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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学校现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级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

构（GCP）、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省级院士

工作站等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28个。近

五年来，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00 余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 400 余项，获科研经费 4
亿余元。作为联合署名单位实现国家科

技进步奖零的突破，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

果奖 29项，其中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现有有效专利 300 余项，近五年发表 SCI
收录论文近 1700 篇。积极构建“一所六

中心”科技平台，拥有省级大学科技园 1
个，省、厅级科研团队 35 个，省部共建教

育部医学电生理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验

收。拥有院士工作站 3个，引入了 6位院

士及其团队。学校坚持政产学研结合，加

强校地、校校、校企、校院合作，围绕区域

经济社会需求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在道地药地、医疗器材、保健品的研发与

成果转化方面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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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有忠山、城北两个校区，占地 2000
余亩。忠山樟林郁郁葱葱、沱江河畔玉带环

绕，历史悠久的奎星阁、忠山牌坊、江山平远

堂。城北有挺拔的明理楼、鸿文楼，雄伟的海

川楼、逸夫图书馆……

校园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共同拼凑

成一幅鸟语花香、树木丛郁的美好画面。先后

建成畅桥、玉带河景观、逸夫图书馆、奥林匹克

体育公园、明志苑、青年广场等项目，致力为师

生员工生活提供更舒适的环境。城北校区稻

香苑、桂香苑食堂是四川省“标准化食堂”。新

建的学生公寓采用套间结构，周围设置了食堂、

超市、学生自助服务室等设施，25、26 栋学生公

寓获评“四川省高校示范性标准化学生公寓”。

环境设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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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医科大学坐落在川渝滇黔结合部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泸州市。长沱两江见证了学校的历史变迁，忠山红日记录了一代代医大人的奋

斗足迹。从 1951 年建校至今，学校与新中国同步发展壮大，办学质量和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学校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下面，请跟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奋斗足迹

2001年，先后开始联合培养博士和

中医师承博士。

2003年，获学历教育留学生招生

资格，先后开展学历教育本科和留

学生研究生培养工作。

2010年，获准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

2015 年 ，学校更名为医科大学，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93年，成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

邦来校视察。

1978年，学校升格并更名为泸州

医学院，实现了第二次跨越。

1963年，朱德委员长莅临学校视察

并挥毫题词：“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学

好现代医学科学，为广大人民服务”。

1959年，学校升格为泸州医学专科

学校，实现了办学历史上的第一次

跨越。

1951年 , 在西南行政区卫生部长

钱信忠的提议下，学校的前身——

西南区川南医士学校在泸州忠山之

巅创建。学校创业者不畏艰难，在

忠山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奠定了

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基业。

发展战略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学校坚持党

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确立了“136”发展战略。

一个发展愿景

全面建成特色鲜明的西部高水平医科

大学。

三大战略任务

实现博士点零的突破、完成“总规”建

设、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项重点工程

党建文化引领工程、教育综合改革工

程、学科专业品牌工程、社会经济服务工

程、对外开放合作工程、条件支撑保障工

程。

全校上下将秉承“厚德精业、仁爱济

世”的校训，传承“自强不息、守正出新”的

学校精神，大力推进“136”发展战略的实

施，力争早日全面建成特色鲜明的西部高

水平医科大学。

2 学科专业

学校立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加强传统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建设，积极培养

新兴学科，科学制定学科专业发展规划，拓展

学科门类、优化专业结构，形成了以医学为主，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以医

学为主，涵盖理学、工学、管理学、教育学、文

学、法学等 7 个学科门类，有硕士学位一级

学科授权点 7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9 个，

31 个普通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特色专业 3
个，省级特色专业 3 个，第一批次招生专业

15 个，省级应用型示范专业 5 个，双学位专

业 5 个。现有四川省重点学科 6 个，四川省

一流建设学科 2 个，临床医学是 ESI 排名全

球前 1%的学科。

对外交流
学校不断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先

后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港澳

台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对外合作

交流关系。成功举办“中国酒城国际心

血管研究高端论坛”“肿瘤医学高端研讨

会”“第四届国际医学教育发展趋势会

议”等国际学术会议。2013年，经教育部

批准获得招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英语

授课）留学生资格。与泰国清迈大学、澳

门科技大学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与葡萄牙米尼奥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

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加拿大曼尼托

巴大学、英国斯旺西大学、比利时安特卫

普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工业大学等建立

了校际交流联系。 每年选派师生赴美

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港澳台等国

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会议、访问学习、科研

交流，比赛培训等。先后为印度、孟加拉

国、巴基斯坦等国培养博士后、研究生和

本科生近 500 人，通过科研交流与人才

培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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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学校拥有 3 所三级甲等直属附属医

院，泸州成为仅次于成都的四川省第二

大医疗卫生中心。有国家级、省部级医

学重点专科或学科 35 个，是国家级“胸

痛中心”“综合卒中中心”“心衰中心”及

“四川省妇科及乳腺疾病治疗中心”，是

国家卫计委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和中

国-葡语系国家和地区中医药国际合作

基地，作为西南四省（市）结合区域的省

级医疗中心，为川渝滇黔结合部近 4000
万人民健康保驾护航。近 2 年，附属医

院国家脑血管病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

升工程项目，附属中医医院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项目、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获准立项，分获资助经费 1.5 亿、1 亿、

0.8 亿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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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六十八载风雨沧桑，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发展，承载着代代师生的求实进取，学校在改

革奋进中崛起，在开放融合中壮大，现已成为四川省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以及川渝滇黔结合部的预防医疗康复保健中心、医学科学研究中心和健康产业服务中心。

学校是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单位、国家全科医生培养基地及“卓越

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单位，是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四川省文明校园、四川省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示范学校。2014

年学校被列入四川省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2016年被列入立项建设单位。

校情简说

3 师资队伍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人才强校理念，以培

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学

术、技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重点，努力建设

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富有活

力、适应学校事业发展的高质量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 120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

530 余人，博士近 600 人，硕士生导师 800 余

人，博士生导师 35人。

拥有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入选者、四川省“百人计划”“千人计划”

“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天府万人计划”天

府名医、四川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等高层次人

才 70余人，入选厅局级及以上荣誉或先进 80
余人次。

4 人才培养

学校1998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

格评估，2006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并被评为优秀。承担了“教育部第一批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等5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改革项目，是四川省首

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示范性实践教

学基地。

2011 年以来，获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

生临床技能竞赛西南西北片区特等奖1次，一

等奖 6 次，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3 次，三等奖 4
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 10年保持在 90%
以上，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通过

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3 届获省级教学成

果奖15项，其中一等奖5项。

学校城北校区建设规划图

学校斩获第九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
临床技能竞赛西南西北分区赛特等奖

第五届国际离子通道大会在我校举行

成功实施四川省首例连体婴儿分离手术

（文中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