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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obvious deficiencies and gaps between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ges in
school-running quality.Based on the national "double first-class" policy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rst-class specialty guarantee system for independent colleg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we need to make up for their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majors" , such as the lack of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the single
source of funding, the small-scale poor quality of their teaching staff, and the weak capacity of their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it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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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独立学院在办学质量上与公办、民办院校存在明显不足和差距，本文立足国家“双一流”政策大背景，
探索构建独立学院一流专业保障体系，补齐其在“一流专业”建设上学科专业特色不鲜明、经费来源
单一、师资队伍规模小质量差、教科研发展能力较弱的短板，对于提升独立学院综合实力，推进其转
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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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15 年，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决定
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2016 年，陕西
省以“双一流”建设方案为契机，提出我省高校“四个
一流”建设规划，该举措是我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
大战略性活动，亦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
国迈进的重要方略。独立学院如何借助当前中省高等教
育“一流专业”建设利好形势，探索和建立起符合该类
院校的“一流专业”建设保障体系，对于提高其学科专
业水平、教学质量、推进院校内涵式发展，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2.核心概念

2.1 一流专业建设内涵
“一流专业”是我国“双一流”政策历史大背景下
的衍生概念。一流专业建设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现代
化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高等院校专业自身内涵建
设的内在需求。一流专业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在“服务国
家、区域发展战略需求，服务高等教育、一流本科教育
发展实际，以及符合高等院校办学定位与目标”的基础
上，培养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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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流专业建设主要内容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建设“一流大学、一
流学科，一流学院、一流专业”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
本文将“一流专业”建设内容分为 8 大部分，分别为生
源与就业、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学习成果、课程与教
材、师资队伍、经费与条件、产学研合作、质量保障与
特色。

3.独立学院“一流专业”建设主要困境
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具有公有民办特
性的办学模式，由于其发展历史不长，配套政策、法规
不完善，与母体学校专业同质化现象等原因，独立学院
在一流专业建设中面临了专业建设特色不鲜明、办学经
费来源单一、师资队伍发展不足、教师成果不显等现实
困境。

3.1 学科专业特色不鲜明

临的主要问题。

3.4 科研成果较少，开展科研动力不足
师资队伍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学术水平、教
育教学能力的高低，而教师教科研成果数量与质量则是
高校衡量教师队伍水平的核心指标。独立学院普遍面临
教师教科研成果较少，后续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由来已
久。究其原因，一方面，独立学院教科研制度不完善，
缺乏一定的激励机制，且其整体吸引高水平教师能力较
弱，自有专职教师队伍以硕士学历、中低职称的年轻教
师为主，教科研实力无法和公办、民办院校教师相比；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导向及科研支持力度等原因，
使得独立学院的科研资源也远不及公办、民办院校，如
何通过搭建教科研研究平台，也是独立学院一流专业保
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研究内容。

4.“一流专业”保障体系建设思路

独立学院这种独创的办学模式至今已有近 30 年发展
历史，但与公办、民办院校相比，独立学院办学时间仍
然很短，社会声誉积累少，其办学的最大特点是借助母
体大学的办学资源，因此不可避免的在专业设置、师资
聘用、教学设施方面复制母体高校的模式，缺乏自身品
牌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创新，学科专业特色不鲜明。

通过对于独立学院综合竞争力及内外部竞争环境分
析，可以看出目前独立学院建设省级甚至是国家级一流
专业还是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如何针对独立学院一流
专业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有效搭建一流专业保
障体系建设平台，补齐其发展短板，是本文开展研究的
切入点。独立学院一流专业保障体系包含了支持系统和
监督评价系统。

3.2 经费来源单一

4.1“一流专业”建设支持系统

独立学院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按教育成
本的学费收入，二是向社会筹集资金，三是向银行申请
的贷款。但由于国家对于独立学院经费资助体制欠缺等
原因，目前独立学院经费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来源于学
生学费收入，而公办、民办院校除学费收入外还有政府
财政拨款、社会捐款、银行贷款等，虽然现阶段独立学
院教育经费比以前有所增长，但其增幅仍远低于公办、
民办教育主体，无法满足当前独立学院一流专业建设的
现实需求。

