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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年度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高等教育司司长  吴岩 

2019 年 12 月 27 日 

 

尊敬的蕙青主任，各位委员： 

大家上午好！自去年 11 月新一届教指委成立以来，专业

设置教指委在蕙青同志的带领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推动高校专业建设方面很好地发挥了“参谋部”“咨询团”“指

导组”“推动队”的作用，对高教司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这

里，我代表高教司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这个会是年终岁尾的会，对于高教司来讲，这个会是

今年压轴的最重要的会。习总书记已经连续对专业学科优化调

整作出指示，这是高等教育的一件大事。所以，专业学科优化

调整不仅是高教司工作，不仅是中国本科教育、中国高等教育

的重要工作，还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关心的事情。 

高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是我们 111 个教指委里唯

一一个综合类教指委，这个教指委在专家和教指委委员的选择

上可以说是千挑万选、精心甄选的。今天我们召开专业设置教

指委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有两个：第一个是评议 2019 年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申报的本科专业，第二个是对专业设置的相关工

作进行深入系统地研讨。目的就是落实总书记关学科专业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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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指示，全面振兴本科教育。这两件事，一个是具体的工

作，一个是战略的工作。结合这两件事，我想就战略和战术的

问题谈一点看法，供大家在工作中把握。我先说战略问题，再

讲专业评议问题。 

一、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层面审视专业设置工作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陪同宝生部长密集地调研了十几所

高校，包括中国地大（北京）、中国矿大（北京）、中央财

大、北外、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

京中医药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和电子科技大学、西南

财大、成都大学等。宝生部长一路走，一路讲。讲什么呢？基

本上就是围绕一个问题“怎么办好新时代中国大学？”在每个学

校，他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各个侧重点不一样。 

比如说，在中央财大，对如何办好中国大学，他讲了“八

看”：水平看专业、质量看学生、特色看学科、实力看老师、

形象看生态、动能看改革、发展看班子、根本看党建。他说这

“八看”,特别是前四看很重要。水平看专业，我们今天决定办

一所大学的水平是专业；质量看学生，不是别的，不是科研，

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是看学生。特色看学科，一个学校怎么

样，学科决定学校的特色；实力看老师，老师是一切改革的发

力点。 

在西南财大和电子科技大学这两个学校，一个是文科类的

学校、一个是工科类的学校，对怎么办好新时代大学，宝生部

长讲了“六有”：要办有灵魂的大学、要办有情怀的大学、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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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气度的大学、要办有眼光的大学、要办有激情的大学、要办

有作为的大学。 

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他又讲了“四为”：思想为王、

方法为上、结构为重、体系为纲。 

本周教育部党组上，他又针对“双一流”建设中期验收专门

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存量决定增量；第二句话是，高等学

校的重中之重是办好本科教育、本科教育的重点是做好“质量

革命”这篇文章。陪宝生部长去调研，全国学校都想多要研究

生的指标、多要学位点，特别是多要博士的指标。宝生部长

说，“存量决定增量”，就是不变存量不给增量，增量是动力，

存量是杠杆，没有杠杆撬动，免谈增量。 

宝生部长讲的“八看”“六有”“四为”“一重”。我想强调的是

“一重”，就是重点要做好“质量革命”这篇文章。 

调研中，宝生部长还频繁地高密度地讲“四新”，就是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他在中国地大（北京）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专门讲“新工科建设进入新时代”。在

中国传媒大学，他不仅讲新文科，也讲新工科，要下功夫推进

新文科、新工科建设，因为他看到了生动的改革实践。比方

说，动漫专业不仅是文工交叉，还是文工相融。他在电子科技

大学听了汇报后说，你们新工科建设的“成电方案”是非常好

的，让我们看到了新工科建设扎扎实实推进的范例。在新农科

方面，他反复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给涉农高校校长、书记

和专家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和推进新农科建设结合起来。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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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财大看到新文科建设时，他说，看到你们站在时代潮头，把

区块链等新技术用到了财经里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宝

生部长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上讲，教

育除了创新无路可走，除了革命无路可走。今年 4 月 28 日，

宝生部长在“天大会议”（“六卓越一拔尖”2.0 启动大会）上详

细阐述了“四新”，他说要掀起一场高等教育“质量革命”，这场

“质量革命”的内核就是“四新”，就是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

农科、新文科建设。 

我为什么要把宝生部长这一段时间的调研情况讲给大家，

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决定专业设置的时候、在做专业谋划的时

候，要知道整体上的考虑，要知道部党组和部长对这项工作的

看法。宝生部长讲了“两个大局”，第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第二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

