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办学规模 

南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敬爱的周恩

来总理的母校。南开大学由严修、张伯苓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创办，

肇始于 1904 年，成立于 1919 年。1937 年校园遭侵华日军炸毁，

学校南迁。1938 年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被

誉为“学府北辰”。1946 年回津复校并改为国立。新中国成立后，

经历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成为文理并重的全国重点大学。改革开

放以来，天津对外贸易学院、中国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相继并入，

经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支持，学校发展成为国家“211 工程”和

“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2015 年 9 月新校区

建成启用后，初步形成了八里台校区、津南校区、泰达学院“一

校三区”办学格局。2017 年 9 月，入选国家 42 所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且为 36 所 A 类高校之一。南开大学坚持“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的校训，弘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传统和

“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以“知中国，服务

中国”为宗旨，以杰出校友周恩来为楷模，作育英才，繁荣学术，

强国兴邦，传承文明，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南开大学占地 445.19 万平方米，其中八里台校区占地 122.50

万平方米，津南校区占地 245.89 万平方米，泰达学院占地 6.72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总面积 194.00 万平方米。按照“独立办学、

紧密合作”的原则，与天津大学全面合作办学。 

 



南开大学是国内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之一。

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了文理并重、基础宽厚、突出应用与创

新的办学特色。有专业学院 26 个，学科门类覆盖文、史、哲、经、

管、法、理、工、农、医、教、艺等。学校积极构建和发展适应

21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的学科体系，有本科专业 86

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 18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0 个，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2 个，不在一级学科覆盖下的二级博士点

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8 个。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5 个，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6 个（覆盖 35 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国

家重点学科 9 个，一级学科天津市重点学科 32 个。有国家重点实

验室 2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 个，2011 协同创新中心 3 个，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7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3 个，教育部国际合

作联合实验室 2 个，生态环境部（原国家环保总局）重点实验室

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 2 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9 个，国家大

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1 个，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 7 个，国家外专局“111”创新引智基地 8 个，国家创新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 1 个，示范性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4 个。天津市重

点实验室 14 个，天津市工程技术中心 4 个，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6 个，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单位 3 个，天津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7 个。 

2017 年末，我校图书馆藏书 359.5 万册，拥有可访问的数据



库系统 146 个，子库 388 个，数据库资源几乎覆盖所有学科领域，

涵盖了学术期刊、电子图书、学位论文、专利文献等各种文献类

型。 

南开大学拥有一支公能兼备、业务精湛、奋发有为、充满活

力的师资队伍。有专任教师 2046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774 人、

硕士生导师 865 人，教授 782 人、副教授 825 人。有中国科学院

院士 10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6 人，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8 人、青年拔尖人才 8 人，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的专家 16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25 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4 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11 人、主要成员 29 人，“973”和“863”

首席科学家 18 人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7 人，“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48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 28 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获得者 21 人，“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64 人，“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8

人，“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7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9 个。天津市杰

出人才 5 人，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3 人、

青年拔尖人才 10 人、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 5 人，天津市

“131”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55 人、创新型人才团队

带头人 12 人、天津市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33 人，天津市级教学

团队 12 个。 

南开大学具备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完整教育体



系。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26568 人，其中本科生 15120 人，硕士

研究生 8065 人，博士研究生 3383 人。有网络专科学生 71701 人，

网络本科学生 45451 人。 

南开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取得了一批国内外

公认的优秀成果。2007 年以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3 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获国家教

学成果奖 9 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31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

15 门，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1 项，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2 项，全国百

篇优秀博士论文累计入选 20 篇。9 项成果获 2017 年度天津市科

学技术奖，2 项成果获教育部 2017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科学技术)奖励，2 项发明专利获 2017 年天津市专利奖。1

项成果获 2017 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2 人获 2017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个人)。 

上一统计年度，我校 SCI 收录论文 1392 篇，全国高校排名

48 位；EI 收录论文数 817 篇，全国高校排名第 59 位；CSSCI 来

源期刊论文 1297 篇；SSCI 收录论文 39 篇。 

近十年南开大学 SCI 论文累计被引用篇数 12564 篇，累计被

引用次数 210847 次，被引用次数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15 位，篇

均被引用次数 16.78 次，在全国累计被引用次数较多的高校中位

居第一。 

南开大学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优良传统，积极发挥

学科、人才和技术优势，努力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特别是全方位服务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 APEC 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

究院、滨海开发研究院、教育与产业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人权研

究中心、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WTO 研究中心、国家经济战略

研究院、津南研究院、统计研究院、生态文明研究院等研究机构

是国家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智囊团”和“人才库”。学校按照

“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原则，全面对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实施，积极推动各类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与一批高校、企业、

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2014 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协同创新中心通过国家第二批“2011 计划”认定，成

为我国经济学领域首个获批的协同创新中心。 

南开大学不断强化学生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珍视

“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以“注重素质、

培养能力、强化基础、拓宽专业、严格管理、保证质量”为教学

指导思想，实行弹性学制、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把“课

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作为育人的基本环节，

以杰出校友周恩来为楷模，塑造学生健全人格、高尚品德、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开办“创业班”，建设“青

年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打造创业服务和项目预孵化的实体平台。

制定实施《南开大学“十三五”素质教育实施纲要》，出台《本科

生素质发展辅学指导意见》，建立“立公增能”学生素质发展辅学

支持体系，全面构建南开特色的“公能”素质教育体系，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南开大学以优良校风著称，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为青年学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了丰富高雅、活泼向上的校园文

