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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干部培训课程

联系我们

同济大学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Tel： 021-55571296 Fax：021- 55571296

联系人：张亮 M p：15800823486

本手册为同济大学干部培训概述，合作方如

需具体项目培训时，我们将设计具有针对性的、

完善的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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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背景

2018 年 12 月 19—21 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 5G 基建、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作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首次提出“新基建”的概念。

随后，中国官方对于“新基建”的部署逐步深入，特别是进入 2020 年。1 月 3

日，2020 年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提出，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

政策 。此后多个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 5G 网络建设等作 为了 2020 年的投资

重点，部分省市还明确了 5G 基站的建设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高层对新基建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2 月 14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

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加大试剂、药品、疫苗研发

支持力度，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 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 5G 网络、数据

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21 世纪经济报道》统计，截至 3 月 1 日，包括北京、

上海、江苏、福建、河南、重庆等在内的 13 个省市区发布了 2020 年重点项目投

资计划清单，包括 10326 个项目，其中 8 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 33.83

万亿元——其中，基建投资是各地投资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地区基建计划

投资额甚至占到了总投资额的一半以上。

“新基建”主要指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

施，简单来说，就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但是——与“老基建”不同，新基建

带火了大数据、AI，它有着更高科技技术的支撑，涵盖 5G 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领域，是老基建无法比

拟的。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基建不仅将能源、交通、网络通信、电力行业将带来

重大变化，而且包括互联网、智慧城市、医疗、教育、物流、零售、制造业在内的

几大行业将迎来巨变。

聚焦新基建领域产业机遇，同济大学将根据需求量身定制以“新基建”为专题

的培训课程，享受最权威前沿的发声，把握时代脉搏，通透再发展之道。本手册课

程内容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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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程内容

备注：以下为暂定课表，最终已实际确认为主。

课程名称 课 时 授课方式 讲 师

《“新基建”相关政策解读》 0.5 天 面授 周汉民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区域发展》 0.5 天 面授 夏 雨

《“新基建”与智慧城市》 0.5 天 面授 吴志强

《“新基建”概念所带来的机遇》 0.5 天 面授；线上 叶继涛

《基于新基建区域和行业需求的统筹规划要点》 0.5 天 面授；线上 何子文

《“新基建”不同类别的主体与形式变化》 0.5 天 面授；线上 周向红

《“新基建”未来投融资之法律模式》 0.5 天 面授；线上 周军胜

《信息化及智能化管理建设规划》 0.5 天 面授；线上 杜豫川

《发展数字新基建,打造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

的 产业创新引擎》
0.5 天 面授；线上 李 颖

《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的数字经济时代》 0.5 天 面授；线上 郭梅君

《人工智能帮助新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 》 0.5 天 面授；线上 戴明朝

《人工智能技术在交通中的应用》 0.5 天 面授；线上 杨晓光

《城际高速路与城际轨道交通建设》 0.5 天 面授；线上 杨龙才

《区块链生态系统迎来的未来发展趋势》 0.5 天 面授；线上 刘 瑶

《5G 引领新基建赋能新应用》 0.5 天 面授；线上 黄海清

《建设大数据中心:互联网时代的“粮仓”》 0.5 天 面授；线上 陆 雷

《加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 0.5 天 面授；线上 刘欣宇

《我国物联网发展及建设思考》 0.5 天 面授；线上 陈 明

《积极探索 EPC+F 推动新基建发展》 0.5 天 面授；线上 熊 伟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 0.5 天 面授；线上 余卓平

