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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与长江相汇而生重庆，人文与科学相济而衍重大。心系家国、达济天下的民族情怀，始终在重庆大学的血脉中奔涌流淌。
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是重庆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行动和实际举措。
当重庆迈入发展新时代，扎根巴渝大地办教育、服务社会为民生的重庆大学紧紧围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坚持“创新驱动、内涵发展”，以

只争朝夕、昂扬拼搏、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为重庆市提供优质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服务，推动重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带动学校“双一流”建设
取得良好成效。

超快、瞬态，通过时间尺度和物理尺度的有机结
合，可以观测到粒子的一些基本运动过程和轨迹，这
种探测方式称之为超瞬态。

重庆大学正在进行的超瞬态物质科学实验装置，
是重庆首个大科学装置，其建成后将是国际领先并具
有独创性和先进性的基础研究装置。这种听起来就
高大上的装置，可提供极端微观的条件下探测物质的
手段和条件。

未来哪些领域可以应用超瞬态科学装置？“超瞬
态探测手段极具前瞻性和创新性，可运用于一些化学
反应的过程、分子的运动、生命科学中生物分子的迁
移、新型和未来电子的器件的设计和分析、精细表面
材料的分析表征等。”明炬说，重庆大学正着力打造世
界一流材料表征研究平台，建设世界首台8字形交叉
大型光源和超瞬态电子显微集群，推动重庆市先进材
料科学、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纳米科技、航天航空科
技等基础前沿科技发展。

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我国原始性创新能力、积累
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

条件。这对于“双一流”高校建设来说，重要性也不言
而喻。

基础研究怎么发力？数据显示，重庆大学拥有国
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基地14个、省部级科研
基地96个，拥有以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国
家级科技人才112人次，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
新研究群体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团队46个。

在强大的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基础上，近年来，
重庆大学认真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始创新，促进学科交
叉融合，持续产出一批标志性学术成果。目前学校
ESI全球排名前1%学科数达到9个，工程学科持续
稳定在ESI全球排名前1‰。

事实上，重庆大学在中国科技史上产生了许多个
第一：第一次前往北极进行科学考察；设计出第一座
35千瓦短波电台；研制出第一批五棓子棓酸塑料；第
一次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第一次发现3亿年前古生
物——节甲类鱼化石；参与了第一次载人航天工程、
第一次探月工程、第一颗地球同步静止轨道卫星的重

要科研工作；研制出第一台±0.1角妙高精度光电圆
刻线机、第一台工业无损检测机（ICT）；荣获第一个
山地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国家科技进步奖；制定第一
部国家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月球上种植出第一株
植物嫩芽……

如今，在脑与类脑科学、量子材料、智能制造等领
域，重庆大学也组建了研究中心，提前布局新兴研究
领域和方向；并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支持保
障体系，发挥新材料、智慧能源、绿色建筑等优势特色
学科，积极谋划前沿科学中心……正是由于抢抓创新
驱动发展的重大机遇，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和国家及区域重大需求，重庆大学的科技
实力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原创性高水平学术成果快
速增长。

数十年风雨兼程，历经数代重大人的拼搏奋斗，
2017年9月，重庆大学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类）”。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重庆大学全
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的重要指示要求，全面对接重庆市“筑巢引凤”工
程，大力实施“英才汇聚计划”，引进和培育重庆急需
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领军人才、学术带头
人、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和创新团队，围绕“智慧能源”

“先进制造”“新型城镇化”三个“双一流”建设重点学
科群，以“双一流”建设取得的实际成效，更好服务重
庆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八项行动计划”。

正是由于抢抓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机遇，坚持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和国家及区域重大
需求，10年来，学校承担国家重大项目能力显著提
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量总计 6934 项，获准
1830项，其中2018年国家自然基金申报量突破千
项；校科研经费实现快速增长，10年累计87亿多元，
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各级各类奖励，其中荣获国家科技
奖励 22项；发表论文数量逐年增长，在《Nature》
《Science》《Cell》三大刊及子刊上发表研究成果40
余篇，发表在SCI一区和二区等期刊上的高水平论文
保持快速增长。

