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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杉达学院“十三五”学科建设发展规划 

 学科建设是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高等学校建设

与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为了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发展

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科建设，促进教学质量

与效益与办学特色的协调发展、教育规模与学科结构合理，将杉达学

院创建成“多科性、国际化、高水平的民办应用技术大学”，依据教

育部《国家“十二五”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上海高校本科专业达

标评估指标体系》和《上海杉达学院 2008 年-2020年发展定位规划》

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划。 

  一、“十二五”期间工作回顾 

     （一）“十二五”期间取得的主要成绩 

“十二五”期间,学校按照“与众不同，追求品质，塑造未

来”的理念，以深入实施“质量工程”建设为抓手，在人才培养、学

科定位、学科队伍、科学研究、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管理等方面都取

得较大发展。 

 1.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十二五”期间，学校以培养与造就具有中华美德、国际视野和

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

人才培养模式。5 年来，在校生人数从 1.13 万人增至 1.27万人，其

中本科生占比从 85.7%上升至 93.2%，毕业学生 14360 人，平均就业

率达 97.8%。 

学校注重专业与课程建设，精心培育优秀教学成果,取得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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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教学成果。5 年中新增本科专业 5 个，专业数达 27 个，覆盖经济

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理学、工学、艺术学、医学和教育学 9 大

学科门类；获得上海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

本科试点专业 2个、上海市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1项、上海市创新

创业实验基地 1个、上海市高校本科重点教改项目 5项、市级精品课

程 2 门、市级重点课程 28 门、市级全英语示范课 4 门、市级优秀教

材 4 本、上海市中本、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试点项目 2项等。学生在

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的获奖数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从 2011 年的 33 项

增长至 2015年的 161 项。 

２．学科专业建设初具规模 

1994年 2 月，上海杉达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正式建校,建校二十

多年来，在董事会和学院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学校始终坚持为上海与

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发展，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

中心建设服务，面向市场需求设置专业，拓展学校生存发展空间的发

展思路。2002 年 3月，获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置为普通本科高校，2005

年 8 月，经上海市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经过全院

师生的共同努力，积极建设，现有 9大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专业类）

16 个,二级学科（专业）27 个。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2012 版《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我校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理学、

管理学、文学、工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医学九大学科门类，

学科专业建设初具规模，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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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科专业分布情况 

序号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本科专业代码 本科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所属学院 

1 
经济学 

金融学类 020301K 金融学 四年 

胜祥商学院 

2 经济与贸易类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年 

3 法学 法学类 030101K 法学 四年 

4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120202 市场营销 四年 

5 120203K 会计学 四年 

6 120204 财务管理 四年 

7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050201 英语 四年 

外语学院 
8 050205 西班牙语 四年 

9 050207 日语 四年 

10 050261 翻译 四年 

11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050301 新闻学 四年 传媒学院 

12 
管理学 旅游管理类 

120901K 旅游管理 四年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3 120902 酒店管理 四年 

14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20103 工程管理 四年 

管理学院 15 
公共管理类 

120402 行政管理 四年 

16 1204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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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四年 

18 计算机类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年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年 

20 电子商务类 120801 电子商务 四年 

21 
医学 

医学技术类 101005 康复治疗学 四年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22 护理学类 101101 护理学 四年 

23 教育学 教育学类 040101 教育学 四年 

24 

艺术学 设计学类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艺术与设计学院 25 130503 环境设计 四年 

26 130504 产品设计 四年 

27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四年 时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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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校立足上海和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对接上海自贸区