《科技的基石-特高压建设》 0.5 天 面授；线上 卢琦琳

现场教学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上海国际嘉定汽车城

智慧湾科创园

临汾社区社区大脑

http://www.banyuetan.org/jj/detail/20200403/1000200033136091585878806640445557_1.html
http://www.banyuetan.org/jj/detail/20200403/1000200033136091585878806640445557_1.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GI4jKxTQjGSIA7S550SnX0OJcQnC6HWIfIkfYMDDqyinGaOXj-M0URkxj5PmvjTrybxH4keNTH03ga2mk6PWG_
http://www.baidu.com/link?url=QQyq1Y5W6CcMdafuJfA-ArB3y13yGL28PyU84XpOJSh6q3dn0CSpX24t5bIBRrS8wTVdt8kXT-yFcXK_sDK05rJI4UNPNhIW8QBT34b9ah_
http://www.baidu.com/link?url=0zgcGbD5sacDZgjHU9D1SYVq6xKHjVeRMXWYWU_RSu0p2ykbRlYrRvo0opxZEBsPtMEPW5bD8JuAXOnSEk1DozsqEqlcMLHcyYdQELEoOMe
http://www.baidu.com/link?url=Tzu1i5JPEAlpJlB5wF_ErmHy-Mk05vxIVATE-Gn1haUfpEss3SCMZeJ73W46Pfat8pdtIj2qfam2rfim6mu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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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讲师简介

周汉民 老师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

夏 雨 老师

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历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副处级秘书、副处长，

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主任、综合规划室主任兼工业区管理处处长，副巡视员兼综合规划室主

任，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长。

吴志强 老师

吴志强，男，1960 年生于上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德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瑞典皇

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综合方

案总规划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城乡规划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曾任全国城乡规划学专业指

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规划院校联合会主席，世界规划院校联合会首届联席主席。获得全国

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世博全国劳动模范和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全国城市规划优秀科技工作者、上海市科技精英和领军人物等荣誉称号。曾获多项国家级、教

育部、建设部、科技部和上海等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国内外诸多规划设计重要奖项。2016 年，

获评首批规划领域的"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2017 年 11 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志强长期坚守在城市规划工程实践第一线，致力于推进城市规划的理性提升。针对我国

城镇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建设问题，他积极探索规划技术的数理分析新方法，剖析城市发展内

在规律，模拟推演规划效果，科学评价规划决策，系统优化规划方案，不断研发"以数明律、

以流定形"的规划方法，逐步建立了"理性规划"的理论框架，取得了理性规划理论与方法的重

大成就，在系列重大城市规划工程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城市规划的理性化做出重大科学

贡献。

杜豫川 老师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 Journal of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副主编、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秘书长、中国公路学会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公路学会交通工程分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理事、上海市公路学会学术委

员会秘书长，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交通运输部青年科技英才、上海市浦江人

才计划，获第十一届中国公路青年科技奖。

陈 明 老师

陈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副院长，工业4.0-智能工厂实验室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协会

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大数据下的PLM技术、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的MES技术，大型设备的

远程诊断、产品数字化开发技术。

李 颖 老师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巡视员。

http://www.baidu.com/link?url=2uXXFJk-wAg674u70J-kuUtp3v_dkw8-pPigb7d3EMIsQ9996HGJiapP4ln0LPHKrmZwN3zDzXWe6jRjt_biHj3kGbOVm9To-2AjbjmsutY46YaPHdSlUs2ArdXUkL0z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C%E6%B5%8E%E5%A4%A7%E5%AD%A6%E4%B8%AD%E5%BE%B7%E5%B7%A5%E7%A8%8B%E5%AD%A6%E9%99%A2/330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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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红 老师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同济大学MPA教学管理中心主任

智慧城市与电子治理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公共事务研究会副会长

荣获2017上海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工匠”、“领军先锋”、“2018中国智慧城市十大先锋

人物”，长期从事宏观管理与政策分析教学与研究工作，目前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公共

服务领域应用及管理模式创新。已主持或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上海市及国家省部级、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多项研究课题。

余卓平 老师

198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获同济大学机械专业学士学位，1985年获得同济大

学工程机械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获得清华大学汽车设计与制造专业工学博士学位。1985年开

始在同济大学执教，曾赴德国布伦瑞克汽车研究所、大众汽车公司研发部、达姆斯达特大学汽

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任同济大学校长助理、汽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燃

料电池汽车及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节能与环保汽车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学术

带头人，长期从事车辆工程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的社会兼职有国家教育部科技委学部

委员、国家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新能源汽车准入专家委员会

委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智能交通分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汽车节能与安全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汽车动态

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

员、上海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汽车工业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专家库主任委员、上海

市嘉定区人大副主任等。

叶继涛 老师

叶继涛，上海弘鲲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财政部 PPP 基

础专家库专家，复旦大学全融管理硕士。曾任职于上海市发展战略研究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中国投资咨询公司（研究总监）。发表文章上百篇，参与和承担的研究与咨询项目近