顶天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2017年9月，重庆大学正式成立前沿交叉学科
研究院（简称“前沿院”），这个建设宗旨为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聚集海内外优
秀人才开展前瞻性创新性研究的前沿交叉研究机构，
是重庆大学的“人才特区、创新特区”。

怎么个特区法？“比如，在对他们的考核上，按照
团队考核，并且以一个聘期或三五年为限，而不是一
年考核一次。”谈及科技创新体系，重庆大学副校长明
炬感慨万千。他说，“像数学、物理、材料、生命科学
等，做的研究可能是5年、10年后才会应用，所以用这
样的方式给团队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潜心做研究。”

因此，前沿院实行相对独立的人事管理权和财务
管理权，中心主任负责制、单列研究生招生指标等政
策，瞄准重大原始创新项目，组建专职科研队伍，创新
运行体制机制。

创新的制度带来创新的成果。目前，该院的“跨
尺度多孔材料研究中心”，整体引进国际上具有顶级
水平的功能材料研究团队，凭借国际领先的低剂量电
子显微成像新技术，将促进材料学、化学、物理等学科
交叉融合，进一步巩固重庆大学在高分辨材料表征方
面的国际领先地位和优势特色。此外，还引进欧洲科
学院院士Mondher Bouzayen教授，瞄准植物学研
究国际前沿，构建植物（番茄、芥菜等）功能基因突变
体库，打造全球该领域最重要研究基地之一。以“前
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为载体，重庆大学聚焦科技前沿
和未来产业发展，积极培育大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的增长点，并在新材料、智慧能源、绿色建筑
等优势特色学科领域，积极谋划建设前沿科学中心。

然而，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只是重庆大学“1+5”
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成员之一。自2013年始，重庆大
学便开展科研组织模式和科技创新体系的重构，面向
国际科技前沿、国家发展战略、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构建起“1+5”科研创新体系。

其中，“1”是指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从事管理服
务工作），“5”即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先进技术研究
院、产业技术研究院、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国际联
合研究院5个科研实体。瞄准新材料等军民融合产
业技术协同创新，提升军民融合创新能力，重庆大学
与璧山区联合成立先进技术研究院；瞄准长江经济
带、内陆开放高地建设需求，重庆大学与九龙坡区联
合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积极开展技术转移、成果孵
化、校企合作，以提升区域经济支撑能力；瞄准新型城
镇化、三峡库区建设需求，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建
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落户在沙坪坝区；瞄准“一带一
路”、中韩、中新（加坡）项目，提升国际科技合作能力，
重庆大学与沙坪坝区即将联合成立国际联合研究院
……“1+5”体系系统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工
程实践、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的科研全链条组织模式，
实现从原始创新到应用实践的全覆盖。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此，重庆大学副
校长明炬表示，城市发展需要高校增强源头创新能
力，提供高质量的科技供给。“1+5”体系正是为发挥

重庆大学科技创新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服务
及引领作用，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汇聚创新人才，并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开放格局。

挖潜和拓展，二者并举。“今后，‘1+5’体系还将
向‘1+N’拓展。”明炬介绍，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深入实施和“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重庆大学将不
断创新机制体制改革，加速基础研究成果向技术和产
品、服务转化，以优质的项目带动优质教师队伍培养，
产出更多优质的科研成果，形成良性的循环。

重构“1+5”到“1+Ｎ”的科技创新体系

红色外衣、黑色长裙，这个仿人型的“美女”，
是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研发的迎宾机器人“渝
娇”。

“渝娇”集视觉、语音识别、智能运动控制技
术于一身，“她”的头部可以自由转动，与人进行
语言交流，进行迎宾导览服务。“她”还可以对人
脸进行识别及跟踪。如果事先对“她”输入了客
人的人脸数据，当客人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就
能准确“认”出。

智能书法雕刻机器人、智能扫雪机器人、中
药自动配药机器人、隧道电缆巡检无人机……在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重庆大学36
项科技成果亮相，涉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
健康、智慧教育、智慧能源和智能检测等多个领
域，为观众展现了高校在人工智能的前沿研究和
科研探索的魅力所在。

