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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文件  
 

 

校发„2020‟14号 

                        

专业建设支持计划 

 

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

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以本

为本，四个回归”，引导教师潜心教学，主动适应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的新需求，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和育人能力，学校通过专业建设

资助培育名师，名师支撑专业发展的思路，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支持计划。 

一、层次资助 

连续从事本科教学工作 3年及以上，至少主讲 1门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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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年本科教学工作量不低于 96学时，其中课堂教学不低于

40学时，无不良教学记录或教学事故，师德高尚，教学效果好，

教育教学成果突出的教师，可申请相应层次资助。 

第一层次：杰出名师 

每年支持经费 10.0 万元，限额 10 人。未满 60 岁的下列人

员可申请，在限额内差额评审。 

（1）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3）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主持人。 

第二层次：卓越名师 

每年支持经费 6.0万元，限额 20人。未满 58岁的下列人员

可申请，在限额内差额评审。 

（1）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2）全国优秀教师或模范教师。 

（3）天府“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4）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持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前 7名、一等奖前 5名、二等奖前 3名。 

（5）近五年获国家级一流课程负责人。 

（6）近五年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 

（7）近五年获评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 

第三层次：拔尖教师 

每年支持经费 4.0万元，限额 40人。未满 55岁的下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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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在限额内差额评审。 

（1）近五年获省级教书育人名师或师德标兵。 

（2）近五年获学校优秀教师标兵；学校本科课堂教学质量

奖特等奖获得者，且指导校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2篇。 

（3）近五年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持人；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特等奖前 9名、一等奖前 7名、二等奖前 5名；省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前 3名。 

（4）近五年获省级一流课程负责人；国家级一流课程前 3

名主讲。 

（5）近五年国家级规划教材副主编；省部级规划教材主编，

且主持省级及以上教研（改）项目 2项或以第一（责任）作者发

表 B类及以上教研（改）论文 2篇或指导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2项。 

（6）国家级在研“四新”项目负责人，且以第一（责任）

作者发表教研（改）论文Ａ类 1篇或 B类 2篇。 

（7）近五年获评省级教学团队负责人，且主持省级及以上

教研（改）项目 1项或以第一（责任）作者发表 B类及以上教研

（改）论文 1篇或指导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项。 

（8）近五年指导“互联网+”、挑战杯、创青春等赛事获国

家级银奖及以上负责人，且指导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 2项。 

（9）近五年以第一（责任）作者发表教研（改）论文Ａ类 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dmSg-ATjS4SBzDC9O9gYl7Qz53PwzwgoXQn36G6L4VFd3fGzDo_I_LVxteCJ8eC&wd=&eqid=a7af6a8300011e4d000000065e3bc8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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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或 B类及以上 4篇，且主持省级及以上教研（改）项目 1项。 

第四层次：优秀教师 

每年支持经费 3.0万元，限额 80人。未满 50岁的下列人员

可申请，在限额内差额评审。 

（1）近五年获教育部本科专业类教指委或省级部门组织的

讲课大赛最高奖励或前 3名。 

（2）近五年学校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奖特等奖获得者，且指

导校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1 篇或获校级优秀本科专业负

责人。 

（3）近五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主持人；省级教学成果

奖三等奖主持人、二等奖前 3名、一等奖前 5名；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主研人员。 

（4）近五年获省级示范课程负责人，且主持省级及以上教

研（改）项目 1项或指导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项。 

（5）近五年国家级一流课程前 5名主讲；省级一流课程前 3

名主讲。 

（6）近五年省部级规划教材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参编，

且主持省级及以上教研（改）项目 1项或以第一（责任）作者发

表 B类及以上教研（改）论文 1篇。 

（7）省级在研“四新”或重点教研（改）项目主持人，且

以第一（责任）作者发表 B类及以上教研（改）论文 1篇。 

（8）近三年以第一（责任）作者表教研（改）论文Ａ类 1



 — 5 —   

篇或 B类 2篇，且主持省级及以上教研（改）项目 1项。 

（9）近三年指导“互联网+”、挑战杯、创青春等赛事获国

家级奖励或省级金奖，且指导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项。 

第五层次：菁英教师 

每年支持经费 2.0 万元，限额 150 人。未满 45 岁的下列人

员可申请，在限额内差额评审。 

（1）近三年学校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奖一等奖获得者或获二

等奖 2次，且指导校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1篇。 

（2）近五年获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持人；省级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前 7名、二等奖前 5名、三等奖前 3名。 

（3）近三年获校级优秀本科专业负责人。 

（4）近三年校级一流课程负责人；省级一流课程前 5 名主

讲；国家级一流课程主讲。 

（5）近五年省部级规划教材副主编；协编教材主编；省部

级规划教材参编，且主持校级及以上教研（改）项目 1项或以第

一（责任）作者发表 C类及以上教研（改）论文 1篇或指导校级

及以上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项。 

（6）近三年省级教研（改）项目或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主持人，且以第一（责任）作者发表 C类及以上教研（改）