百个，在 PPP（特许经营）、投资咨询与管理、宏观政策分析、因区规划与产业发展、公共政

策等领域具有丰富的政策研究和咨询经验。

何子文 老师

易知天下“创新国际文化推广机构首席顾问、中国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管理研究院国

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房地产策划师资格认证专家、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交大安泰经济学院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西南交大客座教

授、云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客座教授。

周军胜 老师

国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C%E6%B5%8E%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E5%A4%A7%E5%AD%A6/1117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C%E6%B5%8E%E5%A4%A7%E5%AD%A6/1335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C%E6%B5%8E%E5%A4%A7%E5%AD%A6/1335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A1%E9%95%BF%E5%8A%A9%E7%90%86/41094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6%8E%88/182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3%AB%E7%94%9F%E5%AF%BC%E5%B8%88/110511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87%83%E6%96%99%E7%94%B5%E6%B1%A0%E6%B1%BD%E8%BD%A6%E5%8F%8A%E5%8A%A8%E5%8A%9B%E7%B3%BB%E7%BB%9F%E5%B7%A5%E7%A8%8B%E6%8A%80%E6%9C%AF%E7%A0%94%E7%A9%B6%E4%B8%AD%E5%BF%83/9950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87%83%E6%96%99%E7%94%B5%E6%B1%A0%E6%B1%BD%E8%BD%A6%E5%8F%8A%E5%8A%A8%E5%8A%9B%E7%B3%BB%E7%BB%9F%E5%B7%A5%E7%A8%8B%E6%8A%80%E6%9C%AF%E7%A0%94%E7%A9%B6%E4%B8%AD%E5%BF%83/9950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6%E8%BE%86%E5%B7%A5%E7%A8%8B%E4%B8%93%E4%B8%9A/26309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B1%BD%E8%BD%A6%E5%B7%A5%E7%A8%8B%E5%AD%A6%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B1%BD%E8%BD%A6%E4%BA%BA%E6%89%8D%E7%A0%94%E7%A9%B6%E4%BC%9A/451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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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朝 老师

广鉴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博士,正和岛专家,思本经济首倡者。

杨龙才 老师

杨龙才，博士，博士生导师，副研究员，2005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近

年来主要从事高速铁路路基变形控制理论与技术、提速条件下既有线路基的评估与整治、城市

轨道交通土工结构的设计理论与施工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 EI

检索 15 篇。参编《铁路路基工程》、《高速铁路路基工程》、《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工程》、

《高速铁路路基不均匀沉降及控制理论与技术》、《城市轨道路基工程》等多部教材或专著。

主持完成了上海市自然基金课题、铁道部科技开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

金项目以及上海铁路局科委科技开发项目等多项纵向课题；参与完成了国家 863 计划项目、国

家自然基金项目、铁道部科技开发项目、曙光计划项目等多项课题。并结合我国的高速铁路建

设以及上海、南京、沈阳、苏州等地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完成了多项横向研究课题。

刘 瑶 老师

上海嘉银金科副总裁，董事。上海嘉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北大华东校友会理事。上海交大安泰 MBA，交大安泰 MBA 理事，

安泰 MBA 面试官、职业导航导师，安泰 MBA 创业俱乐部负责人。上海交大铸人计划校友导师。

交大南加州文创学院产业导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MBA《供应链金融》课程教授；微博专业大

V 知名财经博主，资深网络营销专家；阿里学院网络营销特约讲师；MBA 专业辅导泰祺教育创

业俱乐部负责人。上海市江苏商会青年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市信息行业协会知联会副会长。

黄海清 老师

德拓联合创始人&CEO。

杨晓光 老师

1959年9月出生于宿迁市宿城区，中共党员，毕业于同济大学，现任同济大学交通工程学

科教授。

陆 雷 老师

上海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

熊 伟 老师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

学系,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Oliver Hart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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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教学

1、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2018 年 4 月 12 日，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正式揭牌。

该中心将构建全市数据资源共享体系，制定数据资源归

集、治理、共享、开放、应用、安全等技术标准及管理

办法，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跨业务的数据共

享和交换。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的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国家大数

据发展的方针政策，做好上海大数据发展战略、地方性

法规、规章草案和政策建议的基础性工具。该中心承担制定政务数据资源归集、治理、共享、

开放、应用、安全等技术标准及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同时，推进上海政务信息系统的整合共