“当前，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5G技术，
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学院院长宋永端
介绍，学院以校企结合的方式成立了星际（重庆）
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开展高端智能装备的基础
创新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集合了百余项知识产
权成果，还与企业深度合作，推动高端智能装备
向便民惠民方向发展。

城市孕育大学，大学滋养城市。90年的办
学历程中，重庆大学始终与重庆相伴相随、互助
并进，以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
逐渐积淀并形成了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匹配的
两大优势特色学科专业体系，为国家和区域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一是逐渐形成了采矿、冶金、材料、机械、电
气、动力、自动化、通信、计算机等西部唯一与工
业体系配套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二是形成了城
乡规划、建筑、风景园林、土木、给水排水、城市环
境、建设与房地产管理等西部唯一与城乡建设体
系配套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有力地支撑了西部
工业发展和城乡建设。

近年来，为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学校还不断优化学科结构布局，
陆续成立了航空航天学院、药学院、大数据与软
件学院等，先后开设了重庆市急需的大数据、人
工智能化、景观建筑设计等30多个本科专业，并
着力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山地城
镇规划与建筑科学、三峡库区环境保护等学科，
进一步提升两大学科专业体系的优势。

回溯来路，不忘“复兴民族”之初心；展望未
来，铭记“誓作前锋”之担当。为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重庆大学积极作为，如以

重庆大学为第一共建单位的中国工程科技发展
战略重庆研究院，聚焦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坚持“既顶天、又立地”的思路，为政府决策提供
准确、前瞻、及时的建议；在推动高端智库建设方
面，重庆大学还积极建好“地方政府治理协同创
新中心”，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难题建言献策，培
养实践型人才服务于政府部门；在三峡库区的安
全稳定运行与长江大保护方面，重庆大学组建了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在城镇面源污染控制、库区特种污染物控制、库
区建筑节能与热舒适等多个方面取得系列研究
成果；在开展智慧建造、海绵城市、乡村治理等方
面，重庆大学建立了重庆多尺度空间互补的海绵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为建设高水平医学人才基
地，重庆大学成立了医学高等研究院和医学院，
坚持医工交叉融合、高起点、有特色的医学学科
发展之路，打造一流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创新
平台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累计承担和参与各级
各类科研项目4万余项，产生了90余项国家科技
奖励，数千项科研成果为服务国民经济的建设和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介
绍，预计到2020年，重庆大学在智慧城市、智慧
能源与装备、医疗健康、生物农药、新能源汽车等
重点领域和行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横向科技服务
本地化率将不低于50%，成为引领西部科技研
发、成果孵化、学术交流的标志性创新基地。

铭初心，聚众力。“新时代、新起点。党的十
九大召开以来，重庆大学继承弘扬光荣传统，主
动服务地方，为重庆改革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周旬表示，重庆大学将继续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总书记视察重庆时的重要讲话，再接再厉、
继续奋斗，努力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有“重”的
地位、“大”的作为，在全市高校发展中发挥带头
作用、带动效应，在全国高校“双一流”建设中提
升综合竞争力、突出鲜明特色性；要持续提高办
学质量，注重学科设置的贴近性、人才培养的适
应性、科研成果的转化性、办学理念的开放性，走
内涵式发展道路；以更加包容开放的胸怀、改革
创新的行动，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更
好地助推国家和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让重大之根
深扎重庆土壤，让重大之声响彻中国大地，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赵深艳 罗璇 粟萤子
图片由重庆大学提供

立地 为服务社会民生做出积极贡献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联合学院学生在交流

重温初心引九秩薪火 大有可为领创新时代
——积极推进“双一流”建设 重庆大学打造服务地方的人才、智力“双引擎”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红在指导学生

