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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书》 

登 载 

事 项 

单位名称 杭州师范大学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师资人才，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开展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理

学、工学、医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生、本科

学历教育 从事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学术交流

以及产学研等相关社会服务和活动。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 2318号 

法定代表人 杜卫 

开办资金 922415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杭州市人民政府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1027014.6 1101892.29 

网上名称 杭州师范大学.公益   从业人数 2,180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我单位今年以来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2018年，在省市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指

导支持下，学校上下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共

同朝着新目标，迈出新步伐，各项事业取得了新成绩。 

    一、主要工作 

    1.建校 110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以“双一流”建设为

主题隆重举行 11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央和省市领导为学校

校庆作出重要批示或亲自出席纪念大会，全球近万名校友回母

校参加活动。通过校庆，学校百十年办学底蕴得到精彩呈现，

近十年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得到充分展示，学校的知名度、美

誉度和影响力得到明显提升。 

    2.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高质量完成。举全校之

力，全要素举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预评估，高质量完成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自评自建、专家评估、服务保障

等各方面工作，学校整体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专家组高度肯定，

并根据专家组反馈意见加快推进整改落实。同时，小学教育专

业接受教育部师范专业二级认证，得到专家组肯定与好评。 

    3.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验收顺利推进。成

立验收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验收准备工作。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新增项目学术博导 5位、行业博导 7位。加大对外联系

沟通，取得项目主管部门关心支持。完善博士人才培养体系，

首届博士毕业生顺利毕业。“治未病与健康管理”学科通过验

收评估并获得优秀评价。博士项目接受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全

面就绪。 



 

 

    4.省重点高校和省特色优势学科教育学建设有效实施。专

家人才队伍增强，聘请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担任办学顾问，引进

长江学者担任教育学学科负责人，组建由著名教育家组成的教

育学学科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规范更加完善，制定实施

《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激励办法》等系列文件，建立

强化人财物制度保障机制。学术氛围更为浓厚，围绕四个重点

发展学科方向，引育一批专家学者，组建 4个紧密型学科团队，

举办一系列较大影响的学术活动，学科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5.“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深化。行政办事大厅和网上办

事大厅运行更加完善，可办事项增至 257项，引入社会服务审

批事项 33项，全年办理事项 1万余件，满意度 99％以上。“移

动办事校园”建设初显成效，线上可办事项达总事项 30%，移

动端、自助端可办事项超过 30项，全年通过“网上办”“自助

办”事项超 5000 件。30 余个省内外考察组来校考察学习我校

“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 

    6.校园建设明显推进。仓前校区主入口正式启用。建筑面

积近 40万平米的仓前校区 B区块如期投入使用，8个单位于暑

期顺利迁入 B 区块。以 2019 年暑期全面启用为目标，仓前校

区 C、D 区块、跨余杭塘河桥梁建设加快推进。临床医学院教

学综合楼建设，亚运会排球、橄榄球赛事场馆建设按计划推进。 

    7.本科培养持续向好。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按类

招生，373 位学生通过专业转换进入心仪专业学习。优化专业

建设，停招专业 6个，撤销专业 2个，新增本科专业 2个，新

申报本科专业 3个。获评国家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 个，入选首批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2 门，新获教育部“产教融

合”教学改革项目 7 项。一本（段）招生率超 99.9%，省内一

本（段）招生专业数达 64 个。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燎原计

划”，学生获一类竞赛省级以上奖项 210 余项，学校入选省第

二批创新创业示范性基地，创业学院获评省高校示范性创业学

院。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97 %、签约率 89%、升学深造率 15 %，

均创新高。 

    8.硕士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研究生报考人数、一志愿报考

率同比增长均超过 33%。学校获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二等奖各 1项。研究生获学科竞赛国家级三等奖以上

奖项 7项、全国和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7篇。研究生就业率 98%、

签约率 88%、升学深造率 6%，同比明显提高。 

    9.学科建设继续增强。制定实施《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实施意见》，明确学科建设的总体目标、建设任务和具体举措。

开展学科建设找短板、补短板专项行动。严格规范推进“攀登

工程”项目，新立项 3项，完成中期考核 4项。完成 5个专业

学位和 19 个学术学位授权点的专项评估及自评估。省重中之

重学科化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艺术学理论接受验收并获

通过。 

    10.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制定（修订）实施支持鼓励学术

科研的政策文件 11 部。获国家重大重点项目 7 项，其中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1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 1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项、重点项目 4项；获国家自然

基金项目 53项、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4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5 项。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1项，获推