享，贯通汇聚各行、各行政 部门和各区的政务数据。

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将承担政务数据、行业数据、社会数据的融合工

作，开展大数据挖掘、分析工作，承担全市政务云，以及上海政务网的建设和管理，指导各区、

各部门数据管理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全市数据安全、数据管理的绩效评估和督查工作。

2、上海国际汽车城

上海国际汽车城是上海市政府“十五”计划中的

重点建设项目。作为西部的综合性汽车产业基地， 它

将与东部的微电子产业基地、南部的石油化工基地、

北部的精品钢铁基地共同构成上海“东南西北”四

大产业基地。

上海国际赛车场、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一期）、

机动车检测中心（一期）、二手车交易市场（一期）、汽车展示贸易街等一批功能性项目和城

市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落成并投入营运。

上海国际汽车城位于安亭地区，地处长三角的枢纽区位，是上海的西大门。上海国际汽车

城自 2001 年启动建设以来，从原先 68 平方公里规划，（包括核心区、整车和零部件配套制造

区、国际赛车场、教育园区和安亭新镇区等五大区域，）已扩展至 98 平方公里，并将新能源

汽车作为二次发展的重要支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5%B8%82/1277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5%B8%82/1277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7%94%B5%E5%AD%90%E4%BA%A7%E4%B8%9A%E5%9F%BA%E5%9C%B0/61062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5%9B%BD%E9%99%85%E8%B5%9B%E8%BD%A6%E5%9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C%E6%B5%8E%E5%A4%A7%E5%AD%A6%E5%98%89%E5%AE%9A%E6%A0%A1%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9F%BA%E7%A1%80%E8%AE%BE%E6%96%BD/77882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9F%BA%E7%A1%80%E8%AE%BE%E6%96%BD/77882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4%BA%AD/52821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4%B8%89%E8%A7%92/32889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83%BD%E6%BA%90%E6%B1%BD%E8%BD%A6/21495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83%BD%E6%BA%90%E6%B1%BD%E8%BD%A6/214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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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湾科创园

2016 年 9 月 9 日，宝山区一号创新带启动仪式暨

智慧湾科创园开园仪式正式举行，宝山区区委书记汪

泓、区长范少军、副区长夏雨等一行参加了开园仪式。

园区位于宝山区蕰川路 6 号，总面积 200 亩，前

身为重庆轻纺集团下属上海三毛国际网购生活广场，

2015 年 11 月由上海科房投资有限公司接管，分三期进

行转型升级改造，立志建设成为宝山区新地标。

智慧湾科创园毗邻藻浜，风景秀美，环境怡然，开放式园区与沿湾、露台、绿化、码头巧妙

融合，是上海第一水湾生态型创意园。园区以张江示范区创客加为服务品牌、以创新创业为服务

目标，联合上海大学、中科高等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聚焦 3D 打印、智能制造、VR/AR、人

工智能等领域，倾力打造专业化众创空间。智慧湾科创园已与上海大学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智慧湾国际创新园，立足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和产学研合作。

智慧湾科创园作为“一号创新带”的核心成员，将在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和宝山区的领导下积

极发挥引领、联动和示范作用，服务于宝山区和“一号创新带”。

4、临汾社区社区大脑

静安区是“上海市大数据促进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

试验区”，临汾路街道作为“上海大数据应用创新工程项

目”试点街道之一，率先建成能分析、能判断、能指挥、

能协调、能处置的“社区大脑”平台。

临汾路街道作为试点街道按照区委、区政府智慧城市

示范工程的部署，围绕“非机动停车库、重点部位井盖、

食药品储备间安全、消防安全警报、生命安全监测、人员

高密集信息警报”等 12 个领域，通过安装门店巡查系统、小区巡查系统、街面巡查系统、违建巡

查系统、热线工单系统、值班系统，实现“全覆盖、全要素、全天候、全过程”的“法治化、社会

化、智能化、标准化”的城市网格管理机制。

目前临汾路街道感知器部署的总数为 322 个，针对 12 个应用场景，通过感知网、视频采集、

外部数据的多维叠加，结合街道自身的管理数据，目前临汾街道物联网管理中心共累计了 360 万

条数据，数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累计，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手段，进行数据关联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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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介绍