创新和服务、产业结构调整、行业生产需要，及时抓住机遇，加强学

科专业建设。 

学校制定了特色的应用型学科专业布局发展规划。学校以应用型

人才培养为导向，持续推进建设应用型学科专业体系，在总结既往经

验的基础上，学校“十三五”规划深入贯彻“实施学科专业攻坚计划，

建成应用型学科专业体系”，在保持学校原有经济学类和管理学类学

科专业建设的主干学科专业的同时，强调以信息技术类与文学类专业

为支撑，以工学类与医学相关类专业为拓展，艺术学类、法学类、教

育学类与理学类专业交叉融合、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的学科专业结构。 

学校初步建成服务上海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群。学校立足自

身学科专业发展现状和上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学校确定了优先

发展和支持建设 6大专业群、积极培育 2 大专业群，最终形成依托上

海区域经济发展变革趋势、满足上海区域产业高层次需求的专业群体

系(见表 1)。 

表 1：上海杉达学院专业群发展情况表 

专业群 服务面向 已有专业 
未来可能发展专

业 
备注 

外向经

济专业

群 

上海国际贸易中

心建设 

国际商务方向：金融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法学 

 优先发展 

工商管理方向：会计学、财

务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行政管理 

审计学、人力资

源管理、工商管

理（零售管理方

向） 

支持发展 

信息技

术专业

群 

上海智慧城市建

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数据工程、传感

技术、数据安全 
优先发展 

应用语

言专业

上海国际化大都

数建设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英语、

日语、西班牙语、国际汉语
韩语、德语 支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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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教育、英语（新闻英语方向） 

健康服

务专业

群 

上海健康城市建

设 

护理学、康复治疗学、教育

学（卫生教育方向）、食品质

量与安全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监测与环

评方向） 

优先发展 

休闲生

活专业

群 

上海国际旅游城

市建设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酒店

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商务会展 支持发展 

文化创

意专业

群 

上海国际时尚之

都建设 

视觉传达、环境设计、产品

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新

闻学、新闻学（传媒经营方

向）、网络与新媒体 

数字设计、人物

形象设计、时尚

传播 

支持发展 

智能制

造专业

群 

上海绿色城市建

设 

工程管理、工程管理（智能

楼宇方向）、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科）、船舶工程技术（专

科） 

机械电子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培育发展 

航海航

空专业

群 

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 
物流管理（专科） 

通用航空服务

类、物流管理（本

科）、物流工程

（冷链方向） 

培育发展 

 

    ３.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学科基地建设特色显现 

2008年学校以上海和长三角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及科技发展为导

向，积极实施“重点、特色与需要”三层次学科专业的本科质量工程

建设。近六年来，学校获得"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和首批上海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项目;获上海市本科

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4 项，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 3 项；“金

融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实践”、“旅游虚拟实训室”被列入上海市

第四期本科教育高地建设项目；“英语语言与文化环境实验室建设”、



 7 / 14 
 

“计算机专业实验室建设”被列入上海市民办教育高地建设项目。学

校获上海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资金项目 29 项，总额超过 1 亿元，

全部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建设以及信息化、国际化、师资

队伍、安全技防等重点项目建设。目前,学校已初步建成实验室 60 个，

有效促了进学校教学改革，教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学科专业特色初

步显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依托行业合作，促进错位竞争。在培养目

标上，突出地区特点、行业特点、应用特点，在与企业长期合作和对

市场需求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不断聚焦、凝练学科方向。 

“护理学”与上海仁济医院等 4 家三甲综合性医院、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等 2 家专科医院、浦东新区金杨社区等 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签约建立临床教学基地，并聘请合作办学医院的护理部主任为临床护

理教学基地主任。实施“早临床、多临床”教学，培养学生临床护理

实践能力。学校还投入经费与上海仁济医院共建杉达—仁济危重症临

床实习基地，在医教研方面共同合作，破解医学难题。  

4. 科研成果初露端倪 

“十二五”期间，是学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实施新一轮改革发

展的重要机遇期。学校的科研工作与其他工作同步发展，与“十一五”

