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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学资

源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校园的中外合作大学，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合作

办学双方为浙江万里学院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学校以“一流学术成就一流国际化人

才”为办学宗旨，引进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学与质量保障体系, 接受国际第三方

评审机构监督。 

办学十七年来，宁波诺丁汉大学逐步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国际化办学特色，始终

印证创办初心，从先行者变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2020 年 5 月上海软科公布的

“中国最好大学排行榜”中，宁波诺丁汉大学位列全国第 68 位、浙江省第二位。

2021年 9月 16日，在由中国英国商会举办的“2021 年中国社会影响力大奖”

评选活动中，宁波诺丁汉大学成功荣获“社区文化奖”。 

 

一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20 战略规划明确了学校将致力于提升学生学习体验。教学

始终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工作。学校原汁原味地采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模式，以全

英文、小班化授课，共享英国诺丁汉大学教学资源和体系。 

（一）人才培养目标 
  宁波诺丁汉大学以“一流学术成就一流国际化人才”为办学目标，以学生为中

心，充分利用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结合的优势，根据本地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引进英国诺丁汉大学优势学科。学校始终坚持走国际化发展之路，

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认同多元文化、知晓中国国情、富有独立思考、创新精神

及团队合作能力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认为有两条：一

是学生们是否感到大学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二是学校能否给老师们一个宽松的环境，

能使他们以好奇心和探索欲作为科学研究的动力。在给学生们的寄语中，杨校长说

道：“在过去十余年中，最令我自豪的是收到很多学生和校友的来信，他们都说宁

波诺丁汉大学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我们的学生受益于学校一直践行的博雅教育理念。

‘博’指广博，既要学文，也要学理；‘雅’指素养，培养出大学生要有修养：

‘做人第一，修业第二’。它的核心是让学生能够回答‘人何以为人’，它培养的

是才智，发展的是思考和理解能力。我们的学生具有出众的独立思考、善于表达及

团队合作的特质，他们是具有中国情怀的国际化人才。我们的教师与学生平等、充

分地交流，引导和启发年轻人积极思考，探索求知，发现头脑中的火种。”宁诺向

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获得知识的场所，更是一场改变人生的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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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校生情况 

    2020-2021 学年全日制本科在校生总规模为 7928 人，其中普通本科生数 7378

人，（含一年级 1756 人，二年级 1825人，三年级 1894人，四年级 1903 人），外

国留学生 323人。 

根据如下的本科生就读专业人数分布图，学生就读专业人数最多专业为国际商

务，占总人数 17.54%，其次为财务管理，占总人数 14.37%。 

 

 
 

图 1 各专业所占学生数百分比 

 

（三）本科生生源质量 

    2021 年，学校共有 1696 名高考新生报到注册。高考平均分显示，宁诺录取了

全国前 10.3%的学生。 

    受疫情影响，部分获得国外一流大学录取的中国学生无法按预期出境并在国外

开展学习。经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宁波诺丁汉大学于 2021 年开展了秋季自主招生

录取计划，向持有国外一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中国籍学生提供就读机会。共 358名

本科生于 9月报到注册，在本批录取的本科新生中，超过 90%持有世界排名前 50强

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2021 年，学校在港澳台地区的招生取得进展，共招录新生 38 人，其中本科生

32人。与去年相比，收到的学生申请量保持稳定，录取通知书发放比例提升至 82%，

学生接受录取书的比例维持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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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 师资队伍 
1. 师资队伍及结构 

宁波诺丁汉大学发挥中外合作大学国际化优势，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核

心师资由英国诺丁汉大学选派，或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学术标准全球招聘。学校本

着兼顾人才引进和内部培养两条主线，着力优化学科和专业领域的教师结构，推进

建设一支高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师资团队。 

    学校共有专任教师 504人，来自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65%为外籍专家学

者。学校大力引进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在材料科学、工程、决策科学、健康经济等

多个领域引入国际学术优秀人才，包括海外顶尖学术专业组织领头人、海外院士级

人才、高引学者以及包括前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在内的曾在国外政府机构、跨

国企业等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国际化高水平人才。仅十三五期间，学校在工程学科、

计算机、数学、商业、经济学等重点学科领域引进教授 40 余人。截至目前，获得

各类省级以上人才奖励和称号的教师 18 人，国家级人才 4 人，高水平教师比例大

幅提高。教师的职称重心和结构大幅优化，学术教师中副教授以上的教师比例达到

61%。 

    学校持续推进英国、中国、马来西亚三校之间的合作，鼓励三校间高层次人才

的交流互动，以支持大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时为三校的人才库储备高端人才。

2020-21 学年学校专门成立由执行校长直接领导的人才委员会, 为引进优秀人才、

发展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提供指导意见，以进一步推进学校人才战略的实施。 

 

2. 生师比 

2020/21学年宁波诺丁汉大学专任教师 504人，共有在校本科生 7703名，生师

比为 15.28：1。 

 

3.教师培养情况 

  学校重视教师培训及发展，为提高教师的执教水平及专业能力，建设一支高素

质的教师队伍，学校通过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知名培训公司、学校内部优质培

训师资合作,向在岗教师提供一系列的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同时设立“一对一帮扶”

导师制，通过老带新、集中培训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来帮助年轻教师发掘潜力、

发展专业技能。 

1) 员工学习发展中心 

    2021 年 4 月 27 日，学校启动“学习与发展中心”，构建数字化学习平台，深

化学习型组织建设，实施领导力、数字化素养和通用技能的提升项目，满足员工的

学习和发展的需求。自中心成立以来，为教职员工提供了丰富的线上线下学习机会，

其中线下培训已达 40 项以上。学校将在人才培养与发展方面持续投入，确保员工

具备最高标准的职业素养与技能。 

2) 诺丁汉卓越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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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丁汉卓越计划项目根据英国专业标准框架下，教职工在教学和专业进修方面

