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2021年度

实施情况自评报告

一、总体情况

学校积极贯彻落实全省高校“双一流”建设推进会议精

神，加快学校“双一流”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学

校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整体水平，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等八部门《新时代基础教

育强师计划》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方案》，2021 年在实施《沈阳师范

大学关于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全面提升学校内涵式发展

水平的实施意见》基础上，学校又印发了《沈阳师范大学“十

四五”发展规划（2021-2025）》，推动“双一流”建设目标

举措落实落地，切实推进学校事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依据《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管

理办法（试行)》（辽教发〔2020〕5 号）和《沈阳师范大学

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与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沈师

大校〔2020〕72 号），学校启动了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遴选申报工作，经项目申报人积极论证、学科建设单位认真

推荐、学校组织专家严格评审，结合建设项目的轻重缓急，

确立了 2022 年拟启动的项目库建设名单，为学科持续冲击



国家级人才、国家重大项目、国家一流课程、国家级成果奖

打下坚实基础。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关于 2021 年“双一流”

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

（辽教电〔2021〕104 号），针对我校“双一流”建设专项

资金预算执行率偏低的情况，及时召开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负责人线上联席会议，部署我校“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预

算执行工作安排，强力督导项目成果产出和资金使用进度，

如期完成“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年度预算执行计划。

2021 年度学校内涵建设工作实现重大突破，学校获得“双

一流”建设专项经费 821 万元，投入 697.2 万元用于学校内

涵发展建设，新增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7 个、国家一流课程

1 门，获批与爱尔兰都柏林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获批新建乌克兰捷尔诺波尔国立师范大学

孔子学院，全年获批科研经费 6766.6 万元，创历史新高。

化学工程与技术一流学科全职引进国家级人才“千人计划”

入选者，并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集成重大项目；教育

学学科获批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实现国家级科研

平台的重大突破，在全省一流学科年度绩效考核中获优秀成

绩，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10 项，居东北高校第一位，全国

高校第三位。

二、建设任务进展情况

（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1.思政建设。学校党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建设，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学校领导班

子成员讲授思政课 29 次，中层领导干部讲授思政课 220 余

次；以建党百年和建校 70 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爱党爱国、

爱校荣校教育；落实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学校获评辽宁省“三全育人”示范高校和全

国优秀易班共建高校。

2.本科教学。新增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7 个，国家一流

专业建设点累计达到 15 个；新增省一流专业建设点 7个,省

一流专业建设点累计达到 16 个；新增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

专业 10 个，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累计达到 31 个。学校

国家一流专业、省一流专业建设点超过招生专业一半以上，

并实现各个学院全覆盖。新增国家一流课程 1 门，国家一流

课程累计达到 6 门；入选教育部教指委委员 3 人；获评文化

和旅游部“百名优秀戏曲专业教师”5 人；获评省教学名师

奖 4人；获评省级教改项目 114 项，居全省高校第二位；省

高校教师教学竞赛获奖 14 人，其中特等奖 1人。汉语言文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思想政治教育 3 个专业高质量通过二

级认证；教育技术学、物理学 2 个专业顺利通过专家进校考

查；化学、生物科学 2 个专业完成认证材料上传工作；学前

教育、小学教育、英语 3 个专业完成阶段性整改工作。建成

了并已投入使用高标准、现代化的教师职业技能实训中心，



遴选教学观摩课程 20 门，评选优秀教案 10 份；17 门课程开

展挂牌授课，5 门课程实行免听、免修、免试制度。

3.研究生培养。学校统筹推进研究生教育工作，共录取

硕士研究生 1359 人，获批推免生名额 134 个，均创历史新

高；2021 届毕业研究生年终就业率为 96 %，省内就业率为

75%，考取博士研究生 19 人；高质量完成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考点建设工作，2902 名考生顺利在校内参加考试。新

增硕士研究生导师 135 名；获批研究生校际联合培养项目 3

项；获批辽宁省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 个；获批辽

宁省首批教育类研究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工作试点单位；启

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和教学案例库建设工

作。

（二）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1.师德师风。建成师德教育在线学习中心，召开庆祝第

37 个教师节大会，表彰“我心目中的好老师”20 人、从教

三十年教师 52 人、荣休教师 50 人，获评辽宁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 1人。

2.高层次人才。全职引进国家级人才“千人计划”入选

者 1人，实现我校国家级人才的新突破；柔性引进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各 1 人；入选沈阳市人才项目 84 人（其

