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大学简介 

福州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

设大学、福建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教育部共建高校。学校创建于 1958

年，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理、工、经、管、文、

法、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 

建校以来，一代代福大人秉承“明德至诚，博学远志”校训，践

行以张孤梅同志为代表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卢嘉锡先生为代表

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以魏可镁院士为代表的勇于拼搏的奉献精神

等“三种精神”，营造“守正创新、彰显特色、开放包容、追求卓

越” 的新时代福州大学校园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鲜

明的办学特色，已为国家培养了全日制毕业生 29 万余人。 

学校设有 27 个学院（含 1 个独立学院和 1 个中外合作办学学

院），现有在校普通本科学生 38427 人，其中，至诚学院学生 13185

人；各类博、硕士研究生 14358 人。学校现设 90 个本科专业；38 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21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4 个一级学科博士

点，2 个专业学位博士点，10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校拥有 1 个国

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化学学科再次入选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名单。6 个学科进入 ESI 学科全球排名前 1%，其中化学学科进

入 ESI 学科全球排名前 1‰。学校综合实力在“2021 软科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位居全球第 396 名，内地高校 56 名；在 USNews2022 世界

大学排行榜位居全球第 619 名，内地高校第 57 名；在 2021 泰晤士



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位居全球第 801-1000 名，内地高校第 57 名；

在 2021QS 亚洲大学排名位居第 261-270 名，内地高校并列 66 名。 

学校现有教职工 3229 人，其中专任教师 2186 人。共有省级以

上高层次人才 634 人次，其中国家级人才 112 人次（71 人）、省级

人才 522 人次（353 人）。在高层次人才（团队）中，拥有院士 15

人（含特聘讲席教授 14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 10 人（含

青年项目 3 人），国家级高层次引进人才 23 人（含青年项目 20

人），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 14 人（含青年项目 2 人），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8 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1 人，“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2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9 人，国家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4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海外）获得者 3 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及重点领域

创新团队负责人 7 人，教育部创新团队负责人 3 人，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 3 人。1 支团队入选“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2

支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 支团队入选教育部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2 支团队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 个学院入选国家“高校国际化示范

学院推进计划”，2 个学院入选国家“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111 计划”)。 

学校拥有 2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6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1 个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 个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6 个校企合作的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 个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



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1 个教育部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

院（系），1 个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1 个国家

教学团队，7 个国家特色专业，27 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5 个

专业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2 个专业通过住建部行业评估，

获评 25 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3 门国家精品课程、1 门国家双语教学

示范课程、3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4 个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7 个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

目，4 个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获批教育部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 1 门、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团队 1 个、全国思政课程

教学名师工作室 1 个，入选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1 人、省级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中心 1 个、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 2 门。学校是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和全国工

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高校、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改

革试点高校和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高校。

“十三五”以来，学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4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26

项；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 246 项国际奖，2112 项国家级奖。学

校入选“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家级众创空

间”“国家大学生创业示范园”。在前七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全国总决赛中获 9 金 18 银 25 铜。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

保持在 95%以上，曾荣获“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50 强”。 

学校现有 1 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12 个国家级、131 个省部级

科技创新平台，其中：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8 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



心，3 个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3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 个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2 个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1 个自然资源部创新服务

平台，2 个省创新实验室。学校是福建省唯一同时拥有“国家大学科

技园”“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

移基地”“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 “国家级众创空间”“全国大学

生创业示范园”“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的高校。“十三五”以来，学校获各类科技项目 4757

项，科研经费超过 18.2 亿元。签订横向合作合同 3294 项，校地企合

作到校经费 15.4 亿元。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243 项，其中，国家科技奖

4 项。获国家专利授权 5320 件，科技论文被三大检索收录 12618

篇，其中在 Nature 期刊发表论文 2 篇。9 位学者入选 2021 年“全球

高被引科学家”名单。 

学校深入开展对外合作交流，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以及境外 50 个国家、地区的

140 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学校积极对接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国际科教合作交流平台，成为中国政府

奖学金留学生接收院校，面向 30 余个国家招收来华留学生；学生出国

（境）访学项目覆盖 95%以上的学院；聘请 50 余名海外专家学者长

期在校任教。学校现有 1 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梅努斯国际工程学

院，3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涵盖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学校现为闽台

合作办学国家改革试点重点项目单位，对台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成建

制双向联合培养模式成为闽台教育交流合作的新亮点。 



学校校园环境优美、教学和科研设备先进、公共服务体系完善，

不断推进文化校园、智慧校园和生态校园建设。办学主体位于旗山校

区，在福州、厦门以及泉州等地拥有多个校区，校舍建筑面积 163 万

平方米。学校固定资产总值超 54 亿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19.8 亿元；运动场地总面积 20 万平方米；图书馆藏图书 362 万册，

电子图书 585 万册。 

学校正朝着“建成具有若干世界一流学科的国际知名高水平大

学，早日成为世界一流的东南强校”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努力为国

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数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