相比，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学术成果在增量上得到明显改进。教师

科研意识、科研积极性、科研能力得到一定程度提高。学校积极创建

科研平台、注重团队建设、大力引进学术骨干、推进激励与约束机制

的实施，广大教职员工科研积极性明显提升，科研成果初露端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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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期间获批科研项目 431项；投入科研经费 1100 万；发表学术

论文 550篇，其中核心及以上学术刊物近 200篇；出版专著 5 部；译

著 1 部，荣获校内外科研成果奖 25 项。科研工作较“十一五”上了

新的台阶，科研管理规范，制度建设健全，发展态势良好。 

   （二）“十二五”期间学科专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二五”期间我校在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建设工作中虽然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实施“质量工程”以来，我校学科专业建设的

步伐明显加快，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也存在学科整体竞争力不强，经

费投入不足，专业结构不够合理，现有专业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

能力亟待提升等问题。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点： 

１．目前学校共有 9 个学科门类，27个本科专业，其中经、管、

文等学科专业总量偏多（占比达 63%），同质类的英语、金融、财务、

会计等专业偏多；理、工、教育与医学科类专业偏少（占比仅 18.5%）；

尤其是与经济转型发展契合度高的专业较少，学科专业布局不尽合

理。首先学科、专业总体上数量偏少，多数学科门类中的学科覆盖面

又较窄，很难适应学校目前规模发展与提高办学水平的需要。其次学

科布局不尽合理，优势学科需进一步加强建设，学科之间的交叉、融

合、辐射需不断聚焦。广大教师服务社会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目前教师队伍明显不能适应学校快速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

是部分专业专任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生师比偏高；二是教师的年龄、

职称结构不合理。部分专业中教师队伍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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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岁左右的中年教师只占 15%左右，学科梯队难以形成；有的专业教

师高级职称比例偏低，发展不平衡；三是部分学科缺乏年龄、知识结

构合理的学科带头人。四是教学、研究团队建设刚刚起步，成效尚未

显现；五是双师素质教师数量不足；教师队伍中具有行业工作经历和

取得（行业）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比例偏低，只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14.1%。 

  二、“十三五”期间学科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与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精神和国家、上海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要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发

展。上海杉达学院现有学科门类 9 个，即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

学、理学、工学、艺术学、医学和教育学，覆盖专业 27 个。“十二

五”期间，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积极

探索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教学、科研稳步上升，实现了多项“零”

的突破，顺利通过教育部教学合格评估。“十三五”是学校实现跨越

式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建设，争取在“十三五”期末，学校

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成效明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得

到行业和社会认可，国际化教育程度凸现，部分学科在同类高校中位

于先进水平，若干个学科在某些领域位于同行前列，在办学层次上有

所突破，争取获批硕士专业学位点 2—3 个。 

  （二）主要目标 

根据学校将上海杉达学院建成为“多科性、国际化、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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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应用技术大学的总体目标，结合学校学科和专业实际，主动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着重抓好上海市级与校级重点学科培育与建设，

使之形成强势和主导的学科，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优势学科和专业群，

增强我校的核心竞争力。 

依托现有学科专业，以交叉融合、工科优先和培育特色为原则，

发展 10 至 12 个新专业，使本科专业数达到 37 至 39个；以“扶强、

扶特、扶需”为路径，建设民办高等教育的“高原”、“高峰”学科，

申报 2 至 3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最终形成以经济学类与管理学类专业

为主干，信息技术类与文学类专业为支撑，工学类与医学相关类专业

为拓展，艺术学类、法学类、教育学类与理学类专业交叉融合、协调

发展、合理布局的学科专业结构。 

    办学定位：以应用型本科教育为主体，以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与留学生教育为拓展，以高职教育与继续教育为辅助，纳入国家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服务上海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 

    人才培养规格：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把学生培养成

为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专业技术与综合实践能

力、职业生涯发展潜力，拥有中华美德、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符合

上海区域经济行（企）业一线需要的技术、管理与社会服务领域的高

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 

  （三）具体指标 

    1．办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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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校发展的总目标，本科专业布局结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特