大局。发展“四新”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对当下和今后一段时

期内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深思熟虑的战略考虑。“四新”是思

想创新，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思想引领；“四新”是理论创新，

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论；“四新”是原则，是新的改革发展的

原则；“四新”是体系、是结构、是标准、是方法、是技术；

“四新”是宝生部长讲的“四为”的关键抓手，是“质量革命”的核

心要义。某种意义上来说，“四新”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从从属

跟随发展阶段全面转到自主创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高等教育

发展的“中国主张”，是中国提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观、人才质

量观、教学质量观、质量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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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生部长调研的每一个学校在汇报的时候都讲到了“四

新”，或者“一新”“两新”“三新”。所以，他说“一线规则”，不到

学校来感觉不到，到了才发现。他一路越讲越深、越讲越积

极、越讲越成体系。今天，我们优化和调整专业结构，如果没

有这样一个战略的考虑，那么在“术”的层面讨论起来看似很有

道理的事情，在整个战略层面可能是不太有道理的。所以，我

们今天特别强调“四新”这件事情。 

习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

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

代。”克强总理强调，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孕育兴起，正在对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将引

发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可能重塑国家竞争力在

全球的位置，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实

现多领域融通，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乃至改变

人与世界的关系。去年 8 月 24 日，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前，

中办文件提出，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

和贡献水平，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这个战

略定位是很高的。我们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不能仅仅把“四新”当作一个技术手段、一个辅助内容。过往的

历史告诉我们，技术性的失误可以犯，战略性、全局性的错误

是输不起的。 

近期，我们正在推进“四新”建设的工作有：在新农科建设

方面，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回信精神，大力推进新农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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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新型农林人才。在新医科建设方面，前不久长江三角洲

10 所医学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了“长三角医学教育联盟”，发布

了《长三角医学教育联盟上海宣言》，推动医学教育一体化，

积极探索新医科建设。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包信和院士说，卫健

委主要领导到他们学校调研，对新医科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新工科建设方面，12 月 29 日我们在天津大学召开“深化新

工科建设座谈会暨卓越大学联盟高校新工科教育研讨会”，要

实现新工科建设由 1.0 到 2.0 的跨越，不仅在认识和理念上，

还要在学校组织结构上进行改革，因为组织结构决定动能。推

进“四新”建设，教育部将和全国各地各高校共同探讨、深入推

进，鼓励各个学校进行多样化探索，各有各的招，各有各的做

法。 

二、做好专业设置工作的要求 

2018 年，全国有 866 所高校申请设置 2582 个专业，经过

公示、审核等程序，今年 3 月，我们组织专业教指委进行了集

中审议，并正式发文同意增设专业点 2072 个，其中备案专业

1831 个、审批专业 241 个（含 147 个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 94

个目录外新专业），同时撤销了 416 个专业点。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在这些新增设的专业中，我们主动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挑战，支持高校增设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人工智能等专业点近 400 个；面向民生亟需，

增设了学前教育、健康服务与管理、助产学、儿科学等专业点

113 个；服务国家开放战略，增设了汉语国际教育 14 个，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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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了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新闻与传播、塔玛齐格特

语、爪哇语、旁遮普语等目录外新专业，这个意图就是服务

“一带一路”战略。 

截至目前，全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总数达到 58557

个，涵盖 12 个学科门类、92 个专业类，共有 671 种专业。其

中，文史哲（含教育学）专业占 15%、财经类专业占 5%、法

学占 3.4%、管理占 16.6%、理科占 8.5%、工科占 33.3%、农

科占 2%、医科占 4.5%、艺术类占 11.7%（大文科占 51.7%、

大理工 41.8 占%、大农医占 6.5%）。这是目前高校专业设置

的一个基本状况，也是今天专业评议工作的一个基本面。 

（一）今年专业设置工作的进展 

2019 年，经过各高校主管部门审核报送，共有 856 所高

校申请设置 2081 个本科专业，其中备案专业 1668 个、第二学

士学位专业 3 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和修业年限的 46 个、国

控专业 245 个、目录外新专业 119 个。专业申请总数比上年减

少 19.4%，将近 20%，这次一改过去多年来专业申请一直升高

的状况。今年是个战略的拐点，开始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接

近 20%，这是可喜的一个变化，从数据来看是非常有意义

的。 

今年，在工作思路上，我们作了一些改进和调整，重点是

进一步强化了需求导向、标准导向、特色导向这“三个导向”。

目的就是要推动高校认真做好专业优化、调整、升级、换代、

撤销和新建工作。今年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是，从原先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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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为主向以内涵为主转变，适度的外延发展、更注重专业内涵

