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的通知
教发〔2006〕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
位）教育司（局）：
按照《教育部关于“十一五”期间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
〔2006〕17 号）精神，我部制定了《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
中和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

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
为做好高等学校设置工作，保证普通本科学校设置的质量，现就普通本科学
校（独立设置的学院和大学）的设置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设置标准
（一）办学规模
主要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
普通本科学校主要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
主要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
称为学院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应在 5000 人以上。
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应在 8000 人以上，在校研究生数不低于
全
称为大学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应在
人以上，在校研究生数不低于全
。
日制在校生总数的 5%
5%。
艺术、体育及其他特殊科类或有特殊需要的学院，经教育部批准，办学规模
可以不受此限。
（二）学科与专业
1.在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科（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
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中，称为学院的应拥有 1 个以上学
称为大学的应拥有 3 个以上学科门类作为主要学科
科门类作为主要学科，称为大学的应拥有
个以上学科门类作为主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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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称为学院的其主要学科门类中应能覆盖该学科门类 3 个以上的专业；称为
每个主要学科门类中的普通本科专业应能覆盖该学科门类 3 个以上的
大学的其每个主要学科门类中的普通本科专业应能覆盖该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每个主要学科门类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在校生均不低于学校全日制本
，且
至少有 2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学校的普通本科专
业
科以上在校生总数的 15%
15%，且
，且至少有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学校的普通本科专
，学校的普通本科专业
总数至少在 20 个以上。
（三）师资队伍
应使生
师
1.普通本科学校应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力量，专任教师总数一般应使生
应使生师
比不高于 18
∶1；兼任教师人数应当不超过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1/4。
18∶
2.称为学院的在建校初期专任教师总数不少于 280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
生学历的教师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应不低于 30%，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以上的专任教师人数一般应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 30%，其中具有正教授职务的
专任教师应不少于 10 人。各门公共必修课程和专业基础必修课程，至少应当分
别配备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 2 人；各门专业必修课程，至少
应当分别配备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 1 人；每个专业至少配备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 1 人。
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员比例一般应达到 50%
以上
3.称为大学的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员比例一般应达到
50%以上
以上，
具有
博士学位
的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一般应达到 20%
以上
具有
其中具有
具有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一般应达到
20%以上
以上；具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一般应不低于 400 人，其中具有
正教授
职务的
人，其中具有正教授
正教授职务的
不低于 100 人。
专任教师一般应
专任教师一般应不低于
（四）教学与科研水平
1.普通本科学校应具有较强的教学力量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在教育部组织的
良好
以上
教学水平评估中，评估结论应达到
评估结论应达到“良好
良好”以上
以上（对申办学院的学校是指高职高
专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对学院更名为大学的学校是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应在近两届教学成果评选中至少有 2 个以上
项
工作水平评估）。称为大学的学校应在近两届教学成果评选中至少有
个以上项
目获得过国家级一、二等奖或省级一等奖。
科学研究水平。称为大学的学校还应达到以
下
2.普通本科学校应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水平。
称为大学的学校还应达到以下
标准：
近 5 年年均科研经费
（1）近
年均科研经费，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的学校至少应达到 500
至少应达到 3000 万元
万元，其他类高校至少应达到
万元；
近 5 年来
科研成果
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
奖励 20 项，其中至
（2）近
年来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
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奖励
少应有 2 个国家级奖励
个国家级奖励；
至少设有
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2 个和重点学科 2 个；
（3）至少设有
至少设有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至少应具有 10 个硕士点，并且有 5 届以上硕士毕业生
（4）一般至少应具有
届以上硕士毕业生。
（五）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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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生均占地面积应达到 60 平方米以上
1.
1.土地。
土地。普通本科学校生均占地面积应达到
平方米以上。学院建校初期
的校园占地面积应达到 500 亩以上。
2.
建筑面积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应达到 30 平方米以上
2.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普通本科学校的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应达到
平方米以上。称
为学院的学校，建校初期其总建筑面积应不低于 15 万平方米；普通本科学校的
生均教学科研行政用房面积，理、工、农、医类应不低于 20 平方米，人文、社
科、管理类应不低于 15 平方米，体育、艺术类应不低于 30 平方米。
仪器设备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3.
3.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普通本科学校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理、工、农、医类和
不低于 5000 元，人文、社会科学类院校应不低于 3000 元，体育、艺
师范院校应不低于
术类院校应不低于 4000 元。
图书
生均适用图书
不低于 80 册，
4.
4.图书
图书。普通本科学校生均适用图书
生均适用图书，理、工、农、医类应不低于
人文、社会科学类和师范院校应不低于 100 册，体育、艺术类应不低于 80 册。
各校都应建有现代电子图书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服务体系。
必须拥有相应的教学实践、实习基地
5.实习、实训场所。普通本科学校必须拥有相应的教学实践、实习基地
必须拥有相应的教学实践、实习基地。以
应当有必需的教学实习工厂
理学、工学、农林等科类专业教育为主的学校应当有必需的教学实习工厂
应当有必需的教学实习工厂和农
固定的生产实习基地
（林）场和固定的生产实习基地
固定的生产实习基地；以师范类专业教育为主的学校应当有附属的实
验学校或固定的实习学校；以医学专业教育为主的学校至少应当有一所直属附属
医院和适用需要的教学医院。
（六）办学经费
普通本科学校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和教育事业费，须有稳定、可靠的来源和切
实的保证。
（七）领导班子
必须具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有关法律规
定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任职条件要求，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品德高尚 、
熟悉高等教育、有高等教育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职领导班子。
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普通本科学校，在设置时，其办学规模和有
关条件在要求上可以适当放宽。
设置民办普通本科学校，应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二、学校名称
1.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称为“××大学”或“××学院”。
2.设置普通学校，应当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办学层次、类型、学科门
类、教学和科研水平、规模、领导体制、所在地等，确定名实相符的学校名称。
3.校名不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不以个人姓名命名，
不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学校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域名。
4.普通高等学校实行一校一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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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置申请
1.教育部每年第 4 季度办理设置普通本科学校的审批手续。设置普通本科学
校的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第 3 季度提出申请，逾期则延至下次审批时间办理。
2.设置普通本科学校的审批，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
段。完全具备建校招生条件的，也可直接申请建校招生。
3.设置普通本科学校，应当由学校的主管部门委托其教育行政部门邀请规
划、人才、劳动人事、财政、基本建设等有关部门和专家共同进行考察、论证，
并提出论证报告。论证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1）拟建学校的名称、校址、类
型、办学定位、学科和专业设置、规模、领导体制、办学特色、服务面向；（2）
人才需求预测、办学效益、本地区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3）拟建学校的发展
规划，特别是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学科建设规划和校园基本建设规划；（4）拟
建学校的经费来源和财政保障。
4.凡经过论证，确需设置普通本科学校的，按学校隶属关系，由省、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并附交论证报告及拟设学
校的章程。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设立普通本科学校的，还应当附交学校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意见书。
5.普通本科学校的筹建期限，从批准之日起，应当不少于 1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拟要求“去筹”、正式设立的普通本科学校，须在其正式批准的筹建期满
后，由其主管部门向教育部提出正式设立的申请。
6.凡提出设置普通本科学校的申请，在经由教育部形式审查通过后，由教育
部委托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进行考察、评议；通过考察、评议的学校，由教
育部正式批准设立。未通过教育部形式审查或未通过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考
察、评议的学校，若仍需设置，需在下次由学校主管部门重新向教育部提出申请 。
凡未通过考察、评议的学校，教育部将以书面形式告知其主管部门。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教育部发布的有关普通本科学校设
置问题的文件与本《暂行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暂行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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