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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8

2011

2015

2017

世界一流学科

0

0

0

1

国家级重点学科

1

3

3

3

省（部）重点学科

10

10

16

12

一级学科博士点

1

5

5

10

一级学科硕士点

3

24

21

32

专业学位硕士点

4

7

11

15

博士后流动站

1

1

2

2

本科专业

65

76

80

88

近十年重点学科与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一览表

2017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览表

中科院、985高校

211高校

（其中，本校人数）

其他高校

总人数

2008年

15

24

17

5

44

2009年

111

208

184

15

334

2010年

131

208

168

5

344

2011年

148

224

189

13

385

2012年

161

264

223

0

425

2013年

288

121

41

22

431

2014年

293

106

12

24

423

2015年

282

124

10

34

440

2016年

317

102

3

31

447

2017年

333

108

9

23

464

海南大学近十年本科毕业生推免情况一览表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计

海外实习

0

0

0

12

106

90

97

64

43

42

454

海外学习

36

54

52

73

169

219

305

367

369

395

2039

总人数

36

54

52

85

275

309

402

431

412

437

2493

近十年学生出国（境）学习、实习情况一览表

近年来，海南大学取得了快速发
展。2008年，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
建设高校；2012年，跻身国家“中西部
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建设行列，先后获
得“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
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建设支
持；2017年，被列为海南省政府“国内
一流大学建设”重点支持高校；2017
年，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2018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聚全省之力办好海南大学”；2018
年，入选“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
直属高校排序。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
会上指出，“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
一流学科”，让海南大学全体师生倍
感振奋，深受鼓舞。学校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抢抓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部
省合建、“聚全省之力办好海南大学”等
重大发展机遇，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突出“热带、
海洋、旅游、特区”四大办学特色，办学
条件日益完善，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办
学质量稳步提高，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建立了全省规模最大的本科、

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学校现有20
个学院（部），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0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2个一级学科
硕士点、15个专业硕士学位点，94个本
科专业。在校普通本科生33091人（占
全省31%），硕士研究生6280人（其中，
全日制4395人，占全省79%），博士研
究生248人（占全省83%）。一本批次
招生比例从57%攀升至90%，录取分数
从高于各省控制线平均分13分提高到
30分左右。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人
数达到当年入学学生人数的5%，前往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
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高校交流学
习的学生累计达 3000 人，超过全国

“211工程”高校的平均水平，并建立起
学历层次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
留学生人才培养体系，入选教育部第二
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获得全国“来华
留学生教育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学
生培养质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毕
业生遍布海南各级政府部门及热作、
司法、金融、建筑、水产等各行业的重
要管理和技术岗位。近年来学校毕业
生初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3%左右，
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2017年有464名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等高校或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
构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或直博生，其

中“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重点研究所等接收
人数占总接收人数的95%。学校与境
外33个国家和地区的157所知名高校
和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关系，实施校际
交换学生项目和联合培养项目以及学
生海外高技能培训、专业实习、假期研
修、暑期带薪实习、世界名校访学、“双
一流”留学（择优资助优秀本科生到世
界一流大学学习一学年）项目。学生荣
获“创青春”全国创业大赛金奖、微软“创
新杯”全球学生科技大赛中国区一等奖、
全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等国家级奖
励近400项，学生创业团队研发的开椰
神器、拉乌红糖、虚拟现实眼镜得到李克
强总理的赞誉，学校被评为全国首批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师资队伍

学校聚集了一支全省人才最密集、
整体水平最高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
教师2027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1155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789人，约占全
省50%；具有海外一年以上访学经历的
教师331人，约占全省的60%。其中，
双聘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3人，中组部“千人计划”3人，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国家“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3人，中科院“百人计
划”3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2人，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1人，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26人，海南大学法学
教师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

学科布局

学校形成了多学科相互渗透、协
调发展的学科布局。学校现有哲学、
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医学、农学、
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十大学科门
类，在热带农业、生态与环境保护、海
水养殖、海洋药物、海洋工程、热带岛
屿化工与材料、海洋信息技术、南海政
策与法律、海南历史文化等学科领域
在国内彰显一定优势。现有1个世界
一流建设学科——以作物学为核心的

“热带农业”学科群；国家级重点学科3
个（含1个培育学科），分别为作物遗传
育种、植物学及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培育）；海南省特色重点学科12个，
分别为作物学、园艺学、植物保护、水
产、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
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法学、应用
经济学、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拥
有全省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工
科，为培养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需
要的工程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
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
科”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教育部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海南大学具
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19个一级

