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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荫国家“211工程”和

“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荫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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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湖南大学享有野千年学府袁百年名校冶之誉

姻 办学起源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 976年)
创建的岳麓书院

姻 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
姻 1937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十余所国立大学之一
姻 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校名

姻 校训院野实事求是尧敢为人先冶
姻 校风院野博学尧睿思尧勤勉尧致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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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

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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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年环境科学 ESI发布袁 我校高被引论
文数量位列全国高校第 2位遥

3
2018年 11月 ESI论文增长比例位列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第 3位遥

15
叶武书连 2018中国 758所大学教师学术水平
排行榜曳袁我校位列A++级袁居全国第 15位遥

15
泰晤士高等教育 2019年世界大学排名袁位
列大陆高校第 15位遥

16
叶2018年野双一流冶建设高校育人质量排名曳
第 16位遥

16
2019年 4月发布的自然指数排名中袁 位列
内地高校第 16位袁位列全球高校第 87位遥

20
科睿唯安 2018年全球 野高被引科学家冶榜
单 5人袁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 20位遥

20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27项袁位列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第 20位遥

25
叶U.S. News 2019 世界大学排行榜曳袁位
列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第 25位遥

湖南大学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长沙袁校区坐落在湘江之滨尧岳麓山下袁
享有野千年学府袁百年名校冶之誉遥 学校
办学历史悠久尧教育传统优良袁是教育
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尧国家野211工程冶
野985工程冶重点建设高校尧国家野世界
一流大学冶建设高校遥

文化底蕴深厚

湖南大学办学起源于公元 976年
创建的岳麓书院袁历经宋尧元尧明尧清等
朝代的变迁袁始终保持着文化教育教学
的连续性遥 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
堂袁1926年定名为湖南大学袁1937年成
为国民政府教育部 16 所国立大学之
一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中共野一
大冶代表尧教育家李达任新中国第一任
湖南大学校长袁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校
名遥 2000年袁湖南大学与湖南财经学院
合并组建成新的湖南大学遥

培养特色显著

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袁学校继承和
发扬野传道济民尧爱国务实尧经世致用尧
兼容并蓄冶的优良传统袁积淀了以校训
野实事求是尧敢为人先冶尧校风野博学尧睿
思尧勤勉尧致知冶为核心的湖大精神袁确
立了野基础扎实尧视野开阔尧德才兼备冶
的人才培养总目标遥形成了传统文化教
育和强化实践教学的办学特色袁为国家
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野基础扎实尧思维
活跃尧适应能力强尧综合素质高冶的高级

专门人才袁许多毕业生成长为著名专家
学者尧 杰出企业家和优秀党政管理人
才袁师生中先后有 36人当选为野学部冶
委员和野两院冶院士遥学校现有全日制在
校学生 36000余人袁其中本科生 20000
余人袁研究生 15000余人遥 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豫以上遥

学校设有研究生院和 25个学院袁
学科专业涵盖哲学尧经济学尧法学尧教育
学尧文学尧历史学尧理学尧工学尧管理学尧
医学尧艺术学等 11大门类遥拥有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 27个尧 博士专业学位
授权 1个尧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6
个尧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20个尧本科招生
专业 60个袁 建有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学
科 2个尧国家重点学科二级学科 14个尧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5个遥 目前 7个学
科进入 ESI排名前 1%袁其中工程学尧化
学学科跻身前 1译袁7个学科入选国防
特色学科袁化学尧机械工程学科进入教
育部野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冶建设行列遥

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现有教职工近 4000人袁 其中
专任教师 2045 人袁 含教授和副教授
1428人袁院士 11 人尧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6人尧野千人计划冶学
者 51人尧野万人计划冶学者 20人 (含教
学名师 3人)尧 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3
人尧野长江学者冶特聘教授尧讲座教授及
青年学者 18人尧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19人遥 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23人尧 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

创新领军人才 2人尧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134人遥拥有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野创新研究群体冶4个尧教育部创
新团队 8个遥

科研实力强大

学校获批建设国家工科(化学)基础
课教学基地尧国家理科(化学)基础科学
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尧国家示范性
软件学院教学基地尧全国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基地尧国家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尧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校尧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遥
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7个尧双语教学示
范课程 6门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6个尧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个尧
卓越计划国家级试点专业 5个尧国家级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3个尧国家级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个遥 近年来袁学校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尧二
等奖 7项曰 获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10门尧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1门尧
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3门遥

学校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个尧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个尧国家级国际
合作基地 3个尧 国家工程实验室 1个尧
国防科工局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1个尧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5个尧教育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4个尧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
创新引智基地 3 个袁 参与组建国家
野2011协同创新中心冶3个遥

