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 
教高函〔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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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和 2008 年度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

要求，在有关学校和单位推荐基础上，经研究，现批准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等 691 个专业点

为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见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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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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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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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任务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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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

教〔2007〕37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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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 
         
 

教育部     财政部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1. 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xls    
 



附件：

项目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备注

TS10591 北京大学 汉语言文学

TS10592 北京大学 世界历史

TS10593 北京大学 考古学

TS10594 北京大学 预防医学

TS10595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学

TS10596 中国人民大学 统计学

TS10597 中国人民大学 档案学

TS10598 北京联合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TS1Z118 北京联合大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经费自筹

TS10599 中华女子学院 学前教育

TS10600 清华大学 英语

TS10601 清华大学 物理学

TS10602 清华大学 车辆工程

TS10603 清华大学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TS10604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TS1Z119 北京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经费自筹

TS10605 北京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TS106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TS10607 北京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TS1Z120 北京理工大学 信息对抗技术 经费自筹

TS10608 北京科技大学 矿物资源工程

TS10609 北方工业大学 自动化

TS10610 北京化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TS1Z121 北京化工大学 生物工程 经费自筹

TS10611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TS1061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车辆工程

TS10613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TS10614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 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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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备注

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

TS1Z13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软件工程 经费自筹

TS10720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TS10721 大连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TS10722 大连海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TS1Z134 大连海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经费自筹

TS10723 大连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TS10724 沈阳建筑大学 土木工程

TS10725 辽宁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TS10726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工业设计

TS10727 沈阳化工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TS10728 沈阳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TS10729 大连水产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TS10730 中国医科大学 法医学

TS10731 大连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

TS10732 沈阳药科大学 制药工程

TS10733 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TS10734 辽宁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TS1Z135 辽宁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经费自筹

TS10735 大连外国语学院 日语

TS10736 东北财经大学 财政学

TS10737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刑事科学技术

TS10738 沈阳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TS10739 大连民族学院 日语

TS10740 吉林大学 汉语言文学

TS10741 吉林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TS10742 吉林大学 物理学

TS10743 吉林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

TS10744 吉林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TS1Z136 吉林大学 制药工程 经费自筹



所属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教师姓名 排序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朱蓓薇 1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朱靖博 2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孔繁东 3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王际辉 4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侯红漫 5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牟光庆 6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农绍庄 7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钱方 8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芦明春 9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张彧 10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叶淑红 11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孙浩 12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董秀萍 13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杨静峰 14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孙黎明 15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周大勇 16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点 王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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