的参与程度，评选为大学教育目标做出贡献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该项目已获英国高

等教育学会认证，研究员的等级根据申请者的专业性及影响力来评定。目前，宁波

诺丁汉大学被英国高等教育学会评定为高级研究员的总数已达到 14人。 

3) 教学观摩机制 

    教学观摩机制的前身是同僚观摩机制，它致力于支持和发展诺丁汉三校的优秀

教学活动和教职工的个人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团体，宁波诺丁汉大学教

学观摩工作小组基于四个主题：对话–支持–加强–传播，通过互动讨论与分享，

探讨在提供高质量教学经验和分享教学理念方面的挑战。 

4) 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情况 

    英国高等教育资格课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Higher Education，

PGCHE)旨在通过高质量的职员继续教育和发展服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建立高素

质的师资队伍。该课程作为我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部分，至 2020-21学年已开设 10

年，主要课程包括高等教育教学、高等教育课程设计与评估、教育咨询项目和发展

混合学习环境等，课程的学习情况与晋升机会密切相关。2020-21 学年，有 45 名

新入职教师参与该培训课程，并获得了良好的反馈。 

 

4、 科研创新与学科建设 
科研方面，宁波诺丁汉大学凭借独特的优势，整合海内外优质科研资源，特别

是利用英国诺丁汉大学与国际企业等机构的伙伴关系，结合地方发展需求积极开展

跨国跨界跨学科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2019 年 1 月，

软科发布“2019 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宁波诺丁汉大学“科研质量”这一核心指

标得分位列榜单最高。宁波诺丁汉大学以“汇聚全球智慧，解决地方难题”为己任，

不断加强科学研究实力，以期在科研方面取得更卓越的成绩。 

2021 年 6 月 15 日，由宁波市人民政府提名，在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英

国诺丁汉大学获得 2020 年度浙江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是宁波市首次获得该

奖项，也是对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省开展科研合作、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

成绩的充分肯定。提名意见中写道：“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建立不仅为引进世界一流

大学优质教学资源开了先河，也为引进英国诺丁汉大学优势学科与技术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平台，对浙江乃至全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合作的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依托宁

波诺丁汉大学这一平台，英国诺丁汉大学在人才输出和人才培养、优势学科与本地

产业需求的结合及战略性平台搭建等方面贡献卓越，成果显著。” 

    2021 年，学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总数和青年科学基金立项数创新高。共

有 10 个项目获得资助，平均资助率达 20.4%，高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平均资助

率约 4个百分点，三大学院均有项目获得资助，研究领域涵盖广泛。 

    为增强学校的科研能力和实力，学校于 2021 年初启动了一系列校级科研经费

支持计划，以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各类科研活动，包括国家、省级项目配套资助计划、

项目启动种子基金计划、访问学者计划等。这些资助计划不仅有利于提高学术人员

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产出能力，也为他们获得外部竞争性研究经费提供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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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2021年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情况一览表
 

                                                      2
数据采集按照日历年度而非学年 

                                                      3
数据截至 2021年 10 月 

科研论文
2
 

论文 2021
2
 2020 2019 2018 

SciVal 所收录的出版物数量 634 701 631 513 

在排名前 10%的顶级期刊中发表著作的百分比 46.4 44.6 44.1 46.5 

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 （三年平均） 1.56 1.6 1.65 1.75 

国际合作出版物百分比 64.7 64.5 66.2 72.5 

 

此外，目前学校共有两个浙江省重点实验室，分别是多电飞机技术重点实验室

和有机废气物转化及过程强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另有三家宁波市重点实验室及一家

宁波市工程研究中心。 

    学科方面，学校依托英国诺丁汉大学学术资源，根据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

需求，优化学科布局、聚焦重点，经过十七年的积累，逐步培育凝练了一批优势特

色学科。在最新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报告中，宁波诺丁汉大学社会科学

总论（一般社会科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工程科学升至 ESI 全球前 0.5%。根据

2021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宁诺工商管理、管理学和经济学三个学科上榜，为

中外合作大学之最。 

    同时，学校大力推进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专业重新布局、人才引育和平台建设。

今年，我校已有 3家社科基地获得宁波市社科院批准建设，分别为“宁波市双循环

发展研究基地”、“宁波市影视文创产业国际化发展基地”以及“宁波市人才国际

化发展研究基地”。 
     

 

（二）教学条件 

1. 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年内，学校为本科教学和科研工作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3666.22 万元，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资产达 25370.92 万元，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达 3.29

万元。全校本科教学经费 43768.66万元，其中本科教学改革与建设专项教学经费

37069.83万元，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6698.83 万，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0.87

万元。 

 

2. 校舍资源 
  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创建绿色校园的同时，大力优化育人环境和教学条件。学校

位于宁波市高教园区南区，占地面积约 855 亩，绿化用地占比近 30%。目前，学校

建成并已投入使用的的建筑面积约 335633 平方米，包括行政楼、理工楼、教学楼、

思源报告厅、学生服务楼、新图书馆、劳伦斯报告厅、新国际会议中心、新教学楼、

能源楼、体育馆、海洋楼和国际创新创业孵化园等楼宇以满足日常学习、科研和学

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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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9月底，学校建筑总面积达 335633平方米，其中教学及辅助用房

99012 平方米，行政办公用房 30161 平方米，生活用房 195452 平方米，其他用房

11008 平方米，教学及辅助用房以及行政办公用房占比近 40%，其中教室 32971 平

方米、图书馆 19548 平方米、实验实习用房 16151 平方米、专用科研办公及研究用

房 11437 平方米、室内体育用房 7368 平方米、会堂 4647 平方米、继续教育用房

4632平方米。 

 
   图 2 学校建筑面积分类情况及各类教学科研类场所占比情况 

 

    2020 年 9 月，宁波诺丁汉大学新图书馆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新图书馆占地

面积约 6219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4846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四层，建筑面积约

19550 平方米，包括图书阅览室、活动培训和学习中心；半地下室车库建筑面积约

5296平方米，包括藏书库和地下停车场。 

    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创新创业孵化园于 2019 年 4 月动工，历时 2 年，于 2021

