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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ly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need to optimize the profession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hey should eliminate the backwardness 
major and exploit the advantages of dominant discipline; butt the modern industry, build new 
specialties, strengthen the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new engineering, new liberal arts and new 
medicine; establish a characteristic professional college with enterprises and establish professional 
community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structure, the newly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should set up a diversifie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guidance committee, built a database of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and carry out the 
professional survey and the new professional insp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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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产教融合视阈下，新建本科高校优化专业结构要淘汰落后同质专业，发挥优势学

科的作用；对接现代产业，建设新兴专业，加强新农科、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建设；校

企协同建立特色专业学院，校校联合建立专业共同体；开展微专业建设。为保障专业结构的

优化调整，新建本科高校应该建立多元化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校企协同建立人才供需数

据库；开展专业普查及新设专业检查。 

1．引言 

专业结构反映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劳动力分工、产业结构等，集中地体现了社

会对人才的种类、规格、知识、能力、素质等各个方面的要求。2017年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

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1]。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呈现新

的特点，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战略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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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产业不断出现，成为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产教融合以及我国经济新形式、新业态、

新模式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新建本科高校必须进行专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发展社

会急需的专业，淘汰同质落后专业，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及区域经济。 

2．新建本科高校专业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新建本科高校专业结构现状 

2.1.1 各学科呈现增长趋势，但出现不均衡状态 

从我国新建本科高校专业设置的总体趋势来看，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十一五”期间，

新建本科高校的新设专业数量先降后升，“十二五”期间，新建本科高校新设专业的数量先

是呈现加速增长，之后再次回落，但整体处于较高的水平。2000年，我国新建本科高校的新

设专业数量为56个，2005年增长到856个，2013年达到1156个。与此同时，不同的学科呈现不

均衡的增长状态，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工科类专业，由2009年的1041个增加到2014年的1763
个，增幅达到69.4%，平均每年增加144个；其次是管理类专业，由2009年的546个增加到2014
年的821个，增幅达到49.5%，平均每年增加54个；而哲学、历史等专业的增幅相对较小[2]。 

2.1.2 逐步形成了相对合理的专业格局 

新建本科高校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紧密对接产业链布

局，深化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逐步形成了以工科、管理、艺术为主的专业格局。2015年，新

建本科高校专业布点中，工科类专业的布点最多，在专业总数中所占比重为30.5%；其次是管

理类专业，专业数占专业布点总数的比例为18%，艺术类专业数量占比排名第三，占专业布点

总数的13.3%。而社会需求量较少的专业哲学布点数量为0，历史学所占比重也较低。 

2.1.3 专业建设的社会认可度较高 

由于新建本科高校针对社会需求进行专业设置，所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上获得了较高的评

价和认可。2015年，新建本科高校的就业率达到89.5%，高于普通老本科高校88.8%的就业率

水平。从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新建本科高校66.7%的毕业生进入企业工作，所占比重较高。

这两个数据充分说明了新建本科高校的专业建设的社会认可度较高。 

2.2  新建本科高校专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2.2.1 新设专业所占比重较高 

2015年，338所新建本科高校专业数量达到9593个，校均专业数量为28.4，其中新设本科

专业数量达到4418个，占新建高校全部本科专业数量的46.1%。新建专业所占比重高导致学科

资源分散，不利于专业内涵建设。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新建本

科高校在进行专业设置时缺乏足够的调研和论证，在师资、实验仪器设备、实习基地、图书

资料等各种教学资源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就开始招生；二是部分新建本科高校的定位不明确，

仍然定位为综合型大学，在专业设置方面追求数量，忽略了专业特色以及内涵建设。 

2.2.2 各高校之间专业同质化严重，缺乏特色 

新建本科高校在新设专业时更加倾向于投入低、办学难度小的文科性专业，例如管理、

艺术等学科，这导致新建本科高校的专业结构中，工学所占比重严重低于普通老本科高校、

独立学院、985高校、211高校。2015年，全国高校本科专业结构中，工科所占比重为31.5%，
而新建本科高校只有29.2%；管理学、文学、艺术学、教育学等投资较小、办学难度相对较低