学科参加学科整体水平评估，有14个
参评一级学科排位进入前70%，其中
评估结果为B档的学科有2个，评估结
果为C档的学科有12个。

科研平台体系

建立了全省层次最高的科研平台
体系，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五”以来，学
校承担了全省约40%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人工
岛礁、海洋牧场、海水可燃冰提取、海洋
信息遥感技术、石斑鱼规模化人工繁
育、耐盐作物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
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智库建
设成效明显，有20多份研究报告被国
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采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海南大学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中央12号文件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各
项决策部署，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人
才培养体系，全面贯彻新时代全国高
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更好服
务国家、服务人民为导向，以激发内生
动力和办学活力为关键，全面加快学
校转型升级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校建设
步伐，实现内涵式发展，努力写好高等
教育“奋进之笔”。

海南大学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良好的成长成才环境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欢迎您

海南大学是于 2007
年8月由原华南热带农业
大学与原海南大学合并组
建而成的综合性重点大
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与
教育部、财政部共建高校，
是教育部和海南省人民政
府“部省合建”高校。

学校现有海甸、儋州、
城西三个校区，校园占地面
积 5160 多亩，环境优美
——碧海蓝天，椰影婆娑；
东坡湖波光潋滟、水天相
映，湖心岛上白鹭翩翩，栖
于红树林间；美丽校园，花
开四时，鸟鸣丛中，蝶舞花
间；清风晨露之中，起点草
坪书声琅琅；图书馆灯光明
亮，书山学海里，与智者对
话，与先贤攀谈。海纳百
川，大道致远，学校尊师重
道，心系子衿，全力为莘莘
学子营造良好的成长成才
环境，热忱欢迎天下青年才
俊求学问道，追逐梦想。

热点问答

日前，海南大学的招生录取工
作已经开始。7月4日，海南大学招
生与就业处负责人就历年来学生及
家长对海南大学招生工作中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
些重要举措？

答：学校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为核心，以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
新能力培养为重点，以“本科教学工
程”为突破点，深化教学改革，强化教
学管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开设文理科实验班。学校每
年选拔优秀新生组建若干实验班，
实施精英化培养。2018 年我校文
理科实验班专业为：国际经济与贸
易（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地班）、法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文理科的实验班毕业生成绩优
异，约 80%的文理科实验毕业生进
入了“985 工程”和“211 工程”大学
读研深造。

2.推荐到国内一流大学免试攻
读硕士研究生或直博生。学校每
年推荐几百名优秀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高校硕士研究生或直博生，其中

“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国家重

点研究所等接收人数占总接收人
数的95%。

3.建立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
系。学校目前有10个一级学科博士
点、3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5个专业
硕士学位点。优秀本科毕业生可以
免试攻读我校硕士研究生，优秀研究
生二年级可以申请在本校硕博连读。

4.对接“985 高校”名校资源。
学校与天津大学联合开展“1+2+1”
培养计划，符合条件者将获得海南
大学和天津大学联合颁发的毕业证
和学位证。

5.国际交流培养平台开放宽
广。我校与境外 33 个国家和地区
157所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
友好合作关系。目前，学校实施的
具体项目有：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
项目、校际交换生项目、海南大学

“双一流”留学项目、中外人才联合
培养项目等等。

问：2018年报考海大及理想的
专业需要多少分？

答：由于2018年各专业的录取
分数线要依据考生报考情况来确
定，因此在各省录取工作结束之前，
无法给考生提供投档线、各专业录
取分数线以及能否被我校录取等信
息。考生及家长可以登录海南大学

招生信息网，在“历史资料”一栏，点
击“海南大学往年分专业录取分数
查询”，查询历年分省分专业的录取
分数，以此做为参考依据。

问：海大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
如何？

答：近年来，我校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3%左右，被教
育部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学校大部分毕业生
在海南省及珠三角、长三角等沿
海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他们主要
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管理工
作，在学校从事教学、科研、管理
工作，在各地各级政府机关担任
公务员，出国深造，自主创业；保
送和考取“985 工程”“211 工程”等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

此外，学校积极融入“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浪潮，将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综合改革
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获得教育部

“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改革示范
高校”。学校建立校院创业基地15
个，1个省级孵化基地（海南大学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1个校级孵化
器（“阳光岛”创客空间）、各学院创
业孵化基地8个。

本科毕业生：8426人

就业:7786人
就业率92.40%

硕士研究生：816人

就业:742人
就业率90.93%

博士研究生:15人

就业:12人
就业率80.00%

合计毕业生:9257人

就业:8541人
就业率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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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一景

海南大学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