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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教学基本情况 

（一）学校概况 

西南财经大学始于1925年在上海创建的光华大学。1938年，

因抗战内迁建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1952-1953年，先后汇聚西

南地区17所院校的财经系科组建成四川财经学院，是建国之初全

国高等院校分区布局的四所财经高校之一。1979年由四川省人民

政府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主管，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金融行业背景和

出色的金融学科优势。1985年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1997年进入

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0年以独立建制划转教育部

直属。2010年成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高校，2011年成为国家

“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成为国家首批“双一

流”建设高校。90余年的办学历史，西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

特色、文化传统、精神内涵和社会声誉，被誉为“中国金融人才

库”。 

学校现有27个学院（中心）等教学单位，35个本科专业，其

中8个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有7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个硕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9个专业学位授权点；有4个国家重点学

科，5个省级重点一级学科；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应用经济学进

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会计学在中国大陆高校中唯一通过

AACSB商科和会计双认证，工商管理获EQUIS三年期再认证和中国

高质量MBA双认证。 

学校拥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基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

心”、“现代金融创新实验教学中心”、“现代金融虚拟仿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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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中心”，拥有中宣部首批“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金融

研究中心”“金融安全与发展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中心”等教学与科研机构和新型高端智库。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形成了海内外人才的“群聚效

应”，现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111人。学校深入实施深度开放战

略，已与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百所知名大学、科研机构

及知名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获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3个、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西南财经大学特拉华数据科学院（部属财经院

校首家）；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美国道富银行

共创共建国际风险数据分析联盟、金融科技国际联合实验室。 

立足新时代，迈向新征程。学校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学科并以此引领带动学校全面创新发展的历史新跨越中，全体

西财人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认真落实学校第

十三次党代会作出的决策部署，扎根中国大地奋力推进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建设国际知名财经特色鲜明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基本规律和人才成长成才规律，秉承

“经世济民，孜孜以求”的大学精神，坚持以本为本，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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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主动引领“新

财经”，深化育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一流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激励学生刻苦读书学习，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着力培养理想

信念坚定，具有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本科生源质量 

1.科学谋划统筹，强化组织领导 

学校准确把握“高考改革”的倒逼形势、学校“双一流”建

设的迫切形势、高校招生工作的激烈竞争形势，将普通本科招生

工作作为学校发展生命线，加大改革力度、完善工作机制、创新

工作举措，确保生源质量。发布《西南财经大学2018年普通本科

招生质量报告》，实施《西南财经大学普通本科招生宣传工作实

施方案》《西南财经大学普通本科招生宣传工作考核暂行办法》，

推动常态化、协同化、精准化招生。 

2.增强改革创新，服务人才培养 

首次推行“专业类+专业”招生。2019年，学校首批专业类

招生包括8个学院的21个专业（方向），招生专业由2018年的47

个调整为8个专业类和26个专业（方向），为考生提供了多样化

专业选择，有利于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培养。 

实施“分数优先”的专业确定规则。将进档考生专业安排原

则由专业级差调整为“分数优先”，最大限度满足考生个人兴趣。

优化“招生、培养、就业、校友工作联动机制”。坚持以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为中心，强化招生、培养、就业、校友工作的四环联

http://oa.swufe.edu.cn/seeyon/collaboration/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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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动对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等财经教育改革发展新

趋势、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新需求，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培

养单位开展科学论证，综合考量国家政策、各省（区、市）生源

数量和质量等因素，结合各专业培养能力和就业质量等因素，按

照公平性、科学性、适应性、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原则，科学合理

地编制2019年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 

3.加大招生宣传，提升招生实效 

深入实施学院分片负责制。2019年，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宣传

工作参与师生人数较2018年增加45%，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70余场

次，较2018年增加70%；新建“优质生源基地学校”39所，开展

专家讲座24场，校园开放日活动9场，招生宣传活力与覆盖面进

一步增强。创新招生宣传举措，践行“融媒体”宣传理念。新建

“今日头条本科招生公众号”、制作“招生指南电子书”、定制

“H5”，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高考季阅读量近40万；联合学院、

腾讯教育推出“专业的秘密”系列宣传片13个；参与新华网、新

浪网、四川教育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的宣传推

广10余场；开展“把西财带回母校”寒假社会实践、“相约西财

成就未来”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校园开放日等线下活动。 

4.生源结构持续优化，生源质量保持稳定 

2019年，学校实际招生3803人，包含8个专业类和26个专业

（方向），涉及16个招生类别。其中，文史类考生1291人，理工

类2405人，综合改革99人（另有8人无科类信息，为香港免试生）；

男生1408人，女生2395人，男女比例约为1:1.7；新生共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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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个民族，其中汉族学生3316人，少数民族学生487人。学校通