别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求。坚持质量为本、适度规模、稳步扩展

的原则，“十三五”时期，学校在校生规模稳定在 16000 人左右，其

中本科生约 14000 人、高职生约 1200 人，留学生约 500 人，专业硕

士生约 100 人。 

  2．学科专业建设 

“十三五”期间，本科专业数控制在 37～39 个，一级学科总数

控制在 20 个左右；稳定发展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

专业规模，积极发展工学、教育学、医学等专业规模，控制发展法学、

理学等专业规模。建成 8～10个市级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和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建成 3～5 个职业人才培养“立交桥”试点专业，申报 10～

12 个本科专业。在学科建设基础上，遴选一批校级重点学科，通过

优势学科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体学科建设，力争获批 2至 3 个专业硕

士学位点，实现零突破。 

3．团队建设 

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和教学团队是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基本保

障。注重高水平学科、学术带头人的引进。通过引进和培养并举，加

速建设一支由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带领的专兼职结合、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充分利用学校多学科

并存的综合优势，创新体制机制，形成引进人才学科归类明晰、各学

科间协调性好、人才培养效率高的局面。  

4.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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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企（行业、政府、校际）合作、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体制与

运行机制创新为保证，以重点学科、科研（研发）团队建设为核心；

以科研项目为载体，构筑面向社会服务的科研平台，不断加大应用性

研究的力度，深化服务社会的理念，全面提升科研整体水平，发挥科

研在大学办学中的先导和纽带作用。 

                                                                                                                                                                                                                                                                                                                                                                                                                                                                                                                                                                                  

三、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的主要任务与具体举措 

    1.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形成具有学校特色

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强力推进，创新突破，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紧密对接产业和行业需求设置专业。 

人才培养规格与产业行业发展用人需求无缝对接；培养链与产业

链对接；校企共同组建人才培养和实践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组建二

级学院；重构课程体系。 

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行业（企业） 融

合发展，协同育人，校企行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共同完善培养

方案，共同构建课程体系，共同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共同组建专业教

学团队，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 

深入研究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

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以护理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翻译等专业为载体，开展联合培养

研究生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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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研平台建设 

深化校企合作，依托不同专业特色，重点建设 6—8 个科研机构，

孵化培育一批科研团队，在科研与社会服务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十

三五”期间拟组建的研究中心包括护理人才培养研究中心（国际医学

技术学院）、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研究中心（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国际商务法律研究中心（商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研究中心（管理

学院）、时尚艺术设计研发中心（艺术设计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研究

中心（传媒学院）、旅游经济与文化研发中心（旅游酒店管理学院）、

村上春树与中国研究中心（外语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公

共教育学院）、卫生教育人才培养研究中心（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服

务外包人才培养研究中心（服务外包学院）。 

3.重点学科建设 

 按照突出重点兼顾均衡的原则，积极推进校级重点学科建设，重

点培育一批具有较好发展前景、对接社会发展需求和为高原学科提供

重要支撑的潜力学科，以提升学校学科的整体水平。学校每年拿出

50 万左右经费用于扶持校级重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连续建设 4年；

并在引进学科带头人方面给予一定的柔性政策。鼓励与相关高校联合

培养研究生。通过建设，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与结构，拓展优势学科

数目及领域，建立与学校发展目标定位相适应的高水平学科体系，整

体提升学科层次与水平。 

上海杉达学院“十三五”硕士专业学位点结构布局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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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位点名称 学位点代号 对应学校专业群 对应学科类别 

1 应用经济学 0202 国际商务 经济类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 信息技术 工程类 

3 护理 1011 医学技术 医学类 

 

4.科研创新团队建设 

在科研机构和重点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十三五期间，学校将进一

步实施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为加快青年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科研水

平、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创造条件，学校每年资助一定经费给予扶持。 

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学校的学科建设力争在“十三五”实现

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