论文 1篇。 

（7）近三年以第一（责任）作者发表教研（改）论文 B 类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dmSg-ATjS4SBzDC9O9gYl7Qz53PwzwgoXQn36G6L4VFd3fGzDo_I_LVxteCJ8eC&wd=&eqid=a7af6a8300011e4d000000065e3bc8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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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 1篇或 C类 2篇，且主持校级及以上教研（改）项目 1项。 

（8）近三年指导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项及以上，

或指导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2篇及以上。 

二、专项资助 

（一）一流专业建设 

1.获国家级、省级和校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分别资助启

动经费 20.0万元、5.0万元和 2.0万元。 

2.启动工科专业认证或三级认证的专业，资助启动经费 20.0

万元。 

3.获省级应用型示范专业建设点，每年资助经费 2.0万元。 

（二）一流课程建设 

1.获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资助经费 20.0 万元，每年建

设不超过 15门。获国家级和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每年分别资

助经费 3.0万元和 1.5万元。 

2.获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资助经费 25.0万元，

每年建设不超过 10项。获国家级和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每年分别资助经费 2.0万元和 1.0万元。 

3.获校级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社会实践和各类示范课程

建设，资助经费 1.0万元，每年建设 30门左右。获省级及以上线

下、线上线下混合式、社会实践和各类示范课程，每年资助经费

0.5万元。 

（三）一流教材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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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规划教材培育，每年每部资助经费 2.5万元，限额 15

部，培育期两年。符合下列条件可申报，在限额内差额评审。 

（1）国家级或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所开设课程需要。 

（2）参编国家级或省级规划教材；主（副）编协编教材，

且在相应专业选用 1轮及以上。 

（四）一流名师培育 

1.青年名师。入选本计划第四层次及以上和学科建设双支计

划第五层次及以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人选年龄未满 37

周岁，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人选年龄未满 42周岁。每年

资助经费 5.0万元，培育期三年。每年限额 5名，在限额内差额

评审，共资助不超过 15名。 

2.国家（省）级名师。入选本计划第三层次及以上和学科建

设双支计划第四层次及以上，年龄未满 50 周岁。每年资助经费

10.0万元，培育期三年。每年限额 3名，在限额内差额评审，共

资助不超过 9名。 

（五）一流教学团队培育 

获评国家级和省级教学团队，建设期内，每年分别资助经费

5.0万元和 2.0万元。同时，培育建设下列两类校级教学团队。 

1.专业型。依托国家级或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组建，团队规

模 10-20人，带头人须入选第二层次，组成人员入选各层次比例

不得低于 50%。每年资助经费 8.0 万元，培育期五年。团队符合

下列条件可申报，每年限额 3个，在限额内差额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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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国家级或省级一流课程，且涵盖专业课程、专业基

础课程或基础课程 3门及以上。 

（2）主（副）编国家级或省级规划教材 2 部，且为本专业

相关课程选用。 

（3）主持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成果奖，且与本专业教育教学

改革实践内容相关。 

2.课程型。依托国家级或省级一流课程组建，团队规模 5-10

人，带头人须入选第三层次，组成人员入选各层次比例不得低于

60%。每年资助经费 5.0万元，培育期四年。团队符合下列条件可

申报，每年限额 10个，在限额内差额评审。 

（1）获国家级或省级一流课程，且覆盖专业 3个及以上。 

（2）开展线上课程教学 4 轮及以上，或混合式教学 2 轮及

以上。 

（3）获学校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奖特等奖。 

（六）一流教学成果培育 

国家级和省级标志性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每年分别资助经

费 5.0万元和 2.0万元，培育期不超过三年，每年限额８项（从

近两届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教研教改省级重点项目或国家级项

目中择优遴选）。 

（七）一流实践平台建设 

获校级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每年资助经费 2.0万元，全

校不超过 30个，优先支持以本科教学为主的学院；获评国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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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实践教学平台，每年分别资助经费 10.0万元和 5.0万元。 

（八）一流教研（改）项目建设 

1.获校级和省级教研（改）项目，资助经费 1.0万元，校级

每两年立项 1次，每次不超过 60项。 

2.获国家和省级“四新”项目，分别资助启动经费 3.0万元

和 1.5万元。 

（九）教授专项 

未能入选本计划或学科建设双支计划层次的在编在岗教授，

符合层次资助的基本条件；或主讲 1门本科生课程，年业绩积分

不低于 10分。每人每年资助 3.0万元，若经费余额（含当年度获

得的教学科研资助经费）达到 3万元不予资助，不足则补差资助。 

三、后补资助 

（一）教学成果 

1.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分别后补资助

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学校排名第二按 40%，第三及

以后按 20%）。 

2.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后补资助 5.0

万元、3.0万元、1.0万元（学校排名第二按 30%，第三及以后按

15%）。 

（二）教材编著 

1.国家级规划教材或获奖教材后补资助 5.0万元（有学校署

名，共同主编按 40%、副主编按 20%、参编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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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规划教材或获奖教材后补资助 3.0万元（有学校署名，