年 9 月开始正式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约 2243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7801 平方米，地下约 4631 平方米，建筑高度 24 米。是一座自由灵活的创新创业

空间、教学空间，以专家学者和创业者为中心的多功能综合楼。 

 

3. 图书资源与信息化建设 

  2020 年 9 月正式落成的新图书馆作为学习、教学与科研的多用途综合空间，

拥有丰富的资源、领先的科技和宜人的环境。新图书馆的设计遵循绿色环保理念，

中庭及每一楼层的露台都有花园设计，从而和沿河的绿化交相呼应，室内外有机融

合。同时，将充分引入自然光线，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新图书馆共 2600 多个学

习座位，相当于约每 3 个宁诺学子拥有 1 个新馆座位。今后还可能在新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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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视需求增加。这个容座量相当于整个老图书馆的四倍，达到了国家认可的

满分图书馆水平。 

 
 

 

 

 

 

 

 

 

 

 

 

图 3宁波诺丁汉大学新图书馆全景 

宁波诺丁汉大学与英国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共享所有的网络电子

资源和数字教育教学资源。目前，学校有 334 个与学科相关的全英文专业数据库，

逾 4.7万册期刊和近 150万册书籍。丰富的资源覆盖商科、人文社科和理工等全部

学科。 

表 2 教学资源情况 

资源类型 2020-21 学年总数据 

书 （册） 1,552,436 

期刊 （种） 47,091 

数据库 （个） 334 

 

    2021年起，学校采用 COUNTER 5发布标准来计算大多数电子资源的使用量（占

总数的80%）。随着标准的改变，计算这些电子资源使用量的方法也相应改变。 这

个新标准将更准确地了解用户行为，同时更好地展现学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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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符合 COUNTER 5标准的电子资源使用情况 

电子书使用量 103160 

电子期刊使用量 1423737 

平台使用量 2153527 

 
表 4 没有 COUNTER 5标准的电子资源使用情况 

o 访问+下载 

访问电子资源的数量 46870 

下载电子资源的数量 74622 

 

o BvD 数据库的使用量 ：22,611,110 虚拟点数 

 

    线上资源与服务一直以来都是学校图书馆对教学科研的重要支持工作之一。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图书馆更加拓展了对师生的线上支持，向师生提供出版社

或供应商免费开放的数字资源。同时，根据教师的实际需求，在 7 个平台采购 147

种电子教材用于教学使用。 

高等教育的未来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宁诺一直在现代

技术推动教育的领域进入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学校持续在校内推广 SaaS 模式(通过

网络提供软件服务)，Office365 已经成为学校最重要的数字化工具，在全校范围

内实现在线存储和统一通信，Microsoft Teams（一款基于聊天的智能团队协作工

具）在校内的普及，推动了现代化课堂协作和混合教学的实现，极大地提升了学校

内外学术沟通的数字化水平。 

自学校数字化转型启动以来，截至 2021年 8月，已完成 25个数字化项目，另

有 17 个项目正在进行中。成功上线的项目包括员工门户、学生门户、员工培训中

心、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科研信息系统，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以及应用程序统一登录

网关等。作为宁诺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核心要素，手动流程逐渐被数字化流程代替。

学校的全业务流程管理系统（简称 BPM）是管理在线表单和应用程序的核心平台。

在 2020/21 学年，学校继续开发和优化了 50 多个数字化流程，逐步淘汰基于纸张

的手工流程，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后疫情时代，校园内更多的教室被改造为混合教室，以适应线上和线下混合教

学需求，所有教室配备最新的多媒体设施和软件来实现课堂互动和分享，如触摸屏、

无线投屏、视频录播等，以适应不同教职工和学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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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设置 

  目前，学校设立商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理工学院三大学院，共有22个

本科专业，12个硕士研究生专业和23个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在涵盖专业

知识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22个本科专业中，工学专业7

个占31.82%、理学专业8个占36.36%、文学专业2个占9.09%、法学专业1个占4.55%、

经济学专业2个占9.09%、管理学专业2个占9.09%。 

 

 
图 4各学科专业占比情况（%） 

 

    学校所有工程类专业全部获得国际专业协会的认证，商学院获得 EQUIS（全

球商科教育领域三大最具影响力认证体系之一）五年期认证（最长期限）。这

既是对学校专业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高度认可，也是学校专业实力的有力证明，更为

学校毕业生进入国际就业市场的“通行证”，为获取国际行业从业资格、参与国际

竞争提供了有力保障。近两年，宁波诺丁汉大学理工学院共 10 个本科专业获国际

专业协会再认证。 
 

表 5 近两年理工学院获得国际专业协会再认证的专业一览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认证协会 

081002H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BEng Hons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英国注册建筑设备工程协会 

082801H 建筑学（BEng Hons Architecture）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 

081001H 土木工程（BEng Hons Civil Engineering）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结构

工程师协会、特许高速公路

及运输协会和高速公路工程

师协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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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01H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BEng Hons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080205H 
工业设计（BEng Hons Product Design and 

Manufacture）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080203H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BEng Hon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081301H 
化学工程与工艺（BEng Hons Chemical 

Engineering） 英国化学工程师协会& 

英国材料、矿物和矿业学会 
082502H 

环境工程（BEng Hon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080901H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BEng 

Hons Computer Science） 
英国计算机协会 

080901H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

（BEng Hons Computer Science） 

 

    宁波诺丁汉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入选 2019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

单。国际经济与贸易、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入选 2019 年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年内，传播学与

环境工程入选 2020年浙江省一流本科建设点名单。 

表 6 一流本科专业列表 

专业奖项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 
财务管理（BSc Hons Finance,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120204H 

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国际经济与贸易（BSc Ho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Trade） 
020401H 

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BEng Hon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080203H 

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BEng Hons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080601H 

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土木工程（BEng Hons Civil Engineering） 081001H 

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化学工程与工艺（BEng Hons Chemical Engineering） 081301H 

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传播学(BA Hon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tudies) 050304H 

