％的较差专业类。５★和４★专业类可视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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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专业类，各校优秀专业类占所开设专业类总数的比值即为专业类优秀率。表１４为２０１５年２７所中

国一流大学的专业类概况。

表１４　２０１５年中国一流大学的专业类概况

排名 院校名称
专业类

总数

专业类优

秀率 （％）

优秀率

排名
排名 院校名称

专业类

总数

专业类优

秀率 （％）

优秀率

排名

１ 北京大学 ４６　 ８９．１３　 ７　 １５ 南开大学 ３８　 ８９．４７　 ６

２ 清华大学 ４０　 ９５．００　 ２　 １６ 东南大学 ４８　 ８３．３３　 １７

３ 浙江大学 ６０　 ８８．３３　 ９　 １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２３　 ７８．２６　 ２２

４ 上海交通大学 ４５　 ８６．６７　 １２　 １８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９　 ８６．２１　 １３

５ 武汉大学 ５５　 ９２．７３　 ４　 １９ 同济大学 ４６　 ７６．０９　 ２６

６ 南京大学 ４２　 ９２．８６　 ３　 ２０ 北京师范大学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

７ 复旦大学 ３８　 ９２．１１　 ５　 ２１ 中南大学 ４９　 ７７．５５　 ２３

８ 吉林大学 ６２　 ８３．８７　 １６　 ２２ 厦门大学 ４７　 ７８．７２　 ２１

９ 华中科技大学 ５０　 ８２．００　 １９　 ２３ 天津大学 ３５　 ８０．００　 ２０

１０ 四川大学 ５７　 ８５．９６　 １４　 ２４ 大连理工大学 ４１　 ７３．１７　 ２７

１１ 中山大学 ５３　 ７７．３６　 ２４　 ２５ 华东师范大学 ３４　 ８８．２４　 １０

１２ 山东大学 ５６　 ８７．５０　 １１　 ２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３５　 ８５．７１　 １５

１３ 西安交通大学 ４３　 ８８．３７　 ８　 ２７ 华南理工大学 ４０　 ８２．５０　 １８

１４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３８　 ７６．３２　 ２５

我国一流大学开设专业类数量最少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只有２３个；专业类数量最多的是吉

林大学，有６２个。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只 有３０个 专 业 类，但 专 业 类 优 秀 率 达 到 了１００％，体 现 出 “小 而

精”的特点；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专业类总数均在４０个以上，优秀率均在９０％以上，
体现出 “全而优”的特征。一流大学的专业类优秀率普遍都在７０％及以上，而且均没有１★专业类。
这说明我国一流大学不仅综合竞争力领先于其他高校，而且各个专业的竞争力也普遍处于比较优势的

地位。

３．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专业竞争力排行榜。我们最终确定本次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专业竞争力

排行榜的评价对象为９２０个本科院校的近４０　０００个专业。经计算，共得出４９６个中国大学本科教育

分专业竞争力排行榜榜单。因部分专业为单个学校的自设专业，不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２０１２）》中，评价对象不具备普遍性，我们将其从结果中略去，故一共得出４７０个中国大学本科教育

分专业竞争力排行榜榜单。专业等级划分标准与专业类的划分标准一致，各校优秀专业占所开设专业

总数的比值即为专业优秀率。表１５为２０１５年２７所中国一流大学的专业概况。
在我国一流大学中，清华大学有５５个专业，但专业优秀率达到了９４．５５％，排名第一，体现出

清华大学规模较大、专业精强的特点；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的专业总 数 均 在

８０个以上，优秀率均在８０％以上，体现出 “全而优”的特征。一流大学的专业优秀率略低于专业类

优秀率，但都在６５％以上。
可以看出，专业优秀率与高校排名并不正相关。北京师范大学是 “小而精”类型院校的代表，专

业总数不多，但是专业质量非常高，专业优秀率仅次于清华大学，这类院校要注重学科均衡发展；专

业总数最多的四川大学开设了１２６个专业，优秀率略低于８０％，专业建设非常全面，但是部分专业

实力不够，这类院校要提升综合实力还需加强优势专业的带动作用，同时提升劣势专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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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２０１５年中国一流大学的专业概况