重庆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

原重庆大学

1998年，成为国家“211”工程重
点建设高校。

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
发展历程

1997年，学校被确定为全国示范
性高等工程专科重点建设学校。 三校合并之后

201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建校90周年华诞。

1994年，更名为重庆建筑大学。

重庆建筑大学发展历程

192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成立并正式开学。

1933年，迁入沙坪坝校址。

1935年，成为四川省立重庆大学。
1942年，成为国立重庆大学。

1946年，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商、法、医6个学
院的综合性大学。

1952 年，经 全 国 院 系 调
整，成为高教部直属的以
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

1960年，成为全国重点大学。

1952年
重庆土木建筑学院成立。

1954年，更名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1978年
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197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
设工程兵第一技术学校成立。

1983年，集体转地方，更
名为重庆建筑专科学校。

1992年，更名为重庆建筑高
等专科学校。

2000年5月31日，原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
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成为新的重庆大学。

2000年，重庆大学研究生院获准设立。

2001年，成为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2004年，确定为中央直管高校。

2005年，虎溪新校区投入使用。

2017年，成为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

2019年，肿瘤医院划转为重庆大学直属管理。

大
事
记

美丽的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复生和学生交流

90年栉风沐雨，90年砥砺奋进。
历经风云激荡，见证岁月浮沉。10月12

日，重庆大学迎来建校90周年华诞。
“五四”运动的浪潮穿越巴山叠嶂，席卷

西南大地。时局激荡，大国崛起急需新知，
华夏图强渴盼栋梁。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呼
唤中，1929年10月12日，循世界近代大学之
制度，振民族复兴之木铎，重庆大学正式成
立。

“人类之文野，国家之理乱，悉以人才为
其主要之因。必人才辈出，然后事业日新，
必事业日新，然后生机永畅。”建校之初，以
留学归国知名学者为主的学校创办人，便以
卓越的远识立下“建完备弘深之大学”的办
学目标，提出“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
邦、振导社会”的办学理念，成为重大精神的
标志和根源，激励和影响着一代代重大人。

群贤毕至，大师云集。自上世纪30年代
初起，学校便以振兴社会经济、造福乡梓之
需设置系科，广揽名师巨匠来校任教，建立

《重庆大学训育及管理办法》《教员延聘细
则》等各种管理制度。

启兹天府，积健为雄。嘉陵江畔，草木
欣欣，书声琅琅。1935年重庆大学成为省立
大学，1942年成为国立大学，到1946年学校
已成为文、理、工、商、法、医综合性大学，历
经抗日战争、解放时期等波澜壮阔的爱国运
动，涌现出大批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

哪里需要建设，哪里就是重大人履行
“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战场。回顾重庆大
学90年的办学历史，有建校先贤“建完备弘
深之大学”的赤子初心，有抗战烽火年代与
中华民族的休戚与共，也有一代代重大人投
身祖国建设大潮的芳华岁月，谱写着一曲曲
复兴民族、誓作前锋的不辍弦歌。1998年，
重庆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的行列；2000 年，原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
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了新的
重庆大学；2017 年重庆大学入选首批国家

“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被列入国内36所世
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之一。

今天的重大，已发展为A、B、C、虎溪4个
校区 7 个学部，成为拥有理、工、经、管、法、
文、史、哲、教育、艺术等10多个学科协调发
展的综合性大学；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7人，
国家级人才90名，全日制在校学生46000余
人（研究生19000余人），是享誉全国的人才
摇篮。

今天的重大，学科专业覆盖国家工业生
产、实业制造等绝大多数行业领域，培养出
40余位两院院士，造就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
领军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和储备了大
批骨干力量；今天的重大，瞄准国家战略发
展，积极投身经济社会服务，近年来承担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千万元以上项目数
十项，与企业开展科研项目合作数千余项
……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一流高等
学府。

初心不改，扬帆奋楫；薪火相传，弦歌不
辍。乘长风，破巨浪，挺立潮头志报国家！
迈入新时代的征程，重庆大学将紧扣国家大
战略、地方共建设的时代脉动，共商发展大
业，凝心聚力、踔厉奋发，为国家和重庆市经
济社会发展再创佳绩，同谱未来华章！

（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史办公室）

扬帆奋楫
誓作前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