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环境工程（BEng Hon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08250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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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建设 

  宁波诺丁汉大学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势学科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

引进一系列国际一流水准的学位课程，并考虑到学生的能力特点加以适当本地化，

嫁接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学位课程，使中国学生能以较低的成本接受世界

优质高等教育。 

教育部于 2019年宣布启动 “双万计划”，2020 年 11 月，宁诺理工学院的

“项目设计”和商学院的“营销管理学”两门课程成为全国仅有的成功跻身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榜单的全英文课程。宁诺已成为唯一一所同时拥有国家

级一流本科课程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中外合作大学。2021年 8月，另有 23

门本科课程获评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表 7 2020-21学年一流本科课程列表 

课程奖项 课程名称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项目设计（Design Project）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营销管理学（Marketing Management）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环境科学与社会 (Environmental Science & Society)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环境科学研究技能 (Research Skills)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计算机科学毕业设计 (Individual Dissertation Single 

Honours)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界面化学 (Interfacial Chemistry)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环境风险评估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构造学 2A (Tectonics 2A)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建筑环境性能模拟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Modelling)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控制理论与应用 (Control and Instrumentation)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机电装置 (Electromechanical Devices)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RSA 设计项目 (RSA Design Projects)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重大设计项目 (BEng Major Design Project)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步入学术界 (Academic Community)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经济动态 (Economic Perspectives)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媒体管理 (Media Management)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传播与技术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传播与文化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解读电影与电视 (Reading Film and Television)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跨媒体叙事与数字媒介素养 (Transmedia Narratives and 

Digital Literacy)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商务管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 

Management  )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战略管理：观点，流程与实践 (Strategic Management: 

Perspective, Process and Practice)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国际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学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中国商业运营 A&B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A&B) 

 



   2020-21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14 
 

（三）教学改革与创新 

 
  学校贯彻“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突出教学，关注质量，创建“多元化”课

堂，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发现，学会创新。 

 

1.课堂教学改革 
  学校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以学习为中心，这是宁波诺丁汉

大学的教学原则。从而，改变了“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习惯，开创了“多元化”

课堂、“多渠道”学习、“多办法”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教学新局面。 

  课堂教学改革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的重要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

课堂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小班教学、批判思维、讨论式学习已成为学校的普遍性

教育主张。学校运用科技促进教学发展，目前已经实现了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教

育模式，丰富了学生可使用教育资源的形式，扩大并提升了数量和规模。宁波诺丁

汉大学共享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网上开放式学习系统，学生可共享英国、中国、马来

西亚三校间的全部课程。 

  秉承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学特色，学校所有的专业课均采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

进行教学，并且实行的是小班化教学方式。小班研讨课的人数均控制在 20 人以下，

大一的英语语言课程则控制在 18 人以下。课堂教学通过灵活多变的小组讨论、案

例分析、团队合作等方式，充分激发和发挥出学生的创造性。通过课堂教学活动，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 

  教师在课后注重课堂教学的反馈，以保证达到可期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课前课

后利用网上资源系统 Moodle 上传，并向学生共享学习资料、阅读材料和课后补充

材料，为学生课后自主学习和学术探索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障。在学生考核方面，

采用考试、小组项目、课堂演讲、学期报告等多样化的方式和多元化的视角对学生

进行考核。 

此外，为拓展学科视野、深化学科知识与技能，发展学生的特长与个性，学校

为学生开设了灵活多样的跨专业和跨学科的选修课，选修课比例在全校课程中占

47.3%。 

2. 后疫情时代教学方式创新 

学校根据疫情形势，在教学工作小组的领导下，针对疫情防控下的教学工作进

行实时跟进和讨论，并根据地方政府的防疫政策，结合本校实际，积极调整教学计

划，精细安排教学进度，科学部署教学工作，确保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 

不断细化和完善线上线下教学工作方案，及时加强和推动教学视频平台

Panopto 和线上教学平台微软 Teams 的建设，加装教室录课硬件设备，开展教师在

线平台使用及线上授课技能培训，在课程管理系统（Moodle 平台）上完善线上教

学资源储备，保证线上学习资源利用和学习途径扩展，为开展线上教学做好准备工

作。同时，充分发挥教师和在校学生的主管能动性和团队合作精神，对因疫情不能

返校的学生，做到一对一或者多对一的线上教学安排，同时关注个体差异，做好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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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辅导以及个性化的课程学业指导工作，通过线上教学和辅导等多样化教学方式，

保障教学质量。 

 

（四）实践教学 

     学校始终坚持以教学和学生发展为中心，通过科研活动与实验教学相融合，

促进学生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发展，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同时用科研成果充实、改进实验教学内容，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学校通过推动本科

生进实验室、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等方式扩大学生课堂外的学习机会，了解科学研

究实质，增进科研技能，探索自身兴趣。 

此外，学校正在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扩大学生参与科研的规模，通过机制加强

学生与教师之间交流与沟通的渠道，丰富学生的科研参与深度以及相关评价工作。

作为学校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计划，本科生科研实习项目在本学年

开启了第十个年头。该项目的目的在于通过探讨问题、户外考察、采集数据、

动手实验、撰写报告等方式，使学生有机会沉浸式体验科研的全过程，将自

己在课堂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自 2021 年起，本科生科研实习

项目从暑假拓展到学期中，共推出 114 个科研项目，500 余名本科生参加到科研实

习项目中。 

 

（五）产教融合情况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宁波诺丁汉大学坚持以制度创

新为目标，平台建设为抓手，全方位推进产教融合建设，促进教育和产业体系人才、

智力、技术、资本等资源要素集聚融合、优势互补，建设国际先进技术产教融合基

地，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宁波诺丁汉大学结合浙江省提出的八大万亿产业规划及宁波打造 246 产业集群

的战略部署，依托英国诺丁汉大学优势领域以及近些年在产教融合方面搭建的平台

和教研成果，拟在智能制造、绿色化学与能源、生命健康领域打造国际特色鲜明的

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1）创新人才培养。结合地方重大战略及资源禀赋优势，充分发挥英国诺丁汉