荐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发表 SCI 论文 691 篇，其中 JCR1/2

区论文 130篇，入选 ESI高水平论文 74篇，1位教师入选“全

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录；发表人文社科论文 684篇，其中权威

论文 62 篇，一级论文 153 篇。取得各类知识产权 120 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 58 项。获验收通过教育部科研平台 2 个，入选

省首批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 2 个，获批 2018 年度省新型高校

智库 1个。《美育学刊》《学报（自然科学版）》《学报（社会科

学版）》入选核心期刊，《健康研究》入选获中国高校优秀科技

期刊奖。 

    二、取得效益 

    1.社会效益：全面做好“百千万”蹲点调研活动，203 名

党员干部赴临安区太阳镇 18个村走访农户 8200余户，组织开

展各类活动近 70 场次，完成专题调研报告 9 篇。加强附属学

校联盟建设，新增附属学校 4所，选派优秀师资继续做好新疆

阿克苏高级中学帮扶建设。新增与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国外知名

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20余份。开展各类国际交流项目 40余个，

380 多位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加强与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合作。中美人才培养

计划 121双学位项目、英国东伦敦大学和赫尔大学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和机构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与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

共建的孔子学院荣获国家“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 

    2.经济效益：制定《2018 年服务杭州计划》并组织实施



 

 

57个项目，高标准举办服务杭州论坛，拓展新型校地合作 8项，

新建校政企产学研创新平台 6个，形成智库和工作成果报告 40

余篇，牵头或参与制定政府规划、行业标准 6部，各类合作经

费累计近 8000 万元。科技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晋升为 B

级，在园企业数增至 199家，园区企业年产值超 1.5亿元，杭

州商用密码产业园项目获评省级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企

业。科技园公司实现收入 1600 余万元、利润近 800 万元，资

产经营公司实现收入近 1600 万元、利润 650 万元，同比均明

显增长。统筹全校公共场所资源，实现场租收入 150万余元。

大型仪器开放共享更加充分，840 余台（套）大型仪器接入校

内外共享平台，累计实现开放测试收入 330余万元。后勤服务

“点滴文化”深入人心，全年实现主营收入 1.36 亿元，同比

增长 20.2 %，人均产值 12 万元，同比增长 13.4%。完成年度

专项维修计划 30项，临时报修 8000 余项。建立覆盖全校的节

能监管平台，除新启用的仓前校区 B区块外，水电费同比节支

近 140万元。   

    三、下步打算： 

    1.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

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全面推进省

重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为统领，弘扬“包容开放、学与俱进、

追求卓越”的学校精神，抢抓机遇，聚焦内涵，深化改革，加

快发展。 

    2.根据学校“十三五”规划，学校党委初步明确了学科及

学位点建设、人才培养、科研与服务地方、师资队伍建设、教



 

 

育国际化等 6 个关系学校办学内涵主要指标 2019 年的预期目

标。学校党政明确了全力打好博士学位授予权申报攻坚战、着

力抓好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反馈意见整改、顺利通过省重点

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检查、高质量承办省第十五届大学生

运动会、扎实推进完成仓前校区建设、建设高素质中层干部队

伍、推进 6 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等 7件重点工作。同时，确定

了 6 个大方面 24 项块具体工作，努力为早日建成实力强劲、

特色鲜明、文化厚重的一流大学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 效 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况 

ESI 前 1%学科数量增至 3 个，ESI 综合排名列全国高校第

96 位。获国家重大重点项目、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项目总计

79项，外来科研经费累计达 2.2亿元。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

核评估高质量完成并得到专家组高度肯定。获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 4项，独立完成获奖数量列省属高校第一。获评国家级示

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个，入选首批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2 门，新获教育部“产教融合”教学改革项目 7项。一本（段）

招生率超 99.9%，省内一本（段）招生专业数达 64个。实施大

学生创新创业“燎原计划”，学生获一类竞赛省级以上奖项 210

余项，学校入选省第二批创新创业示范性基地，创业学院获评

省高校示范性创业学院。学校获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二等奖各 1项。研究生获学科竞赛国家级三等奖以上

奖项 7项、全国和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7篇。获国家重大重点项

目 7 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1 项，国家自然

基金重点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项、重点项

目 4项；获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53项、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4项、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5 项。获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省自然科学

奖三等奖 1项，获推荐国家科技进步奖 2项。发表 SCI论文 691



 

 

篇，其中 JCR1/2区论文 130篇，入选 ESI高水平论文 74篇，

1 位教师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录；发表人文社科论文

684篇，其中权威论文 62篇，一级论文 153篇。取得各类知识

产权 12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58 项。获验收通过教育部科研

平台 2 个，入选省首批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 2 个，获批 2018

年度省新型高校智库 1个。《美育学刊》《学报（自然科学版）》

《学报（社会科学版）》入选核心期刊，《健康研究》入选获中

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