同济大学概况

同济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在百余年办学历程

中，始终注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功能均衡发展，综合实力位居国

内高校前列。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 1907 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翌年改名同济德文

医学堂。1912 年与创办不久的同济德文工学堂合并，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23 年正式定名

为大学。1927 年成为国立同济大学，是中国最早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同济大学经过六次搬迁，先后辗转浙、赣、桂、滇等地，1940 年迁至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坚持办学。

1946 年回迁上海以后，发展成为以理、工、医、文、法五大学院著称的综合性大学。1952 年院系

调整，同济大学原有的医、理、文、法、测绘、机电、造船等优势学科或支援其它高校，或整体搬

迁内地。同时，全国 10 多所大学的土木建筑相关学科汇聚同济，使之成为国内土木建筑领域规模

最大、学科最全的工科大学。1995 年，实现由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建”。1996 年，上海城市建设

学院和上海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并入。2000 年，与上海铁道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同济大学。2003

年，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划归同济大学管理。2004 年，列为中组部直管高校。2007 年建校百年之际，

同济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特色鲜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2013 年，学

校提出“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愿景。

同济大学始终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崇高使命和责任，确立了“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

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努力使每一位学生经过大学阶段的学习、熏陶以后，具有“扎实基础、实践能

力、创新思维、国际视野、社会责任”五方面综合特质，成为引领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精英与社会栋

梁。创校至今，先后培养了 30 余万名毕业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社

会活动家、企业家、医学专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校友中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的有

140 余人。

同济大学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多功能振动实验中心”、国内第一个“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

心”、国内第一个“城市轨道交通综合试验平台”、国内第一个“海底观测研究实验基地”等一批

重大科研平台。先后承担了一系列国家重大专项、重大工程科研攻关，取得了大跨度桥梁关键技术、

结构抗震防灾技术、城市交通智能诱导、城市污水处理、新能源汽车研发、国产化智能温室、大洋

钻探、心房颤动分子遗传学等标志性科研成果。

秉承“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优良传统，学校长期注重发挥优势学科和基础研究的溢出

效应，不断拓展社会服务的形式和领域，积极为国家和地方社会建设发展作出贡献，为国内桥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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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水环境治理、抗震救灾、洋山深水港、上海世博会、崇明生态岛、新

能源汽车等重大战略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学校与地方政府联合推动建设“环同济知识经

济圈”，产值从初期 2005 年的不足 30 亿元发展到 2015 年的 305 亿元，开创了“三区融合、联动

发展”校地合作的典范模式。

学校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在对德为主的合作基础上，发展为以对欧洲合作为中心，拓展北美、

辐射亚非的布局，先后建立了中德、中法、中意、中芬、中西、联合国等 8 个国际化合作平台学院，

与 200 多所海外高校签订合作协议，与大众、西门子、拜耳和 IBM 等众多跨国企业共建了研究中心。

学校先后发起成立了“中国绿色大学联盟”和“国际绿色校园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当选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学合作联盟主席，是亚太地区第一所被授予“全球可持续校园

杰出奖”的高校。

截至 2015 年 12 月，同济大学设有 38 个学院（系）和二级办学机构，7 家附属医院，6 所附属

中小学。有四平路、嘉定、沪西、沪北等 4 个校区，占地面积 2.56 平方公里，校舍总建筑面积 1717235

平方米。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17474 人，硕士研究生 13812 人，博士研究生 4524 人。另有外国

留学生 3814 人。拥有专任教师 2770 人，其中专业技术职务正高级 930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9 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8 人（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1 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 人，美国工程院外籍

院士 1 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1 人。中组部“千人计划”学者 39 人，教育部“长江计

划”特聘（讲座）教授 33 人，“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含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23 人，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8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5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 5 个，教育部

创新团队 7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6 个。

学科设置涵盖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哲学、文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等 10

个门类。现有本科招生专业 76 个（其中 50 个专业按 17 个专业大类招生），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点

涵盖一级学科 54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17 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 26 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

涵盖一级学科 31 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 3 个，博士后流动站 25 个。其中，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3

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 7 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培育）3 个，上海高校一流学科 17 个。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 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5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及 28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今天的同济大学正满怀豪情，朝着“建设以可持续发

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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