大学的学科优势和国际网络资源，搭建卓越灯塔计划（宁波）创新研究院、新材料

研究院、诺丁汉（余姚）智能电气化研究院、区块链实验室等一系列国际化战略高

端人才培养平台。 

2）以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为重点，联合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结合

市场现实需求，探索校企共建行业特色学院。 

3）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商学院成立创新学院，利用英国已有创新课程体系，

融合中国实际情况及典型案例，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加强学

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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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立国际孵化园。自 2017年 9月成立的宁诺李达三国际孵化园作为宁波诺

丁汉大学 2020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技和创意为核心，依托诺丁汉大学的国

际化资源和科教优势，打造国际化的创新创业平台，为优秀学生创业、校友创业回

归、学校技术孵化、国际项目落地、合作企业入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5）与行业龙头共建联合实验室，如与韵升集团共建先进永磁电机创新中心，

与联诚集团共建先进材料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等。吸引行业骨干企业、行业协会和产

业园区与学校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实习基地、联合创新实验室等集教育、培

训及创新创业于一体的实践实训平台。 

 

（六） 创新创业教育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全校各专业各年级学生，坚持以参与式

的实践教学为主，多学科多部门融合，校内外资源互动，通过启蒙创新意识、训练

创新思维、引导创业实践、支持孵化发展，为学生提供从 0-1的全链条创新创业支

持。 

    创新创业课程是学校启发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普及创新创业教育、构建创新创

业知识体系的基本载体。目前学校共有 6名创新创业专职教师，提供本硕博创新创

业教育。面向本科学生，开设《创业理论与实践》、《大企业创业》、《战略创新

管理》、《中国的创新与全球化》、《产业经济学 I：组织经济学与创新》五门课

程，帮助学生开拓创新思维，掌握创业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框架，熟悉创业的基本流

程和方法，2020-21 学年共有 930名本科学生完成创业课程学习。 

除理论课程外，学校还为有创业想法的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创业集训营，模拟

演练创业过程，在周末组织 54 小时“创业周末”，在寒暑假组织“XBOT 科创训练

营”。2020-21 学年共有 257 名学生报名创业集训营，最终 72 名学生完成创业周

末，53名学生完成 XBOT科创营训练。学校为 14支初创团队提供种子资金和一对一

孵化指导，其中 4个团队获得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 200万种子资金资助。30多

位来自产业界的校外业界导师为科创集训项目提供深入指导。学生创业项目在各类

国际比赛中表现优异，宁诺学生展示了中外合作教育平台培养下，良好的国际视野

和创新思辨能力。 
表8 2020/21学年学生创新创业部分比赛成绩一览表 

时间 比赛 级别 参赛项目 获得荣誉 

2020.6.22-

2020.11.20 

第六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食投记智能校园外卖

柜 

铜奖 

2020.5.11-

2020.10.19 

2020 大学创业世界杯 国际 宁波食投记物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 

决赛十强 

2021.3.24-

2021．8.3 

善创未来”社会创新赛道全国

总决赛 

全国 智养天年 中国区冠军 

2021.8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 国际 甬造坊战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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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5 第二届”共创杯“智能建造技

术创新大赛 

 

国家级 尼罗建筑信息咨询

（宁波）有限公司 

与宁诺建筑环境系

Georgios 团队 

高校组全国一

等奖和最佳人

气奖 

2021.7 2021 年浙江省第十七届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级 为老年人设计的新型

家庭智能健康检测设

备及其云端服务 

三等奖 

2021.7 2021 年浙江省第十七届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级 新型家用智能电磁加

热与搅拌一体化设备 

三等奖 

2021.7 2021 年浙江省第十七届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级 基于震动辅助夯实的

螺杆挤出颗粒料快速

3D 打印系统 

三等奖 

 

以师生校友为中心的创业实践，是宁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一大特色。作为学

生创业实践的基地，学校李达三孵化园为学生提供一站式创业孵化服务。截止

2021年 9月，园区共有 31家在孵企业，其中 14家列入宁波市创新型初创企业暨浙

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业名单，2020 年园区企业总营业收入 3022.79 万元，吸引社

会投资 2300 万元，在孵企业研发投入累计达 594.25 万元，开发新产品 15 项，申

请发明专利、软著等知识产权 22项。  

 

 

四、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保障体系是学校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手段。

宁波诺丁汉大学办学接受国际第三方评审机构监督，获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

（QAA）认可。学校遵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和教育部的质量要求，为

学生提供卓越的学习体验。 

（一）国际化质量保障体系：保证国际一流水准教学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是独立于英国政府的专业评审机构，主要职能是制订

英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标准。近年来也开展一些海外评估工作，其质量审查的公正性、

专业性、可靠性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认可。2013 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

经过实地质量评审后，正式在其网站发布了评审报告，报告内容涵盖了学校性质、

特色、架构、教育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招生、就业、财务等办学的方方面面信息，

充分肯定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成就。 

评审报告中写道：“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果，其在短短不到 8

年的时间内已经实现了办学宗旨，让中国学生不出国门就能接受世界优质的高等教

育。从课程、教学方法、体系、语言和资源配置来看，宁波诺丁汉大学采用英国诺

丁汉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标准，其学术水平以及学生的学习质量与英国诺丁汉大学一

致。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是在中国可实现的最具英国特色的教育。”

评审报告还特意指出，宁波诺丁汉大学不是单纯地照搬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做法，而

是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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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诺丁汉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以生为本”提升学生学

习体验 

１. 管理构架 
  宁波诺丁汉大学由英国诺丁汉大学和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创办，学校沿用英国诺

丁汉大学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教学管理由执行校长负责，并由教学副校长协助管理。执行