的专业比重严重高于全国高校平均水平。从专业在校生规模来看，新建本科高校的专业在校

生规模为335.5，高于全国322.1的水平，说明新建本科高校的专业招生规模总体偏高。 

2.2.3 专业布局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较低 

从就业情况来看，我国新建本科高校的专业结构布局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

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2015年新建本科高校在校生最多的20个专业分别是会计学、财务管理、

英语、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汉语言文学、国际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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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环境设计、电器工程及其自动化、视觉传达设计、市场营销、学前教育、电子信息工

程、法学、音乐学、工商管理、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学、软件工程。其中汉语言文学、法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等专业的就业率低于平均就业率水平。这说明一些新建本科高校的专业

设置仍然沿用传统的以学科自身内在逻辑为依据，缺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考虑，所培养的学

生与社会需求不匹配。 

3．新建本科高校专业结构优化策略 

产教融合视阈下，新建本科高校必须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与布局，以服务国家战略与区

域经济为宗旨，遵循需求导向、前瞻性原则、宏观调控以及资源整合等原则，根据国家及区

域经济发展需要，结合高校自身的定位、发展特色、教学资源、专业结构现状等因素，进行

专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1  淘汰落后同质专业，发挥优势学科作用 

3.1.1 淘汰落后同质专业 

落后同质专业是指社会需求量少，就业率较低或转出率较高的专业。对落后同质专业的

调整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高校内部的同质专业进行合并整合，优化学科布局，明确

学科建设的主体和责任。高校要注意在调整优化过程中需要逐一与学科建设单位进行对话，

聘请相关专家对各个专业进行评议，分区域、分层次地提交专家咨询组进行讨论，逐一提出

优化和调整思路，经学术委员会辩论通过之后，再进行实际的执行。二是结合区域经济发展

现状，确定现在及未来需求量逐渐减少的专业。对于连续多年就业率较低，又缺乏特色的问

题专业采取逐渐缩减直至淘汰策略。 

3.1.2 发挥优势学科的作用，形成特色专业 

新建本科高校的专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需要依托原有优势专业，发展急需专业。对于优势

学科，新建本科高校主要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首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优势学科的优势，

形成专业尖峰。由于优势学科专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和丰富的资源，因此，新建本

科高校应该采取措施进一步向高端、前沿的专业方向发展，尤其是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

实现自主创新，引领行业的发展，为区域或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其次，注意优势

专业与新建专业的协调发展。优势学科专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同时也存在着从萌

芽、成长、成熟到衰退的过程。新建本科高校必须注意适度拓展专业适应面，借助优势专业，

发展交叉专业，探索新的专业方向，在跨学科的交叉、融合过程中探索形成新的优势和特色。 

3.2  对接现代产业，建设新兴专业 

产教融合视阈下，新建本科高校需要结合我国现代产业发展的需求，加快经济发展急需

的新兴交叉学科建设，通过专业升级、专业改造等方式形成面向现代产业的专业集群。 

3.2.1 对接现代农业要求，加强新农科建设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以及农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将成为必然。未来我国

农业发展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发展生态

友好型农业，提升农业技术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具有农学优势的新建

本科高校应该加快加强新农科建设，积极发展农业应用学科以及农业交叉学科，例如经济管

理与农业交叉的学科，信息化与农业交叉的学科，机械设计与农业交叉的学科等。与此同时，

结合当地农业的特点，培养能够综合运用相关专业知识解决区域农业发展问题的创新型、复

合型、应用型农业人才。 

3.2.2 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新工科建设 

近几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我国政府提

出以创新、壮大、引领为核心，紧密结合“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坚持创新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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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我国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3]。