建设。不管是需求导向、标准导向、特色导向，都是质量导

向，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一是坚持需求导向，把社会需求作为专业设置的前提条

件。专业发展的“小逻辑”必须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

在下发今年的专业设置工作通知的时候，我们就明确提出，高

校在申报专业时，首先要充分调研社会需求，加强与用人单位

沟通，明确社会对新设专业的具体要求；根据需求确定招生规

模、制定培养方案。我们更新了网上申报系统，由专业申报平

台对用人单位需求与招生规模匹配情况进行验证。 

二是坚持标准导向，把国家标准关键指标作为专业设置

的底线要求。质量为王、标准先行。去年发布了专业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底线标准。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专

业建设，质量是第一位的。我们委托各相关专业类教指委根据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国标中的

一些关键指标（师资队伍、实践条件、经费保障）进行了明确

和量化，作为高校设置新专业的底线要求。由平台系统对各校

申报专业的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等情况进行验证后，我们委托

各相关教指委对报上来的专业进行了线上评议。对比国标，本

年度各校申请增设的 2081 个专业中，前期评议时有 379 个专

业（含 218 个备案专业）不符合国标基本要求或教指委线上评

议同意率在 50%以下，部分申报专业存在专任教师总数不

足、兼职教师比例偏高、专业实践教学条件不足等问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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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桌椅板凳、师资队伍等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是没良心

的、没基本质量保证的专业。 

三是坚持特色导向，把特色定位作为专业设置的质量内

涵。要求高校加强专业建设规划，按照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

特色合理增设专业，避免大量重复设置“过热”专业。加强专业

调整力度，今年有 160 所高校申请撤销 367 个专业。浙江大学

把 138 个专业调整为 91 个专业，目前还在调整之中；中山大

学把 132 个专业调整为 86 个专业。校长们说，我们是一流大

学，不能办三流专业。所以，好多学校都在做调整，特别是原

先的部属大学、“985”、“211”高校，或者说现在的“双一流”高

校。这个特别可喜，主动撤销不是强制的，是高校主动提出来

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加强了对高校新设专业的指导。对于

不符合国标要求或教指委线上评议同意率低的专业，我们将相

关意见反馈给各地各高校，并要求高校提交专业设置改进报

告。相关高校对新设专业的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核心课程设

置、人才培养方案、社会需求调研等各方面提出了具体改进措

施，提交今天的会议进一步审议。通过此项工作，加强对高校

新设专业的指导和帮助，提高专业设置水平，把好了专业“出

生”关口。我想，把好专业“出生”的关口很重要，这不是谁

要权的问题，这是对国家负责的一个底线标准，专业设置首先

得达到底线标准，上不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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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今年的专业设置前期工作，体现了导向、体现

了改革、体现了服务，对引导高校理性增设专业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对比目前新设专业报送情况与 7 月第一次申报情况

（908 所高校申请设置专业 2461 个），有 380 个专业不再在

本年度申请增设，占原申请数量的 15%。据调研了解，各地

各校将持续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强专业建设规划，严格

落实国标要求，在达到专业设置基本条件后，来年再行申报。 

（二）此次专业评议的几点要求 

我们一直强调，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人才培养

的“腰”。这个“腰”如果不硬，本科人才培养这个“人”就站不

直，就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所以，我们总讲学科跟专业密切

相关，但学科代替不了专业。今天提请大家评议的是 364 个国

家控制布点专业和目录外新专业，涉及到 10 个学科门类、64

个专业类、153 种专业。就接下来的评审工作，我提三点原则

性意见和要求。 

一要支持“急”。 

什么叫急的？有 4 类是急的： 

第一类是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比如说支持具备条件高校

设置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虚拟现实技术、工业智能、区

块链工程等专业。这有个大数要跟大家说，中央网信办、工信

部、发改委对这类专业的需求不是 1 万、10 万，而是论百万

的，包括高层次的、中间层次的。另一方面就是培养出来的是

不是能够使用，这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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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社会急需人才。比如说预防医学、中医康复