学校建有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和野两
山一湖冶创新创业基地袁在长沙高新区

野麓谷冶建立产学研基地袁包括 56个高
水平校地企产学研平台袁 与 32 个省
(市尧区)和上千家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
作关系遥学校运营管理的国家超级计算
(长沙) 中心是第三家国家超级计算中
心袁为高校尧科研机构尧政府和企事业等
数百家用户单位提供高性能计算尧云计
算及大数据处理服务遥

海外合作广泛

学校与世界上 160余所高校和科
研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袁招收了
来自 108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留学生袁
并建有学生海外实习基地袁 近 2000名
学生赴国(境)外合作院校交流学习或联
合培养遥分别在美国尧加拿大尧韩国设立
孔子学院遥

学校校园占地面积 153.196万平方
米袁校舍建筑面积 124.056万平方米遥截
至 2018年底袁全校拥有藏书 728.877万
册尧中外文数据库 127个遥全网支持下一
代互联网 IPV6袁万兆骨干地面有线和无
线网已覆盖所有的教学楼尧办公楼和学
生公寓袁结合移动技术实现了多渠道的
信息化教学尧管理及服务遥

野麓山巍巍袁湘水泱泱袁宏开学府袁
济济沧沧曰承朱张之绪袁取欧美之长冶袁
历经千年沧桑的湖南大学袁将继承和发
扬岳麓书院优秀教育和文化传统袁遵循
现代大学办学规律袁重点突破袁整体提
升袁改革创新袁强化特色袁为创建世界一
流大学奋力前行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野惟楚有材袁于斯为盛冶袁这是千年
学府在人才培养上最真实的写照遥

千余年来袁张栻尧朱熹尧王阳明尧王
先谦尧梁启超尧宾步程尧杨昌济尧胡庶华
等一大批大师袁云集于此袁开坛论讲袁千
年弦歌不绝遥

从古代书院到近代学堂再到现代
大学袁湖南大学始终坚持野成就人材尧传
道济民冶的教育理想袁培养了一代又一
代杰出人才遥中国第一位主张向西方学
习尧倡导野师夷长技以制夷冶的改良主义
启蒙思想家魏源袁 中国第一位办洋务尧
筹建现代工厂的曾国藩袁中国第一位海
军筹建者左宗棠袁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
郭嵩焘袁 中国第一位登上南极的张逢
铿袁还有王夫之尧陶澍尧蔡锷尧唐才常尧蔡
和森尧邓中夏尧陈天华袁等等袁不一而足遥

青年毛泽东也曾多次寓居岳麓书院袁探
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噎噎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 学校培养了 34
万名高级专门人才袁校友中涌现了以杨
树达尧李薰尧慈云桂等 35位学部委员和
野两院冶院士为代表的学术精英遥

李克强总理来校考察时袁称赞我校
学生有胆量尧有志气尧有社会责任感袁勉
励湖南大学野要走得更高袁要更上一层
楼冶遥

近年来袁 学校建立健全专业类招
生尧转专业尧主辅修尧双学位和学分制等
制度袁推广研讨式尧案例式尧项目式等多
种教学方式袁强调知识传授尧能力培养
和素质发展袁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自主
权和选择权遥

学校推广 野海外实习计划冶野海外

学分课程冶等特色项目袁在优势学科或
新型交叉学科袁 与世界一流大学或科
研机构联合培养袁 让学生有机会师从
国际知名导师袁 走进海外名校课堂与
实验室遥

学校实施卓越工程师尧 卓越新闻尧
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和新工科建设袁推动
专业交叉融合袁 聚焦产学研协同育人袁
实施暑期实习计划袁把学生培养成多学
科交叉卓越人才遥

目前袁学校本科生每年升学率均在
40%以上袁其中 622人出国渊境冤留学袁
313人赴全球 TOP50高校留学深造渊根
据 2017年 QS世界大学排名冤遥 代表高
校有美国耶鲁大学尧斯坦福大学尧芝加
哥大学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尧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尧帝国

理工学院尧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尧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尧爱丁堡大学曰澳大利亚墨
尔本大学尧悉尼大学尧新南威尔士大学曰
香港大学尧香港中文大学尧香港城市学
院大学尧香港科技大学等遥

学校通过举办选调生考录培训讲
座袁成立选调生之家等举措袁引导鼓励
毕业生面向国家基层项目就业遥本科毕
业生每年去部队尧国家党政机关尧事业
单位尧 国家地方基层就业的人数均在
300人以上袁近两年入选定向选调生的
人数均超过 100人遥

学校推荐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
任职袁建有毕业生去国际组织实习任职
俱乐部尧每年都组织开展国际组织实习
任职训练营袁将进一步拓展学生的国际
视野遥

从湖南大学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