新建本科高校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新工科

建设。新建本科高校要充分利用新工科建设的契机，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原有的工科专

业进行转型升级，发展新兴学科。新建本科高校要加强先进制造以及基础制造相关的专业建

设，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相关的应用型人才；加强工程专业认证，提升工科专业的水平，培

养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打破专业及学科限制，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学科的建设，

服务社会大数据战略的发展。 

3.2.3 对接第三产业，加强新文科、新医科建设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对现代服务业相关的人才需

求量不断增加，比如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等方面的人才需求数量将会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对第三产业人才相关专业的人才质量要求也不断提升。新建本科高校要对接区域

第三产业的需求，加强文理交叉学科建设，培养具有创意意识，具有文理综合能力的应用人

才。具体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相关的专业建设，例如电子商务、现代

物流、金融、法律、旅游等相关的专业建设；适应现代医疗服务业发展要求，积极培养儿科、

全科等医学人才，在医疗资源短缺的地区，有条件的高校要开设儿科本科专业建设。 

3.3  多元协同，开展专业建设 

3.3.1 校企协同，共建产业学院 

产教融合视阈下，为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新建本科高校可以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

依托企业优势资源在校内共建特色产业学院。特色产业学院是指以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为目

标，依托高校建立的具有健全的独立运行机制，服务于某个行业企业的新型办学机构[4]。产

业学院具有如下特征：从设立本质来看，产业学院是以学科或专业为载体建立的办学机构；

从设立目标来看，产业学院的设立是为了实现校企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从服务对象来看，

服务对象明确，即特定的行业或企业；从合作主体来看，与区域内主导产业的领军企业，也

可以是政府、行业协会等合作；从运行机制来看，产业学院具有独立的运行机制，与高校建

立有契约关系，其经费主要来自于母体高校、政府以及合作的行业企业等。 

3.3.2 校校联合建立专业共同体 

专业共同体是指在一个区域内（或一个省），依托“一流专业”建立区域内的高校专业

共同体，开展课程互选，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等，实质性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

建共享，协同深化教学改革，共同进行专业建设。新建本科高校由于教学资源、教学经费、

师资力量等方面的欠缺，可能无法开设区域内急需的新专业，因此可以借助其他高校的资源

培养区域内行业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解决人才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的难题。专业共同体可以

实现资源共享，提升人才培养的规模效益，促进新专业的建设。专业共同体建设的内容主要

包括：课程公选、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等。课程互选是指高校学生能够选择专业

共同体内其他高校的相关课程进行学习，课程互选可以通过实地上课也可以通过网络授课的

方式来实现；教师互派是指高校内的教师能够到其他高校进行讲课；学生互换是指专业共同

体内的学生能够到其他高校进行学习，通过学生互换主要能够解决实习、实践等教学的要求；

学分互认是指专业共同体内的高校互相承认学分，对于学生在其它高校所修学分认可。 

3.4  实施微专业建设 

微专业是指以企业项目为依据，以培养核心技能为目标，由少数核心课程组建而成立的

专业体系的学习，使得学生能够达到某个专业领域的学习技能要求，以满足企业项目开发对

人才的需求[5]。产教融合视阈下，新建本科高校可以通过微专业建设，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

提高专业结构调整的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专业结构调整滞后性的状态。新建本科高校

实施微专业建设能够使学生能够快速地掌握企业项目开发所需要的专业核心能力；能够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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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进行“项目驱动培训”，提升企业人员的相关专业能力；能够为新专业的发展奠定基

础，当“微专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可以将“微专业”升级为新的专业。 

微专业包括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将专业的核心课程进行有机融合，以企业项目需求为

导向，以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为核心；二是高校与行业企业共同参与教学，对于能力培养要求、

