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第二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 

教高函[2007]3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

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财务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

〔 2007 〕1 号）的总体安排，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了“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推
荐工作，在有关学校和单位推荐基础上，经研究，现批准北京大学哲学等 707 个专业点为第

二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见附件 1），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设高等学校特色专业是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出专业特色的

重要措施。项目承担学校和项目负责人要充分认识项目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特色专业点建

设工作，大力加强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紧密结合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推进专业建设，切实为同类型高校相关专业和

本校的专业建设和改革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央有关部门（单位）要

负责指导、检查、监督所属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的建设工作。在建设过程中，有关

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至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要填写《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任务书》（见附件 2，
以下简称《任务书》），并报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项目承担单位按照《任务书》

开展建设工作。     

  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管理按照《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教高〔2007〕14 号）执行。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任务书》进

行检查和验收。 

  项目资助经费按照每个建设点 20 万元的标准拨付，超出资助经费的部分由学校配套解

决。项目经费管理按照《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经费管理办法》（另发）执

行。有关单位和学校要落实经费自筹建设点的经费。 

  三、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承担学校应在学校网站设立专栏，对外公布项目的建

设内容、实施方案和进展程度等相关信息，加强有关建设成果的宣传推广，充分发挥项目的

示范作用。 

  四、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承担学校于 2008 年 2 月 22 日前，将《任务书》一式

三份函寄至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综合处。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5 号，邮编：

100816。同时发送电子文档至 gjszhc@moe.edu.cn。联系人：胡坚达、李智，联系电话

010-66097850，010-6609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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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项目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备注

TS10001 北京大学 哲学

TS10002 北京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TS10003 北京大学 化学

TS10004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TS10005 北京大学 药学

TS10006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TS1Z001 北京大学 保险 经费自筹

TS1Z002 北京大学 城市管理 经费自筹

TS10007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

TS10008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

TS10009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

TS10010 清华大学 化学

TS10011 清华大学 自动化

TS10012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TS10013 清华大学 能源动力系统及自动化

TS10014 清华大学 建筑学

TS10015 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

TS1Z003 清华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经费自筹

TS1Z004 清华大学 工程管理 经费自筹

TS10016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

TS10017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TS1Z005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学 经费自筹

TS10018 北京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第二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



项目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备注

第二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

TS10142 东北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TS1Z027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经费自筹

TS10143 辽宁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TS1014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测绘工程

TS10145 大连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TS10146 大连海事大学 航海技术

TS10147 大连海事大学 轮机工程

TS10148 大连工业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TS10149 沈阳建筑大学 建筑学

TS10150 辽宁工业大学 车辆工程

TS10151 中国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TS10152 大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TS10153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

TS10154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

TS10155 沈阳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TS10156 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

TS10157 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TS10158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飞行器动力工程

TS1Z028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飞行器制造工程 经费自筹

TS10159 沈阳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TS10160 大连水产学院 水产养殖学

TS10161 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TS10162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侦查学

TS10163 大连民族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所属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教师姓名 排序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钱晓农 1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潘力 2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于树连 3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王秀彦 4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霍云福 5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周长连 6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尚占 7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郑辉 8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于佐君 9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王勇 10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赵鹤 11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王翮 12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陈晓玫 13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丁玮 14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孙越 15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刘旭 16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许阳 17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王军 18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王伟珍 19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石海亮 20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刘海丽 21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冯璐 22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穆芸 23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宋鸽 24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傅磊 25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林慧 26
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周常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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