过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免试招收香港学生、

部分高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

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等，录取港澳台学生72人，其

中香港24人、澳门7人、台湾41人。 

2019年，学校本科生源质量总体稳定，其中在川生源质量获

得显著提升。从全国范围看，学校生源质量总体稳定，继续保持

较高水平。2019年本科一批（不含中外合作办学）文史类录取新

生951人，理工类1870人，合计2821人，与2018年基本持平。在

所有本科一批录取的考生中，文史类投档成绩高出一本线（本科

线）30分的考生，近两年都达到100%；高出60分的考生，2019年

达到770人，占比80.97%，比2018年高出11.35%。理工类投档成

绩高出一本线（本科线）60分的考生，近两年都超过了97%，2019

年达到1822人，比2018年多出30人；高出100分的考生，2019年

达到1337人，占比71.5%，比2018年增加2.03%。在四川省，学校

2019年生源质量实现文理双提升。学校在川录取新生共计943人，

其中本科一批（不含中外合作办学）文史类录取224人，调档线

为605分，高出一本线65分，为生源排名前0.86%的考生，位次

1774，比2018年上升531名；理工类录取532人，调档线为644分，

高出一本线97分，为生源排名前4.11%的考生，位次10697，比2018

年上升65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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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情况 

学校持续打造人才强校战略升级版，精准定位队伍建设关键

环节，着力引进一批对学科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领军人才，

着力建设一批能够承载学科建设前沿和重大任务的学术团队。现

有省部级以上人才254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111人。 

学校持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体系，深入开展系列主题教

育和“知行天下”教师社会实践活动，引导教师自觉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教师职业信仰信念教

育，深入学习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与全体教师签署师

德承诺书，培育选树一批潜心教书育人的先进典型。建立健全校

级荣誉体系，增强教师立德树人内驱力、使命感和荣誉感。围绕

宣传教育、监督考核、激励约束制定10余项制度，完善师德师风

建设长效机制。 

（二）教学基本条件 

学校占地2300余亩，包括光华校区和柳林校区，教学行政用

房、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多媒体教室、语音实验室、教学专用计

算机等数量充足、功能完善。学校有3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6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5个省级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其中2个推荐国家级）。学校本科实验

场所近1万平方米，本科实验仪器设备5600余台（件），年均教

学实验项目数140余个，教学实验人时数33万人时。校外实习、

实践、实训基地74个，可接纳学生总数9637人次。学校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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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2019年通过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

件专项资金子活动多媒体教室设备更新建设项目近750万元，对

196间各类教室的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智能交互、

高清显示、无线扩声和虚拟化集控管理成为教室标配，教学条件

的现代化程度显著提高。 

学校图书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财经文献中心，现有纸质图书

237万多册，电子图书489万多册，期刊23,000余种。学校努力构

建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和良好的阅览环境，打造本科生学习支持

中心。通过线上电子资源、线下纸质资源、集成管理系统等融合，

为本科生提供全天候、全覆盖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保障体系；此

外，还通过自建特色数据库和中国金融信息港，为西财特色本科

人才培养提供精准的教研信息资源。着力空间改造，通过“温馨

自习室”“诺贝尔研讨空间”“博雅新书荐购平台”“露台阅读

休闲空间”等建设项目探索“空间再造、流程重构、精准服务、

以文化人”为一体的服务创新模式，优化本科生进馆学习体验。

通过合作共建“本科名著阅览区”（教务处），“金融学科资料

中心”（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法学学术文献研究中心”（法

学院）、“马克思主义资料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等，继续

为本科生思政教育、人文素质提升提供专项文献保障。通过《网

络信息检索方法》课程、新生培训、数据库专题培训以及举办“财

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等举措，着力提高本科生信息素养

和检索技能，本学年参加图书馆各类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本科生

累计达7000余人次，努力提升本科生信息素养水平。 

学校加强体育场馆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和器材建设，主要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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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包括：综合体育馆2处（含多功能形体室、乒乓球室、羽毛