支持系统是一流专业保障体系建设的主体框架，是
一流专业建设工作良性循环的前提和基础，主要包括制
度、组织、人员、经费四部分。
（1）制度建设。加强学院高层组织领导，为一流
专业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配套支持，进一步更新完
善师资队伍、教科研成果、课程教材、校企合作基地、
经费投入、学生管理等配套制度，并制定《一流专业专
项管理办法》，理顺一流专业建设前期、中期、后期工
作程序，保证一流专业各项建设内容有专人管理、组织
顺畅、标准明确、管理有序。
（2）组织框架。学校成立一流专业建设领导小组，
下设专门管理办公室，负责一流专业建设项目从申报评
估到考核验收的过程管理与资源协调配置。建立“校院”
两级组织管理机制，学校校长或主管教学副校长“把方
向”，负责制定一流专业建设的办学定位、特色及宏观
决策，二级学院院长为第一负责人，负责组建一流专业
学术团队，制定和实施一流专业总体和年度建设计划、
任务、目标。
（3）人员管理。一方面，配置专职工作人员，加强
高校一流专业过程监督管理，确保责任到人，保证建设
效果；另一方面，针对独立学院人才建设短板，特聘请
校内校外资深学者、专家教授、行业名师等组建起学术

3.3 师资队伍的规模与质量发展不足
独立学院师资队伍的构成主要分为专职自有教师、专
任教师（兼职满两年及以上的教师）、兼职教师，而由
于缺乏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各项资源相对匮乏，独立学
院师资队伍普遍面临专职教师偏少，专任教师流动性大，
师资队伍尤其是专职教师的规模与质量发展不足的难
题。尤其对于以艺术类学科专业为核心的高校来说，其
师资引进渠道主要依靠高校内部自己培养，而培养高水
平艺术类专职教师的周期长，成本高，高水平师资缺乏
也是当前高校艺术类院校开展“一流专业”建设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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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团队，为一流专业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4）经费支持。确立一流专业建设专项资金，纳入
高校年度预算管理，专款专用，为“一流专业”建设发
展和正常运转提供保障。建立一流专业建设经费预算决
算制度，明确经费使用范畴及标准，严格按照国家一流
专业建设有关规定，分年度分批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并
向重点项目、重点支持专业倾斜。

业需求，加强与社会、企业、市场合作力度，最大程度
发挥高校人才的学术资源优势，积极推动教科研成果推
广转化，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深化校企合作育人模式，
促进区域、地方经济发展与独立学院一流专业建设良性
[4]
互动的状态 。

4.2“一流专业”建设监督评价系统

解决独立学院自有教师数量和质量的问题，主要要
让专职教师“留的住、有发展、有保障”。首先，立足
自身办学优势，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市场需求，选准
办学专业方向，围绕学科和专业制定人才引进计划，人
才引进像重点、优势及有发展潜力的学科专业倾斜；其
次，控制自有教师、兼职教师比例，逐步建立以自有教
师为主，兼职教师为辅稳定的自由教师队伍；第三，制
定高级人才引进招聘计划，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培养力度；
第四，健全师资培养机制，从晋升空间、薪资待遇、成
长发展等方面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最后，要
健全完善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科研管理、产学研合作
方面的运行机制建设，活跃独立学院教科研活动氛围。
建立教科研活动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独立学院各项教
科研活动向纵深发展，提升教师开展教科研活动的积极
性科研向纵深发展。

监督评价系统是“一流专业”建设质量和效果的重
要手段，主要包括专业建设前期、中期、后期各环节的
监督评价模块。前期评估与监督主要涉及专业自身建设
现状评价与“一流专业”建设规划设计；中期检查与监
督主要涉及专业建设中期成效、建设进度、建设成果、
建设经费等的监督；后期评估主要涉及专业建设结项报
告、成果展示及专家评议等内容。

5.独立学院一流专业保障体系重点工作方向

5.1 立足转型发展契机明确定位与方向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鼓励具
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这一重大决策
是党中央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对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迫
切要求，也是高等院校谋求多元化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1]
。作为与母体大学学科专业设置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的
独立学院来说，需抓紧我国关于“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向
应用型转变”的发展机遇，围绕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
“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实现与母体大学错位发
展的目标，提升自身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2]
为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 。

5.2 加强经费使用过程管理与监督
独立学院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因考虑到科研投入
和产出有可能存在的不完全对等性，更加保守于科研经
[3]
费的足额投入 。因此，一流专业保障体系需重点监督专
业建设经费的使用效果，确保将有限资金利用效率发挥
到最大，做到一流专业经费使用前有经费投入预算，项
目中期有经费审核检查，项目建设结项有经费使用效果
评价，确保经费投入后在教师科研成果产出、学生培养
质量方面起到真正实效。

5.3 探索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独立学院一流专业建设工作不能仅仅依赖政府拨款
投入，更不能止步于目前单一依靠学生学费收入的教学
经费，而应积极拓展经费筹措渠道。充分立足市场与企

5.4 优化师资队伍数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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