排名 院校名称
专业

总数

专业优秀

率 （％）

优秀率

排名
排名 院校名称

专业

总数

专业优秀

率 （％）

优秀率

排名

１ 北京大学 ９９　 ８９．９０　 ３　 １５ 南开大学 ７７　 ７７．９２　 １６
２ 清华大学 ５５　 ９４．５５　 １　 １６ 东南大学 ６７　 ８３．５８　 １１
３ 浙江大学 １０９　 ８４．４０　 １０　 １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３４　 ８２．３５　 １２
４ 上海交通大学 ６４　 ８７．５０　 ７　 １８ 中国人民大学 ６７　 ７７．６１　 １７
５ 武汉大学 １１４　 ８１．５８　 １３　 １９ 同济大学 ７３　 ６９．８６　 ２５
６ 南京大学 ８６　 ８８．３７　 ６　 ２０ 北京师范大学 ４６　 ９３．４８　 ２
７ 复旦大学 ７１　 ８８．７３　 ５　 ２１ 中南大学 ８６　 ７２．０９　 ２１
８ 吉林大学 １１８　 ７６．２７　 １９　 ２２ 厦门大学 ８３　 ６６．２７　 ２７
９ 华中科技大学 ９１　 ７８．０２　 １５　 ２３ 天津大学 ５３　 ８６．７９　 ８
１０ 四川大学 １２６　 ７９．３７　 １４　 ２４ 大连理工大学 ７７　 ７０．１３　 ２４
１１ 中山大学 １０２　 ６８．６３　 ２６　 ２５ 华东师范大学 ６９　 ８５．５１　 ９
１２ 山东大学 １１３　 ７６．９９　 １８　 ２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６０　 ７１．６７　 ２２
１３ 西安交通大学 ７３　 ８９．０４　 ４　 ２７ 华南理工大学 ７７　 ７２．７３　 ２０
１４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８０　 ７１．２５　 ２３

四、主要结论

２０１５年的大学评价工作相比于往年来说，在保持原则与方法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更加全面、系

统、深入，评价范围更加广泛、分类更加细化、体系更加完善，数据更加全面、方法更加合理。结合

多年来从事大学评价所积累的经验和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１．我国各地区本科教育竞争力的差异较大，排名相对稳定。结合历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

力评价结果，发现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入程度、地理区位和文化传统

紧密相关。我国大部分的高校及教育资源都集中于中、东部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

城市集中了我国最优秀的高校，这些高校成为支撑本地高等教育竞争力的主力。与之相反，西部地区

的西藏、宁夏、青海等地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稀缺，本地的高校数量很少，且高校的实力远不及其他

省区，导致地区教育竞争力排名较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既

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本科教育的地区竞争力排名相对稳定。为了促进教

育公平，国家不能也不会坐视地区间差距扩大。从２０１２年开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组

织实施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小２１１工程），重点扶持一批有特色、有实力的省部共建或

省属重点大学，努力缩小教育实力地区分布的差距。

２．一流大学排名变化较小，一般大学和民办院校发展较快。整体来看，中国一流大学的排名比

较稳定，波动较小。从具体类型来看，我国的一流大学仍以理工类和综合类高校为主。重点大学排名

的波动相对较大，但保持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不同重点大学的发展速度和实力水平还是存在着一定的

差距。重点大学相对于一般大学在整体实力上仍有较大优势，但部分一般大学发展势头良好，实力强

劲，已经超过少数重点大学。在中国本科院校竞争力总排行榜中，有１所一般大学进入前５０强，有

１０所一般大学进入前１００强。另外，还有７所民办本科院校进入总排行榜前５００强，民办院校中排

名最高的是江西科技学院，已达到第４０５名，超过了近半数的公办本科院校。这说明我国的民办本科

教育也在快速发展，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效。当 然，１３７所 民 办 本 科 院 校 排 名 整 体 靠 后，其 实 力 仍 有 待 提

升。

３．重点大学的投入和产出明显增加，国际化程度仍有待提高。根据我们对指标的划分，大学的

评价主要依照 “投入———产出———绩效”这个脉络进行评价，在原始数据的收集中我们发现，与前几

年大学评价相比，各校在投入和产出两大类指标上的增量均十分明显。各类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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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及被引次数均有提高。但结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

心所发布的 《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竞争力评价报告》来看，质量问题仍然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

大学的根本差距所在，并且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主要因素。参照 《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要求，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重点大学应以

提高质量为核心，尽快缩短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对于我国大学，尤其是

我国重点大学来说，在未来的发展和建设中一方面要加强国际科研项目合作、加强国家间人才交流与

互访，同时加强对学术规范及国际标准研究流程与方法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还要增加海外优秀人

才、资金、项目的引进。

４．各类高校应突出自身特色和专业优势，提高专业优秀率。专业是大学的基本构成单元，大学

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都是以专业为基础的。因此，优势专业和重点学科的建设是大学建

设的根本，是提高大学整体办学水平的战略措施，同时也是大学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我国一流大

学的专业优秀率较高，普遍都在６５％以上。但是重点大学的优秀率只有５２．５６％，要跻身一流大学之

列，就必须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争创国内乃至国际领先的专业。对于一般大学而言，专业的发展应

该注意如何求专求精，有所为有所不为，利用相对有限的资源发展有特色的名牌专业，集中力量，重

点发展，真正办出特色和水平。民办院校更应该明确办学宗旨，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结合地方特

色产业，培养特色专业和专业特长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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