球场、篮球场、瑜伽室、跆拳道室、器械健身室、台球室等），

运动场4片、五人制足球场4片、11人制足球场4片、篮球场27片、

网球场21片、排球场12片、户外游泳池2个、素质拓展场地1个、

攀岩场1个、CS场1个，为广大师生提供安全环保高效的教学、训

练场地。体育场馆常年开设课余体育培训项目，现有体育课与兴

趣课近20个项目（包括瑜伽、拉丁舞、跆拳道、网球、羽毛球、

女子防身术等），引导和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课余体育锻炼中来。

建有多个艺术教育场地，包括礼堂、舞蹈排练室、合唱排练室等。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 

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重要会议精神，从思想上统一和提高

认识，从组织上加强领导，从制度和举措上加强创新，从行动上

加大力度，从过程上加强督查，从效果上加强评估，注重顶层设

计、宏观规划，注重落实落细、真抓实干，不断加强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一是加强思政课

程建设，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

进”工作，进一步完善本科生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三进”

实施方案，优化思政课选修课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学校思政课教师在四川省思政课教学竞赛中获2

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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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入选四川省教育厅思政课改革创新重点

建设项目。二是强化课程思政建设，制定《西南财经大学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强化专业思政，实施“一课一思政”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挖掘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

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全面落实每一位教师的育人职责。

立项建设49个课程思政项目，举办课程思政教学竞赛，选树了18

名课程思政优秀教师。将学院课程思政建设质量、内容、成效等

工作情况纳入学院教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和双一流建设考核体

系。建立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建设激励机制，将特色示范课堂作为

精品课程纳入《教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成果认定标准与奖励办

法》认定级别并给予奖励，鼓励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 

（二）优化拔尖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学校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理念，立足党和国家对

经济、管理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要求，积极承担高等教育

的新使命新担当，优化本科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发布实施《西南

财经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2019-2023）》和《西南财经

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2019-2023）建设项目》，以专业

建设为重点，以课程建设为基础，以教材建设为载体，以培养模

式改革为核心，以课程教学范式转变为支撑，持续探索一流人才

培养体系改革新路径。坚持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

实施经管学术型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金融+X”复合型人才培养

计划、国际组织人才专项培养计划。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金融与人工智能实验班，积极申报金融科技、人工智能、

供应链管理三个新专业，面向金融业、现代服务业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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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主动服务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不断聚集优质高校资源

与金融、科技领域的知名企业资源，紧扣大数据、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培养德才兼备“现代科技+金融”卓越财经人

才。 

（三）实施全周期通识教育 

将通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促进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互融共通。按照分步推动、分类

建设、分层管理的思路，逐门打造通识教育核心金课，全面提升

通识教育课程品质。改革公共外语教学，推动实行大学公共外语

免修免考，强化英文写作和口语教学，提升学生语言素养和写作

素养。优化数学分层分类教学，继续大力推动数学荣誉课程建设，

夯实学生数学基础。依托川渝通识教育联盟，持续推动课程互选、

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大力引进通识教育优质资源，积极筹建四

川“金课”联盟，丰富通识教育教学资源。 

（四）持续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学校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深

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着

力打造创业精神的“培育课”、创新创业的“实践课”、国情教

育的“思政课”，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创业品质不断增

强。截止目前，出版创新创业教材9本，在“爱课程”上已上线6

门创新创业在线课程，23个创新创业教育项目在省级教改项目中

立项。成功举办三届鲲鹏创业实验班，95名在校学生和校友顺利

结业，累计1200名同学参与，70个项目在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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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训练中成功立项，学生创业热情高涨。2019年，柳林校区

众创空间有12个项目孵化成功，获得政府创业补贴6万元，与光

谷创业咖啡、西村文创、明堂、Woring等32个孵化器建立创新创

业实践基地。积极在创业训练中推动建设国情教育的“思政课”，

2018年64个团队、2019年315个团队，共计2000余名同学接受革

命教育、助力脱贫攻坚，成为具有西财特色的“思政课”。 

（五）加强实验课程建设 

学校从改善实验室整体环境、加强实验课程建设、完善实验

室管理规章制度、规范实验教学档案管理等方面加强实验教学建

设，深化实验教学改革。一是完善实验教学体系，以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为目标，深化实验课程教学范式转变，运用虚拟仿真技术