学、老年学、养老服务管理等有关专业，总体上也是缺的。而

且某种意义上，这直接关系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要把原先只

管诊疗向人的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链条转变。 

第三类是医学类专业。要向中西部卫生人才资源匮乏的

地区倾斜，在具备办学条件的前提下优先支持，这是战略性

的。 

第四类是公安类专业。由于近年来一批公安专科学校升

格为本科高校，建议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公安院校

的实际需求。 

二要鼓励“新”。 

这个“新”主要是指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相

关专业。发展“四新”列入了中央文件，也是这两年我们推进高

等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引领和抓手，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

进展。对于“四新”建设方面的专业，要支持鼓励，要释放明确

的信号，引导高校打破思维定势、克服历史惯性，积极面向新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向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敏锐地发现

新时代背景下促生的新领域、新业态，积极引导和培育面向未

来的新专业。 

比如，今年我们大力推进了新农科建设，对智慧农业等专

业要鼓励支持。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北大仓专门启动了新农科建

设“北大仓行动”，到那里去看后，上百万亩的农业集约化生产

壮观景象，不是用人，全部是用信息化、机械化，什么时候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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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什么时候收割、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打药都一清二

楚。从一颗种子到结果，不是我们想象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

小农经济模式。所以，智慧农业体现了农工结合、农医结合、

农文结合、农理结合等。 

对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等相关交叉类专业要认真研

究、给予支持。我们关起门来讲，就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专

业、“不务正业”的专业，正是新的专业；但首先得有道理，得

论证需求。这些专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归到这一类，或归到那

一类的，哪一类都很难归，但是真的融合交叉的专业。 

三要防止“滥”。 

要严格控制“过热”专业，坚决遏制高校外延式扩张冲动。

比如说： 

第一，对于法学、工商管理等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要实行

严控。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国家明确提出了控制布点。 

第二，对于经济管理类等布点较多的专业，比如会计学、

金融学、旅游管理等，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一校一议，有

的地区还可以增，大部分地区要严控。 

第三，对于医学类专业，增设的必要条件是，申报学校须

有至少一所三级甲等直属附属医院。什么叫直属附属医院，就

是人事权归学校管，新设的临床医学专业就把握这一点。建议

临床医学专业适度控制，目前，全国已有 188 所高校设置本科

临床医学专业，2018 年我们在 6 所综合性大学增设了临床医

学专业，今年有 10 所高校申请增设临床医学专业。建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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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儿科学、麻醉学和眼视光医学专业布点，严格控制临床药

学专业布点。 

最后一点，对于目录外新专业，我们总体的态度就是积

极和谨慎。专业设置要有预见性、超前谋划，支持高校面向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产业技术发展动态设置目录外新专业；也要

审慎研究，对这些新专业的科学性、必要性、可行性以及专业

名称规范性严格把关。特别是对新专业的名称，不能追时髦，

要科学。今年需要审批的目录外新专业有 119 个，建议以相关

专业类教指委和高教司各业务处室提出的意见统筹考虑，认真

审议目录外新专业与已有专业的区分度。我们提出了一个“宽

窄相济”的原则，不能太窄，一门课就能成为专业不行；但是

也不能太宽泛。 

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我们今年工作的主基调叫“落实落实

再落实”，明年工作主基调叫“提高提高再提高”。2019、

2020、2021 年，我们工作的主要考虑是“三抓三促”：2019

年，我们工作的着力点是“抓领导促管”，应该说效果是好的；

2020 年，我们工作的着力点是“抓教师促教”；后年，我们工

作的着力点是“抓学生促学”。希望通过这“三步曲”，层层递

进、环环相扣，使中国高等教育发生基本格局上的变化。 

最后，希望教指委发挥重要作用。教指委今年的工作，我

的评价是优秀。没有教指委的工作和 5500 位教指委委员的努

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本科教育改革不可能做好。教

指委要做这场“质量革命”的战略参谋部，要做决策的战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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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要做改革的战略指导组，要做工作的战略推动队。希望专

业设置教指委认真负责地做好今天的评议工作，发挥好专业评

议指挥棒的作用，有力地推动和引导高校优化专业结构，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再一次感谢大家对高教司工作的支持，过

几天就是元旦了，在这里向大家道一声新年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