共同主编按 40%、副主编按 20%）。 

（三）教研（改）论文 

以第一（责任）作者发表的教研（改）论文（学校具有知识

产权），按Ａ类、Ｂ类、C类期刊分别后补资助 0.5万元、0.2万

元、0.1万元。 

四、组织实施 

（一）本计划从 2021 年开始实施年度资助，由教务处、人

事处、教师工作部等单位共同解释执行。 

（二）层次资助、专项资助每年一报，差额评审，滚动支持。

年度按上年 3月 1日至当年 2月 28日计，除第一层次外，符合条

件的教师每年 3月需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人年龄以 3月 1日为准。 

（三）教务处、人事处、教师工作部和相关单位对申请人或

团队的教学成果、主持项目、教研（改）论文等进行审核。 

（四）校学术委员会将从申请人或团队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成

果、项目预期效果和绩效目标等方面，在限额控制数内，对层次

资助、专项资助实行差额评审，并对后补资助进行审核。评审结

果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学校审定后执行。 

（五）教务处加强对资助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资

助项目过程考核，建立项目全过程动态跟踪机制，并联合相关部

门按年度计划组织实施项目绩效考核，包括对项目开展情况、任

务完成情况、绩效目标及指标的达成度、项目资金使用的合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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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等方面的绩效评价。考核结果作为建设期内连续资助的依据。 

（六）资助经费可用于专业建设、平台建设、教学研究与改

革、课件制作、试题库建设、教材编写、学习资源购买与租用、

专家咨询、外出调研、教学相关会议、校外专业技能大赛等相关

会务与差旅费用、论文发表、成果评价与申报、临聘人员劳务费、

实验材料费、本科和研究生培养相关费用等。资助经费原则上不

得用于两用物资购置。 

（七）获教学团队培育资助者，团队成员所获层次资助、专

项资助和后补助经费一并划入团队，由团队负责人统筹协调使用。 

（八）获专项资助项目，依据其持续推进情况进行中期考核，

未达到项目基本要求者，停止资助，收回所有结余经费，三年内

不得再申请该类资助。 

（九）入选第一层次人员，对本科教学工作量不作硬性要求。

不符合一流名师培育条件而又在教学科研上表现优秀的中青年教

师，可由校长办公会提名推荐，单列培育资助。 

（十）同时入选本计划和学科建设双支计划者，不得重复资

助，可享受就高资助，不占本资助层次人数限额。获得层次资助

和名师培育资助的教师，每年应积极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主持（研）

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或国家基金、编写教材或教辅资料、主持

教研活动、开展课堂教学公开展示、参加专业和课程建设、申报

教研（改）项目、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和科创活动等。 

（十一）学校每年投入不超过 2000 万元经费用于本支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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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若资助经费总额超过当年预算总经费时，则按实际折算比例

予以资助。通过持续资助，使得学校教学名师越来越多、教学项

目越来越多、教学成果不断涌现。 

 

附件：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论文期刊分类目录（2020年版） 

 

                                 
                          四川农业大学  

                            2020年 6月 9日 

 

 

 

 

 

 

 

 

 

 

四川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6月 9日印发 

 



 — 13 —   

附件：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论文期刊分类目录（2020年版） 

Ａ类期刊（22种） 

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中国高等教育 教师教育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中国教育学刊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 课程·教材·教法 教育学报 

教育与经济 教学与研究 全球教育展望 

复旦教育论坛 高教探索 思想教育研究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大学教育科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B类期刊（60种） 

江苏高教 外语电化教学 外语与外语教学 

高校教育管理 外语教学与研究 现代大学教育 

心理发展与教育 教育科学 现代教育技术 

中国电化教育 开放教育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 

语言教学与研究 远程教育杂志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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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外国教育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世界汉语教学 外语教学 教育研究与实验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历史教学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C类期刊（60种） 

中国大学教学 教育科学研究 现代教育管理 

当代教育与文化 黑龙江高教研究 化学教育 

高教发展与评估 当代教育科学 教育与职业 

实验技术与管理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成人教育 中国健康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 

生物学教学 思想政治课教学 人民教育 

研究生教育研究 上海教育科研 现代远距离教育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科版）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民族教育研究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化学教学 

教育理论与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数学教育学报 

教育学术月刊 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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