对传统实验课程进行改造，形成了“一个目标、两种转变、三个

平台、四个抓手”实验教学创新实践能力培育新模式。二是强化

重点实验室建设，完成金融科技实验教学中心、大数据分析实验

室、慕课教室改造建设任务，专项建设经费总计2416万元，新增

和改建实验室13间，面积1206.7平方米，提升了现有教学实验场

地条件、功能，发挥了实验室在学生教学实践、创新创业的技术

支持和服务作用。三是加强实验室安全体系建设，成立实验室安

全管理委员会，出台《西南财经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西南财经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管理要求，

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管理。四是推进实验课程建设，开设综合实验

课程和金融科技课程；《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实务》《综合实

验》两门课程获中国大学MOOC“名师专栏”首页推荐，选课人数

超3万人次；引入国际一流的Jupyter开放科研平台，在全国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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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高校率先开设金融科技实验课程。 

（六）深入推进国际化合作办学 

学校致力于推进与世界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充分利用

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开拓若干与世界一流大学实质性合作办学项

目，为本科生国际化培养提供多种路径。学校现有“西财-巴鲁

会计”“西财-南特市场营销”“西财-伯贝克国际商务”等三个

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19年，巴鲁项目通过教育部

学位中心中外合作办学合格性评估，南特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

现场评估，项目质量受到专家的一致肯定。西南财经大学特拉华

数据科学学院获得教育部批准成立，是部属财经类院校首家获批

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同时，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学校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参加交

换项目、学位项目、国际赛事、国际科研合作、国际学术会议等

高层次项目。截止2018年12月31日，学校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

172所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并实施了

202个多层次、多形式的海外校际合作项目；推动实施学生“名

校行计划”，鼓励在校生赴QS排名百强院校研修学习；43人获得

留学基金委录取资助，获批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34个，获批

项目数量和资助名额居西部高校首位；248人获得学校出国（境）

留学奖学金资助。成功举办第二届暑期国际学术营（SWUFE Global 

Academy），吸引来自英国牛津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等50个国家和地区的

74所高校372位国际学生代表参加，进一步开拓了本校学生的学

术视野。举办“Discover SWUFE 国际夏令营”、“留学生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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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等大型高水平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国际

化氛围。学校来华本科留学生总体规模与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

升，成为四川省首批通过“来华留学质量认证”院校。 

四、专业培养能力 

（一）持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优化专业结构，在新文科背景下申报建设“新财经”专业。

围绕国家区域行业改革发展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行业、科

技发展前沿和区域产业布局新专业，积极申报金融科技、人工智

能、供应链管理三个新专业，增强协同创新能力和办学资源聚集

能力，切实践行“四个服务”。积极应用现代信息科技升级改造

传统专业，提升专业品质，2019年，学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全

面修订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和审计学专业培养方案，推动

传统专业与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提升专业竞

争力。 

（二）系统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工作 

科学修订2018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认真落实《西南财经大

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优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的互融共通机制。优化课程结构，降低总学分，不断完善“专业

能力、素质与课程设置”关系矩阵图，从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和面向社会特定需求的角度研究和细化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要

求。提升课程难度，优化专业方向课程设置，设立专业方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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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提高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强化实践教育环节。 

（三）加快推进建设一批“金课” 

对照一流本科人才培养，制定实施金课建设项目，切实推动

落实金课建设。在课程思政、专业思政落实“两性一度”要求，

推进五大“金课”建设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建立完善课程内容

标准、课程运行标准、学习过程管理标准和课程考核标准，完善

课程准入和退出机制。推动教师教学思想转变，强化现代信息技

术的融入和支撑作用，坚持以课程、教材、教学资源于一体，突

出学校办学优势和特色，加强各类精品在线课程和家庭金融调查

项目为代表的社会实践金课建设。全面落实《在线开放课程管理

办法》，对在线开放课程给予教学工作量认定。从东西部高校课

程共享联盟引进《爱情心理学》等4门网络课程，开展混合式教

学改革；在校内开设《企业模拟经营》等SPOC课程，探索翻转课

堂教学改革；立项22门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

新增上线《审计学》等15门，目前已建成29门慕课，居财经类高

校第二名。2018年，《综合能力训练（ERP模拟经营沙盘）》《商

务智能》等6门课程成功申报国家级、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目前国家级精品课程数量在全国财经高校排名第三。 

（四）推动高质量教材的选用和建设 

制定完善《本科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教材委员会章程》，

明确提出教材建设选用的质量优先原则、重点支持原则和选用教

材的严格程序，明确要求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教材，目前实现 “马工程”教材全覆盖。设立教材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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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其在教材编审与选用中的研究、咨询、指导、审议等重要功