校长作为学校理事会和诺丁汉大学大学评议会的成员，主持学校管理委员会会议，

商讨教学管理方面重大事宜并向校理事会汇报。与此同时，学校也通过派代表出席

或视频会议的方式，参与诺丁汉大学大学评议会下设的各主要教学委员会，包括教

学委员会、质量标准委员会、学术体验委员会、国际战略委员会及其附属委员会和

工作组。 

    宁波诺丁汉大学具体的教学事宜由学校教学委员会商议决定。教学委员会由教

学副校长担任主席，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讨论并制定涉及教学与质量保障的相关决议

决策。教学副校长同时担任学校管理委员会和诺丁汉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方便日

常沟通和汇报。 

 

２. 核心特点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坚持“向生性”原则，严格遵循英国诺丁

汉大学“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学校的学业评价机制积极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

课程实施机制激励教师负责教学，师生互动机制加速学生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三大机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共同促进了学校的高质量教学。 

1) 学业评价机制引领学生的自主学习。 

    学业评价的对象结构：体现目标导向。宁波诺丁汉大学严格执行英国大学的学

位制度。学生若顺利完成了相应的学分要求，学校将会根据其学业成绩授予相应的

学位等级，这在客观上引领着学生平日的自主学习。这种学位授予制度在很大程度

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学业评价的形式结构：彰显科学合理性。学校对学生进行评价的形式主要包括

考试和作业。学校老师编写的试卷需报英国诺丁汉大学评审，以保证考核的难易度

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标准保持一致。为了确保考试评价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宁波诺

丁汉大学对教师的试卷打分有严格的规范，必须确保评卷教师是熟悉本学科领域的

人员。同时，考卷及考核结果也会报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同行评审和校外考核官评

审。 

    2) 课程实施机制指向教师的负责教学。 

    学校层面的课程监控架构。学校邀请校内各学院院系资深教师和专业负责人，

在教学副校长的带领下组成评审委员会，评估教学成果、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性、开

拓性、学生学习收获与体验、支撑教学工作的相关资源与设备设施等，并为院系发

展战略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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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系层面的课程管理模式。学校定期开展以院系为单位的“内部周期评审”，

全面考核审查专业课程教学成果，为制定专业发展战略提供依据。针对评审委员会

报告中提出的每一项意见和建议，院系均需给予正式书面回复，并制定相应的改善

及解决方案。 

    任课教师负责教学的监督体系。学校要求授课教师走进其他教师的课堂，相互

听课和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提高课程质量，甄

别与传播良好教学实践，增进教师间的交流学习，加强教学运行环节的质量监控，

不断强化教学管理，提升教学水平。从 2019-20 学年开始，学校教学副校长随机选

取每个院系课程，参与听课并给予讨论与建议，提高教学水平。 

    3) 师生互动机制推进教与学的彼此促进。 

    导师的课外辅导：引导学生解决问题。学校高度重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以及教师对学生的课外辅导。学校为每位学生都配备了本院系的教师作为自

己的专属个人导师，提供学术指导与帮助。院系要求所有专属导师每周至少安排两

个小时的固定时间接受学生的访问和答疑。每学年所有导师需要安排至少三次的谈

话，和自己的个人辅导学生进行学业上的关心与讨论。 

    学生参与评价制度：指向课程教学的合理改善。学校通过“学生评教(SET)”

和“学生评课(SEM)”这两套评价体系对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进行动态监测，通过

对反馈得到的问题和信息进行系统化的梳理评估。来自学生的反馈和评价为进一步

优化课程资源配置，提升教学水平做出重要贡献。学校于 2017 年试点引进早期课

程评价体系（Early Module Feedback）并于 2018-19学年全面推开，旨在帮助教

师第一时间收集学生对于课程进行中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学期中作出及时反馈改进。 

学习社区论坛：督促师生交流的平台建设。学校的各个院系设立了学习社区论

坛（Learning Community Forum, LCF）,该论坛由学生代表和教师构成，通过学生

代表对各院系的教师教学进行信息反馈。论坛需做好详细的记录并及时发布在

Moodle学习交流平台。 

 

 

五、学生学习效果 

（一）毕业生情况 

    截至目前，已有本硕博近 2万名毕业生从宁波诺丁汉大学走向世界。在伦敦金

融街顶级投行、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大型跨国公司、尖端技术实验室、各国顶

尖名校，到处都能见到宁波诺丁汉大学学子的身影。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日，

学校为 2021 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1500 余名学生分批在现场参加，因各种

原因未参加的学生则通过全球直播同步观看了典礼。 

１.学术表现 
学校颁发诺丁汉大学学位证书，严格执行英国大学的学位等级制度。2021 届

本科毕业生共计 1759 人，其中 1369 名本科毕业生获得一等学位或二等上学位，

93.35% 的毕业生获得一等或二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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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升学与就业 
    浓郁的国际化校园氛围与丰富的学习体验造就了宁诺学子的成功。有的远赴海

外在世界一流大学继续深造，有的在国际国内著名企业服务，有的通过自主创业来

影响和改变中国。这就是宁诺培养学生的目标：熟悉中西方文化，熟练运用中英文

两种语言，具有独立思考、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具有国际化思维与视野的世界公

民。 

  2021 年学校毕业生就业升学质量仍然保持高位水平。截止 2021 年 8 月，继续

升学人数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79.3%，直接工作人数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7.5%。  

2021 届毕业生中选择继续深造的本科生分布在全球 18 个国家和地区。在选择

升学的毕业生中，27.9%入读权威研究机构 Q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十的顶尖高校，

57.7%入读 QS排名前五十的世界名校，82.3%进入 QS世界排名前一百高校。其中，

18 位本科毕业生获得直博录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给国内学生选

择出国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我校毕业生海外深造质量方面仍保持稳定，毕业生

持续获得世界名校的青睐。 

就业方面，入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

单位的毕业生比例较往年有所上升，分别为 13.4%和 7.9%。在外资及合资企业中，

有 75%的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和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如埃森哲、欧莱雅（中国）、