中杰出人才 1 人、领军人才 10 人、拔尖人才 73 人）；引进



高水平博士教师 29 人，专任教师博士比达到 42%；选派 71

名教师赴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访学进修、攻读博士学位；

遴选第二批“百人计划”人选 33 人，学校“百人计划”人

选达到 79 人。

3.人事制度。根据上级最新文件精神，制定、修订高层

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编制管理办法、岗位管理办法、绩

效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 10 余项，完成教学单位和教职工年

度绩效考核工作。

（三）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1.科研项目。获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509 项，科研经费

6766.6 万元。获批纵向科研项目 420 项，经费 2118.1 万元，

其中，国家级项目 42 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7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 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10 项，

其它国家级项目 11项；获批横向科研项目 89项，经费 4648.5

万元，其中，研发经费超过 100 万元的横向科研项目达到 10

项，横向科研项目数、经费数均创历史新高。

2.科研成果。获批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奖励 29 项。其中，

获批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 项，位列辽宁高

校第一位；教师全年发表学术论文 1498 篇，其中 SCI 检索论

文 136 篇，EI 检索论文 21 篇，CSSCI 收录论文 81 篇；出版

学术著作 51 部。学校年度奖励科研成果 314 项，奖励金额

400 余万元。



3.社会服务。获批国家、省、市科研平台 16 个，特别

是获批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实现了我校国家级科

研平台的重大突破；57 项咨政建议获国家、省、市级领导批

示或被有关部门采纳，申请国家专利 69 项，授权国家专利

26 项。

（四）国际合作交流

1.对外交流合作。获批新建乌克兰捷尔诺波尔国立师范

大学孔子学院，稳步推进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和黎巴嫩贝

鲁特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工作。获批与爱尔兰都柏林商学

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莫斯科国立

体育与旅游大学等 4 所海外高校签署校际合作协议，与巴基

斯坦巴哈丁扎卡里亚大学合作举办网络中文课堂项目获教

育部语合中心授牌，获批教育部语合中心黎巴嫩、约旦国际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获批教育部语合中心研究项目 27 项，

获批经费 648 万元。

2.留学生招生。通过辽宁省来华留学工作示范高校终期

验收，荣获 2021 年度辽宁省来华留学生教育先进单位，全

年招收来自 38 个国家的长短期留学生 680 人。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学科整体建设水平亟待提升。学校尚未获得博士学位

授权，作为以文科为主的师范院校，与理工科院校相比，服

务辽宁振兴发展的短期显示度、直接贡献度不够显著，在全



省博士单位建设布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学校距离博士授予单

位申请条件有较大差距，学校经费支持内涵发展能力不足。

2.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模式有待优化。专业优化改造力

度还不大，发展还不够平衡，人才培养体系有待贯通，学生

创新实践能力有待提高，学校国际化办学优势未能转化为人

才培养的优势，课程建设中批判性思维、挑战精神和核心价

值观培养的有效手段还不够，国家级、省部级精品教材建设

进程亟待加快，现有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式、学生管理服

务方式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大学生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主性有待充分调动。

3.学术创新与服务行业能力有待强化。学校科研总体上

还处于职称驱动状态，尚未突破跟踪型科学研究惯性思维，

科技创新对区域产业的引领性作用不明显，在区域创新驱动

发展的话语权不足，重大攻关项目承载能力还不强。国家科

研平台、国家科技奖项尚待突破，国家科研项目数量明显偏

少，科研经费数量明显偏少。

4.教师队伍高端人才与骨干人才缺乏。教师队伍整体水

平不均衡，师资队伍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学术团

队建设薄弱，学科带头人年龄偏大，学科带头人“一夫当关、

一枝独秀”状态依然存在，学科高层次人才、骨干人才接续

建设乏力，青年学术骨干人才缺乏，厚度不够。活跃在国家、

区域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和学术前沿领域的国家级人才缺乏，

国家级创新团队、教学团队尚待突破，高层次人才引领效应



尚待充分体现。优秀人才的发现、聘用、培养以及与重点建

设学科方向、重点专业结合不够紧密，发展潜力尚待激发。

对学校事业起关键支撑、引领、“压舱石”作用的骨干人才、

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的稳定、培养和激励机制亟待建立和

完善。

四、下一步重点举措

一是统筹推进学校“十四五”规划与“双一流”建设，

全力推进学校内涵建设持续实现重大突破；二是要优化学科

布局，完善建设方案，推动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三是要全

面构建一流本科教育新格局，加强一流专业、一流课程、一

流教学建设，实现高质量招生和就业；四是要持续深化研究

生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规范管理，加强学位点和课程建设；

五是要推进科学研究持续实现重大突破，不断提升项目、平

台、成果层次；六是要打造教师教育优势，提升服务基础教

育水平；七是要全力构建人才队伍建设新高地，强化师德师

风，做好教师引育培养工作；八是要大力提升教育国际化水

平，做好孔子学院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联系人：李守信 联系电话：13898806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