能。2018年，学校基于《教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成果认定标准与

奖励办法》出台教材奖励办法。2019年，制定实施一流教材建设

项目，积极把握新时代教材建设要求，与国内外知名专家、企业

和出版社共同开展一流教材研究和建设，并从创新教材呈现、加

强教材质量等方面进行深入拓展。 

（五）强化学生指导和学生服务 

发挥校院合力，通过现场咨询、专题讲座、朋辈辅导、在线

活动等形式，开展学生学业指导工作，重点对大一学生和学业困

难学生开展指导，不断提升学业指导质量。开发网上学业指导预

约系统，为学生提供预约咨询服务，定制个性化学业咨询方案。

基于学业指导的学生案例，撰写并拍摄了学业指导微电影。为增

强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开展“21天时间管理训练营”系列活动，

受到学生好评。以学业指导中心学生社团成员及志愿者为核心，

针对学生学业辅导需求，定时定点开展数学辅导和英语沙龙。建

立学生咨询服务中心，针对学生学业问题，强化学生的朋辈咨询

和服务工作。 

（六）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和学习环境 

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推动改革，既注重“教得好”，

又注重“学得好”，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和潜能，提高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持续加强课堂教学

管理、大力推广过程性考核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学生管理

制度体系，修订完善《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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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管理办法》，优化学生转专业和

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引导学生持续加强学习投

入。进一步优化教学环境设置，优化教学楼、学院办公区学生学

习讨论区环境布局，新建室外学习讨论空间，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优化学生互联网+学习支持服务，购置超星阅读本，丰富

学习资源，开发图书馆学习预约系统，满足学生定制化需求，以

信息化手段推动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的全程化、全天候。 

五、质量保障体系 

（一）坚持以本为本推进本科教育 

学校始终把人才培养置于中心地位，坚持立德树人，以本为

本，突出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学校章程明确规定：“学校以人

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推进文化

传承与创新。” 2018年12月，学校召开第十三次党代会，紧紧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高扬人才培养主旋律，坚持“以一

流人才培养引领一流学科建设，以一流学科建设引领学校全面创

新发展”，并把“提高卓越人才培养能力”作为学校“八大改革

与建设任务”之一，对“优化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全面建设

一流本科教育”等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学校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学校召开全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启动实施《一

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2019-2023）》，开启了新时代学校一流

本科建设新征程。2018-2019学年，学校党委常委会先后19次研

究本科教学重要事项，校务会议先后48次研究本科教学工作，组

织召开4次本科教学院长工作会议，认真谋划和全面推进本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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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改革。学校领导长期深入教学一线，广泛听取广大师生对

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建议，着力解决本科教育工作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 

（二）持续优化教学管理流程 

加强教学管理信息化，推进教学管理精细化。不断提高人才

培养过程化和信息化管理水平，优化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和实

习实践管理系统，持续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修订教学

管理制度，完善教学管理体系，规范管理流程，推动教学管理精

细化，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根据教务处科室设置及岗位分

工的特点，梳理各项工作流程，制定工作进程表，优化工作步骤

并落实工作责任人，推动教育教学精细化管理。加强全员全方位

监督，实现评价结果有反馈，并将反馈结果应用于教学管理。 

（三）健全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顺利完成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学校以迎接审核评估工作

为契机，全面梳理本科教学基本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

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

营造“人人了解评估、人人关心评估、人人重视评估、人人参与

评估”的良好氛围。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要求，10月23日至26日，教育部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进入学校开展了现场考察。 

开展“六位一体”教学质量评估。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关于

健全“六位一体”教学质量评估与保障体系的实施方案》，进行

2018-2019学年本科、研究生全员评教，组织高年级学生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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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学生课程教学评价，持续推动校院领导、督导组、同行专

家听评课。组织校院领导、督导组、同行专家、教务部门领导、

教辅部门领导、相关教学管理人员听课1688门次，逐步加强对学

校各类教学质量的监控、评价、反馈、改进与提高。 

实施教学过程专项评估。根据《西南财经大学教育教学工作

评估实施方案》，对所有教学单位开展了年度教育教学工作评估

工作。抽查144份课程教学实施方案；使用“学术不端行为文献

检测系统”对全部本科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组织专家对全校本科

毕业论文进行专家检查，检查通过后方可安排学生论文答辩。 

持续开展各类教学、课程等调研活动。持续开展高年级评教、

毕业生学习满意度调查、研究生在学满意度调查、大学公共外语

课程调查、思想政治理论课2019年学情调研，密切了解学生学习

情况、教师教学情况及课程建设情况。 

（四）大力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围绕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工作，从面向师生开展的多种教情学