化氛围。南开毕业生以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富于开拓精神和实

践能力而受到社会各界青睐。 

南开大学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与 320 多所国际知名大学和

国际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承建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孔

子学院等 9 所海外孔子学院，2012 年、2015 年两次获评“孔子学

院先进中方合作院校”。学校承担了国家汉语对外教育培训任务，

推出了牛津/剑桥暑期项目等一批水平较高的海外学习项目。学校

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全球大学领导者论坛（GULF）、

国际公立大学论坛（IFPU）、国际公立大学联盟（IAU）、欧洲大

学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科学咨询委员会（UNESCO-SAB）、电子

电器工程师协会（IEEE）等国际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积极

参与各类国际组织活动，进一步推动与世界一流大学、机构的实

质性、深层次合作。 

南开大学先后授予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大猷、经济学

家扬•米尔达尔、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江丙坤、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克劳斯•施瓦布、新加坡总统陈庆炎、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

法比尤斯等 10 位国际著名人士名誉博士称号。诺贝尔奖获得者杨

振宁、李政道、罗伯特•蒙代尔、彼得•杜赫提、卡尔•巴里•夏普

莱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欧盟委员会前



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著名作家金庸等被聘为名

誉教授，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著名政治家、企业家任客座教授、

兼职教授。 

南开大学将继续坚持南开道路，光大南开品格，弘扬南开精

神，坚持育人为本，强化质量特色，大力实施人才强校、强势学

科、教育质量提升、科研创新、服务滨海、国际化六大战略，为

建设南开品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二）校级领导班子简介 

杨庆山：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曹雪涛：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校长。 

杨克欣：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张 亚：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李义丹：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王 磊：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许京军：副校长。 

朱光磊：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 

李 靖：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 

 

（三）学校机构设置 

专业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外国语学院、法学

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



经济学院、金融学院、商学院、旅游与服务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物理科学学院、化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医学院、药学院、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

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软件学院。 

职能部门：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组织部（党

校）、宣传部、统战部、纪委办公室、监察室、学生工作部（学生

工作办公室、武装部）、研究生工作部、教代会、工会、团委、保

密办公室、机关党委、研究生院、人事处、教务处、战略发展部、

科学技术处、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国际学术交流处、财务处、

审计处、保卫处、实验室设备处、招投标管理办公室、离退休人

员管理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校友工作办公室、校产管理办公

室、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基建规划处、房产管理处、档案

工作办公室。 

直属和后勤服务单位：体育部、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

直属单位第一党委、直属单位第二党委、档案馆、学报编辑部、

现代应用技术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伯苓学院、教师发展

中心、接待服务中心、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继续教育学

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后勤保障部、膳食服务中心、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企业留守管理中心、驻深圳办事处、离退休

党工委、泰达学院、滨海学院、新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附属医

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实体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药物化学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天津）、中国社会

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APEC 研究中心、政治经

济学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人权

研究中心、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组合数学中心、统计研究院、日

本研究院、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

国 APEC 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院、滨海开发研究院、跨文化交

流研究院、重症医学暨器官移植研究院、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泰达应用物理研究院、泰达生物技术研究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深圳研究院、国家新材料研究院。 

 

（四）学科情况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0 个：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

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数学、物理学、化学、

生物学、生态学、统计学、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

程、软件工程、临床医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

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2 个：教育学、心理学、新闻传播

学、信息与通信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植物保护、基础医学、

口腔医学、药学、艺术学理论、美术学、设计学。 



不在一级学科覆盖下博士点 1 个：农药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8 个：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化学、

生物学、生态学、光学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植物保护、控制

科学与工程、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

学、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外国语言文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社会学、哲学、政治学、行政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材料科学

与工程、图书馆情报学与档案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

学与工程。 

 

（五）专业情况 

本科专业 86 个：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汉语言文学、

环境设计、绘画、视觉传达设计、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

馆学、逻辑学、哲学、宗教学、城市管理、国际政治、行政管理、

社会工作、社会学、应用心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法学、德语、

俄语、法语、翻译、日语、西班牙语、英语、意大利语、葡萄牙

语、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经济学、国际商务、保险学、金

融工程、金融学、投资学、精算学、财务管理、档案学、电子商

务、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图书馆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物流管理、数学与应用数学、

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分子科学与工程（合办）、化学、

化学生物学、应用化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智能科学与技术、自动化、

软件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口腔医

学、临床医学、智能医学工程、思想政治教育、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言、药学、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六）学生情况 

1. 全日制中国在校生 25773 人 

其中 本科生 14685 人，硕士研究生 7788 人，博士研究生

3299 人 

2.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2526 人 

3. 远程教育学生 117152 人 

  其中 专科生 71701 人，本科生 45451 人 

  4.留学生 3043 人（2017 年度） 

其中 学历生 1148 人，进修生 773 人，短期生 1122 人 

 

 

（七）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1. 学校教职工总数 3898 人 

其中 正高职称 824 人，副高职称 1205 人 

2. 专任教师 2046 人 



其中 正高职称 783 人，副高职称 824 人 

博士学位 1785 人 

专任教师中有海（境）外经历累计一年以上的 968 人 

3. 研究生指导教师 1639 人 

其中 博士生导师 774 人，硕士生导师 865 人 

 

（数据截至 2018 年 5 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