凤凰网、联合利华等。选择民营企业的毕业生大部分就职于大型集团、上司公司和

知名国内企业，如字节跳动，吉利集团，奥克斯集团等。毕业生平均税前月薪

10,501元，超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 

境外毕业生“就业成绩单”同样十分亮眼，除了大型外资企业如普华永道（英

国）、毕马威（荷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美国） 等，也有不少高校如英国纽

卡斯尔大学、英国东伦敦大学、美国理海大学、上海大学等，以及不少中国知名企

业如浩鲸科技、金田集团等。 

 

３. 实习实践  
    学校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全程、全方位、全员“的精准化就业指导服务”，以

实习服务为抓手，帮助学生积累实习经历。学校已连续多年举办多种形式的实习推

进服务，如暑期实习生项目、实习生金像奖、家门口的实习等品牌项目，长期向各

行业知名企业输送符合企业需求的国际化人才。2020-2021 学年，超过 97%的同学

通过学校项目或自主申请参与了实习。 

    1) 实习生项目。2021年的实习生项目共有86家企业提供了总计1024个岗位，

数量较去年提高 23.16%。岗位涉及宁诺所有专业，切实保证了优质学生在疫情期

间能够走进企业，积累充足社会工作经验，提前做好未来的职业规划。线上活动中，

更有新加入的快手、百威英博、吉利和海国图智等企业带来的热门岗位，拓宽了实

习岗位的行业覆盖面，增强了企业类型的多元性。 

    2) 实习金像奖。在宁诺每年开展的一系列与实习相关的活动中，实习金像奖

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该奖项旨在鼓励学生走上舞台，和大家分享工作中的汗水和

收获，从而影响更多学生走出校园、在实习中丰富经历，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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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奖项目于 2017年启动，截止 2021年已有 5年历程，每年都吸引近千名师生的

关注与参与，其中不乏行业巨头的实习经历，如阿里巴巴、腾讯、海国图智、德勤

咨询、滴滴出行、复星资本、联合利华、百威英博、瀚纳仕、南方周末等世界知名

企业及非营利性组织。 

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外语优势和团队合作精神使宁诺的毕业生成为各大知

名企业的“抢手货”，“宁诺人”的品牌效应日益明显，许多企业提前数月预定秋

季学期的校园招聘会，如德勤、安永、普华永道、毕马威、玛氏、欧莱雅、中国银

行、中国银联和碧桂园等。截至目前，已有 683 家中外知名企业在学校就业信息平

台注册，与我校开展长期合作，培养出众的国际化人才。 

3）家门口实习。学校积极响应当地政府人才发展政策，开展产学研合作，与

宁波人才中心、鄞州区人力资源保障局和南部商务区等保持密切合作，共建国际化

人才实习基地，促进教学科研人员、学生和企业等多方面合作交流，为学生创造家

门口的实习机会和培训，例如建立宁波帮博物馆人文素质教育基地、南部商务区暑

期实习项目和宁波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的科研实习等。 

 

（二）学生满意度 
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自 2012 年起委托第三方机构 i-Graduate 开展

学生满意度调查，内容涵盖学生申请、报到、教学、生活、服务支持、校园环境、

未来规划等多方面，积极倾听学生的反馈和声音，努力提升学生的在校体验。 

2020 年，宁波诺丁汉大学有 3846 名学生自主参与了该项问卷调查，问卷回

复率为 44.3%。调查结果显示，我校学生的整体满意度为 92.5%，高于全球高校参

照组 86%的平均满意度。其中学生对教学、生活等方面的整体满意度均较去年稳步

提升。 

 

 

图 5 2020年学生整体满意度调查情况 

 

92.50%

86%

宁波诺丁汉大学

全球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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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0年学生满意度调查情况 

调查显示，90%的学生对学校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的举措表示满意。

其中心理咨询服务（97%）、身体健康方面的建议（97%）、学校应对疫情的信息沟

通（93%）和讲座及辅导课程的组织情况（93%）几个方面均获得了较高的学生满意

度。 

 

六、 特色发展 

（一）党建与思政：形成中外合作大学德育工作示范特色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最早设立党委的中外合作大学，学校党委职能部门健全，目

前在册党员数1409人，下设二级党总支4个、党支部共38个，实现基层组织全覆盖，

党建思政工作获得中外师生的认同和满意。学校始终坚持把正确政治方向置于办学

决策发展的首位，构建中外合作高校党建“4321”工作体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

水平中外合作大学发展；构建“2333”思政教育大体系，最终实现思政课程、课程

思政和生活思政等3大领域的有机整合，全面提升立德树人工作的有效性。“4321”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于2021年年初入选第二届宁波市教育改革创新十大典型案

例，受到表彰。  

  坚持“四全原则”，保驾护航学校发展。学校党委的“四全“指导原则是：全

面引领正确的办学政治方向、全方位服务学校办学中心工作、全覆盖关爱师生工作

学习生活、全过程监督办学治校合法合规。在该原则的引领下，学校办学始终坚守

正确政治方向，始终确保引进合作方优势教学科研资源与模式，始终确保学校运行

管理全过程在中国法律法规框架范围内。 

发挥“三种作用”，引领正确育人导向。发挥党委在办学方向上的政治把握作

用；发挥党委在治校管理中的决策作用；发挥党委在立德树人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学校实现党团的组织架构和工作全覆盖， 

坚守“两条底线”，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底线和坚守法律法规底

线。面对中外合作大学特殊的教育背景，学校党委在涉及我国国体政体、主权完整、

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宗教信仰等方面划出不能触碰的“红线”和“底线”，并在

93.10%

88.80% 89.40%

92.90%

85.90%
86.80%

86%

83%

86%

学生幸福感 教学 生活

宁诺2020年 宁诺2019年 2020年全球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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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程序中按照“两条底线、两个领域”区分处理。 

学校依托“一门课程”，建构“2333”大思政育人机制，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政

理论课教学建设。为提升思政理论课教学效果，推行教学方式方法的“五个相结

合”：1)大班讲课与小班讨论相结合；2)教师主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3)校内教学