情调研的情况出发，分层分类开展专题培训、教学观摩、教学研

讨、教学咨询、校外教学学术交流等丰富的培训活动。学校引进

国内外先进教学发展理念，优化培训方案，充分利用校内外优质

师资资源，丰富培训“必修”与“选修”菜单，切实加强培训的

针对性、有效性。学年内围绕一流本科教育、教学范式转变、课

程思政、金课建设等主题共开展校级教学培训活动69场，1658人

次教师参培。在ISW国际教学技能工作坊培训的基础上积极创新

培训形式，为新进教师、教学有待改进的教师和教学专家提供了

个性化培训的平台，精准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加强专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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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积极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教学发展专家团队。 

落实“校-院”两级教师发展责任制，每学期组织各学院开

展教学观摩；开设“光华教学论坛”，调动学院独立或与教务处、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协同邀请校外教学名师、学科专业带头人和学

院优秀教师等专家开展培训交流。学年内各教学单位共开展教学

观摩与培训195场，参培人数2768人次。 

六、学生学习效果 

（一）学生获省级及以上奖励情况 

2018-2019年学生获相关省部级奖励共计328人次（含团体获

奖），其中国家级奖励198人次，省级奖励130人次。奖励范围包

含国内外的学科竞赛、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各类艺术设计大赛和

体育竞赛等。通过竞赛的参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奋斗

动力，驱使学生在各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 

一是在学术科技创新和创业活动方面。2018年，举办第十六

届本科生科研创新项目，立项“重点创新项目”21项、“一般学

习型项目”96项，参与人数超过3000余人；在四川省“创青春”

创业大赛中荣获5个金奖、9个银奖、15个铜奖，获“优胜杯”；

在四川省互联网+创业大赛中荣获2个银奖、4个铜奖；16个创业

项目落地落实，12个获人社部门创业补贴。 

二是在学生社会实践锻炼方面。2018年，暑期“三下乡”、

“西财暖冬”等社会实践活动成果突出。全校500余支团队、5000

余名师生参与，校团委获评全国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

秀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青年骨干实践队被评为2018年全国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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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在“千校

千项”成果遴选活动中，学校彩虹“1+N”绿色计划 ——“汶川

十年，爱心不变”志愿活动获得最具影响好项目，冯梓鑫同学荣

获强国一代新青年称号，彩云之南——非遗文化调研实践队作品

《土陶缘 东巴情》荣获百佳创意短视频奖。在“镜头中的三下乡”

成果遴选中，“黔行”社会实践队获得全国优秀报道奖，“党先”

实践队获得全国优秀摄影奖，李绍文、史雪聃老师被授予全国优

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王嘉琦同学被授予全国优秀通讯员荣誉称

号。 

三是在共青团组织建设方面。徐皓嵩同学被评为2018年度四

川省优秀共青团员，国际商学院分团委、法学院2016级法学（法

学-金融光华实验班）团支部分别获评2018年度四川省五四红旗

团委和2018年度四川省五四红旗团支部。选派了11名研究生支教

团成员赴宜宾珙县、凉山州美姑县支教；选派了3名共青团干部

赴基层锻炼。 

四是在学生社团建设方面。西财青年通讯社获评全国共青团

新媒体运营中心专业工作室。学生艺术团在四川省教育厅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大学生艺术专场展演活动中获声乐

类甲组一等奖、戏剧类甲组二等奖、优秀组织奖，卢灵煜老师获

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五是在学术科技方面。学生团队在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荣获全国三等奖，在第十五届“挑战

杯”四川省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中荣获2个一等奖、2个二等

奖、7个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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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就业与升学情况 