所要开设的课程、课程内容及课程大纲的设置、对学生的评价等全程都需要校企协同进行；

三是理论学习与实习实践无缝对接，学生在完成部分理论课程的学习之后能够直接进入企业

进行实习实践，促使所学理论成功转化为实际能力；四是实习实践与就业无缝对接，学生完

成相应的课程以及规定的实习实训之后，符合企业考核标准的，就能够直接进入企业正式工

作，实现实习实践与职业的无缝衔接。 

新建本科高校微专业构建需要遵循以下流程：首先，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与高校进行合

作意向洽谈，选拔人才，确定合作的内容以及相关的责任划分，签订合作协议；其次，高校

与行业企业共同确定所要培养的能力及对应的课程体系，根据企业需求，校企协同制定教学

内容；再次，校企共同进行课程教学的实施，实施过程中，部分课程内容由高校教师承担，

涉及到行业企业相关的课程要由企业专家承担，实践课程要由校企双方的导师进行共同指导；

最后，及时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共同的评价考核，以确定所培养学生的能力水平，合格的学

生在实习结束后直接进入企业就业。 

4.新建本科高校专业结构优化的保障措施 

4.1  建立多元化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新建本科高校在自主设置目录内的非国家控制布点时，采取直接备案制，意味着高校有

了更高的自主性和决策风险。因此，产教融合视阈下，新建本科高校需要建立多元化的专业

建设指导委员会，加强申报专业的审核，确保专业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符合高校自身的

定位。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应该由企业人员、行业人员、学科专业的相关专家以及高校内部

人员构成。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任务在于对所要开设的新专业进行专业论证，具体来说包

括：对所要开设的专业进行社会需求的分析预测，尤其是要根据行业企业对相关人才需求的

增长变化情况，判断预测几年之后的人才需求，而不是只分析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情况；对所要开设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审核，从而确保新设专业的教

学质量；对高校内部相关的教学资源情况进行评估，以保障所开设专业的师资力量、教学资

源，对高校内部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论证分析，确保所开设专业能够符合高校专业结构的特

征，能够形成专业集群。通过高校内部的审核，能够决定新设专业是否要向上级申报。 

4.2  校企协同建立人才供需数据库 

产教融合视阈下，新建本科高校进行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需要消除与企业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高校与行业企业协同建立人才供需数据库，是进行专业调整的必要措施。首先，产

教融合视阈下，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作用，做好各专业人才的需求统计及预测分析。行业协

会要对本区域内行业对各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及各人才在行业内企业的分

布情况进行分析以及预测，从而确定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量。高校根据未来人才需求情况进

行专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其次，高校建立年报制度，统计本校各专业的人才需求情况以及

就业情况，对于就业率较低的专业要采取一定措施进行限制，对于需求量大而本校缺少的专

业进行设置与发展。 

4.3  开展专业普查及新设专业检查 

为提高专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各高校专业进行普查以及新设

专业开展检查制度，以确保人才培养质量。首先，教育主管部门要对专业的课程、教材、师

资、实践等基本办学条件进行摸底监测，精准引导高校加强专业基本建设，兜住人才培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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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底”。其次，开展新专业检查。教育主管部门要对高校新设专业开展检查工作，对新

设专业的教学质量、教学资源等进行持续的监测调查，以确保新建本科高校按照备案要求进

行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对建设成效不明显的要求限期进行整改，整改仍然不合格者予以撤

销。 

5.结束语 

我国新建本科高校的专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各学科呈现增长趋势，但出现不

均衡状态；逐步形成了相对合理的专业格局；专业建设的社会认可度较高；形成了一批具有

特色的品牌专业。但其专业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新设专业所占比重较高；各高校之间专业

同质化严重，缺乏特色；专业布局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较低。产教融合视阈下，新建本科高

校优化专业结构要淘汰落后同质专业，发挥优势学科作用；对接现代产业，建设新兴专业，

加强新农科、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等学科建设；校企协同，建立特色专业学院，校校联

合建立专业共同体；开展微专业建设。为保障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建立多元化的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校企协同建立人才供需数据库；开展专业普查及新设专业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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