与社会实践相结合；4)校内思政课教师与社会各界人士相结合；5)卷面考试与多种

考核评价形式相结合。学校积极面向国际及中国港澳台学生开设中国概况课，组织

学生考察阿里巴巴总部、吉利总部、宁波舟山港、杭州G20会场，使学生们真实感

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乐于学习中国文化。 

学校建立党委委员带头讲党课制度和“四个一联系”制度，党委委员每学期至

少为师生讲1次形势政策课或1次思政课，实现思政教育制度化。每名党委委员联系

1个总支（支部）、联系1名高层次人才、联系1个社团（行政班）、联系1间寝室，

做好结对帮带。围绕思政育人，党委委员还通过把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开学第一

课”、国旗下讲话、主题演讲等各类教育活动之中，不断增强思政育人的实效。 

 

（二）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国际化人才 
    学校特别鼓励学生开展富有国际化特色的社团活动，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多元化

的第二课堂，培养了具有责任感的国际化人才。目前共有学术、实践、艺术、体育

四大类近百个学生组织和社团，相当一部分社团活动已经跨出国门，成为学生的课

堂延伸。校园活动的多样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心理需求，发展了他们的认知需

要，促进了交流理解，增强了不同国度、民族、种族的相互尊重和认同。 

1. 国际教育周：探寻“以人为本”的人文核心内涵 

以“融·合”为主题，第九届宁波国际大学生节与第五届国际教育周联袂同台

在宁诺举办，开展了围绕“文、体、艺、行”四个篇章的主题活动，搭建了广阔、

多元的大学生文化交流平台。在本届国际教育周活动中，除了保留往届的如音乐节、

中文大赛、配音大赛、演讲比赛等经典活动，同时也增加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

艺术相关的内容。第九届宁波国际大学生节暨第五届国际教育周历时八天，共计十

三项活动，线下参与人数达近 2000 人次。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教育周迄今已成功

举办五届，俨然已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的集中展示品牌，更是对人

文素质培育的良好应用与展现。 

2. 社会责任：将国际化的智慧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 

    培养、强化、支持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是宁波诺丁汉大学一直以来锲而不舍，

孜孜以求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宁波诺丁汉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是青年志愿者协会

面向全校招募志愿者的支教活动，意在依托宁诺优秀的教育资源与出色的人才力量，

组建学生支教队伍，前往教育资源缺乏的地区和国家，开展大学生暑期支教活动。

自 2006 年至今，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持续开展 15 周年。据统计，该项目共计派出

160 条支教线路，2388 名志愿者前往全国 23 个省份进行支教活动，乡村振兴与山

区支教项目还吸引了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爱尔兰、俄

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留学生参与，支教足迹遍布全国 23 省，还远赴尼泊尔、

越南等国，将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传递到世界各地。 

3. 跨文化交流：让多元的文化激烈碰撞，迸发出绚丽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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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所中外合办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无论是学习环境、生活环境还是人文

氛围都是跨文化交流的天然沃土。面对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文化，体现在第二课堂

的实践项目——“Living in China”应运而生。该项目于 2019-20学年初创立，

以国际师生为主要目标人群，主要由以体验当地风土人情为主的外出活动以及中国

传统文化研习班两部分组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累积，该项目在我校师生中已具备一定的品牌效应。

截至目前，已经累积开设相关课程 160 多课时，外出次数 30 余次，覆盖中外籍师

生 600 余人。2021 年 1 月 27 日，宁波诺丁汉大学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 名留

校过年的师生们，走进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感受山村地道的中国年味。活动通过

央视新闻直播间、网易直播、百度直播报道，当天直播量累计超 80 万，CCTV13 报

道收视率预估达 100 万，人民日报、人民网、学习强国、今日头条、新华网、腾讯

网等 76 家媒体同步记录，掀起一股留“浙”亦温暖的热潮。 

 

 

七、需要改进和完善的主要方面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时期，国家提出了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新部

署。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构成，宁波诺丁汉大学要把学校的发展与国家和地区

重大需求与战略发展方向相结合，勇于承担时代使命，把握战略机遇，扩大社会服

务能力，提升办学影响力和社会声誉，打造成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成功范例。站在新

的发展起点上，学校在与诺丁汉大学全球战略和地方发展战略保持同步与呼应的基

础上，将向教学科研型大学的发展方向迈进。下一步，将具体实施四大行动计划。 

（一） 实施“国际化教学与学生体验提升”行动计划 

学校秉承“一流学术成就一流国际化人才”的办学宗旨，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富

于启发、鼓励探索与创新的学生体验。通过营造丰富多元的课程体系和国际化的学

习环境，激发学生潜能，提升学术与职业素养，构建受用终生的底层思维和综合能

力。一方面聚焦科研导向的、跨学科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变革式、实境性专业

课程学习机会，赋予学生未来职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也通过开设嵌入式的、

系统性的第二课堂，为学生发展提供兼具广度和深度的行动式学习和实操的舞台。 

（二）实施“高质量科研服务地方提质”行动计划 

“十四五”期间，学校将着重提升科研综合能力，加强知识转移，提高社会服

务水平。积极开展与高校及社会各界的科研合作，携手探索和解决地区与全球面临

的挑战，扩大学校在国内及国际上的科研影响力，致力于通过高质量和高影响力的

研究为区域发展做出贡献。 

（三）实施“人才招募与发展”行动计划 

发挥学校全球学术与人才资源优势，以一流学科建设为重点，以诺丁汉大学卓

越灯塔计划（宁波）创新研究院等重大平台建设为契机，加大国内外高端学术领军

人才引进力度，完善引才机制，创新人才聘用、评价和分类管理模式，推进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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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改革，提升人才服务水平，为人才创造国际化的成长环境，初步建成一批符合

办学需要、结构合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师资团队。 

（四）实施“大学治理与管理优化”行动计划 

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围绕大学未来的学术和事业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大学

治理框架和管理措施，构建高效、公开、健全的大学运行机制，为教学、科研、对

外合作等工作有序开展提供有力的机制保障。构建与高水平国际化大学相适应的管

理、服务和保障体系，打造一流的学术发展和育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