学校通过咨询与辅导、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宣传月、生涯课

程、生涯工作室、职业指导工作室等途径，多措并举增强学生就

业能力。2019届本科毕业生国内升学与出国(境)升学率达

43.84%。地域流向方面，本科毕业生主要集中在西南、华南和华

东地区。行业分布方面，毕业生主要集中在金融行业就业，呈现

出鲜明的财经特色。本科毕业生主要流向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

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

和建筑业。 

（三）社会及用人单位反馈情况 

通过来校招聘单位、第三方机构等调查途径，学校对2018届

毕业生开展满意度调查。一是学校从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中随机

抽取了854家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对毕

业生的整体满意度为95.9%。二是学校委托第三方机构选择了109

家学生就业的典型单位开展了“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生雇主评价

调查”。在调查的109家单位中，有94.9%的用人单位对西财毕业

生的职场表现选择了“很满意”和“满意”。其中，“很满意”

占比26.53%，“满意”占比68.37%。调查还显示，70.41%的用人

单位认为，学校毕业生的综合能力与同类型同层次的高校相比有

明显优势。在能力素质的具体维度上，有70.12%的单位认为学校

毕业生的专业能力高于同层次高校，具体体现在经济、管理、统

计等相关专业知识，以及数据分析、数学计算等相关能力方面；

有68.09%的单位认为学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高于同层次高校，体

现在自主学习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岗位适应能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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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七、特色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根本问题，依托全海归博士教师组成的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开设“经济与管理国际化创新人才班”，扎根中国大地，推动“国

际理念”和“本土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 

加强思想价值引领，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针对海归教师和学生特点，深化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改革，开展

红色主题教育，引导师生树立“四个正确认识”，坚定“四个自

信”。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1+1+X”人才培养体系。每年从

一年级本科新生中遴选150名优秀本科生，专业课程全部采用全

英文授课，在大一大二实施经管大类培养，大三时在经济学、金

融学、会计学和工商管理４个专业方向中自由选择一个主修专业

方向和辅修专业方向，构建“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个性发

展”人才培养新模式。 

优化实践育人机制，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学

校专门成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先后共组织

8000余名师生参加5轮中国家庭金融入户调查，参加调查的学生

人数占在校生比例40%，经管院承担过入户调查工作的学生达95%

以上。打造“教师指导+硕博带队+本科生全程参与”实践育人模

式，建设上百个实践实训基地，建立高校数据库联盟，学生积极

参加中国真实进步微观调查、房地产市场调查、基层治理调查等

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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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国际化办学效果突出。本科生境内

外深造率75%左右，境外深造学生中50%左右前往耶鲁大学、剑桥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排名前50高校深造，大部分国内深造

同学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硕士及直博项目录取。63%左

右学生在校期间有出国交流学习经历，近年来共接收“一带一路”

海外交流留学生700人次，其中有180多名留学生在经济与管理研

究院攻读学士学位，有59人次攻读研究生学位。建成全英文课程

72门。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品牌效应凸显，辐射力影响力获得社会各

界广泛认可。马来西亚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四

川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广东金融学院等境内外高校的上万名师

生参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SCIENCE》、CCTV NEWS等媒体先后

对学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进行了专题报道。 

八、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对策 

面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

新形势，对标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还存在一些短板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立足“新财经”人才培养新模式需要持续创新；系

统化协同育人机制需持续完善；支撑一流学科建设、国际化人才

培养能力有待突破。 

一是坚持以本为本，进一步夯实本科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理念，立足党和国家对经济、管

理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主动对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行业和区域发展需要，进一步汇聚资源，创新机制，担负起

引领“新财经”的时代责任，以一流建设为标准，切实提高人才



24 

培养的目标达成度、社会适应度、条件保障度、质保有效度和结

果满意度，着力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具有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二是着力改革创新，持续完善协同育人新格局。坚持科教协

同，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学校特色优势学科嵌入创新链、产业链、

价值链，创新全链条育人机制。拓展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格局，

集聚顶尖学术创新资源，打造高品质联合培养项目。实施拔尖人

才培养计划2.0版，设立诗白书院，注重个性化培养。加大探究

式、研讨式等教学方法改革的力度，激发学生学术志趣和内在动

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是聚焦学生全球胜任力，提升国际人才培养层次和质量。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以及全球治理人才培养，

提高学生出国（境）交流的层次和规模，重点支持90天以上长期

交流和研究生层次交流。推动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

才培养，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参加国际组织工作实习等高层次项

目。提升留学生培养质量，打造“留学西财”高端品牌。精准对

接“一带一路”和“双一流”建设，拓展俄罗斯等重点国家留学

合作渠道和项目。同时，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建设，

办好暑期囯际学校，持续提升“发现西财”夏令营、国际学术营

等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