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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信息 

Ⅰ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鲁东大学与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合作举办生物科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The 

Joint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Biological Science by Ludong University, China 

and University of Bridgeprot, USA 

中方：鲁东大学 

国家（地区）名称：美国 

英文名称：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中外合作办学者 

外方 

机构名称： 

中文译名：布里奇波特大学 

办学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红旗中路 186 号 

项目批准书编号 MOE37US2A20111148N 

发证机关 教育部 

发证日期 2011-4-14（√证书待发     □证书已发 ） 

项目批准书有效期至 2022-12-31 

办学合作协议有效期 2010-2-22  至  2030-2-21 

开设专业或课程的名

称及代码 
名称：生物科学  代码：071001H 

办学层次和类别 本科学历教育 

专业所属学科及代码 一级学科码：07  一级学科名称理学 

培养年限 培养年限 4+0 年 

招生方式 
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招生计划，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统一入学考试，并符合相关招生录取规定和要求。 
招生录取 

年招生人数 100 人（在鲁东大学年度招生规模内统筹安排） 

仅中方证书 中方：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 

仅外方证书 无 

中外双方

证书 
中外双方证书 

颁发证书 

中外双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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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证书 其他证书 其他证书 

Ⅱ 统计信息 

Ⅱ-1最新培养方案课程信息统计 

中方开设课程 共同开发课程 引进外方课程 其他 
课程总

数 
类 别 

门数 
所占 

比例 
门数 

所占 

比例 
门数 

所占 

比例 
门数 

所占 

比例 
52 

公共课 6 75% 0 0% 2 25% 0 0% 8 

专业基础课 4 57% 0 0% 3 43% 0 0% 7 

专业核心课 3 43% 0 0% 4 57% 0 0% 7 

选修课 10 55.6% 0 0% 8 44.4% 0 0% 18 

实践课 8 67% 1 8% 3 25% 0 0% 12 

毕业考核 

要求 
√学位论文     □毕业设计     □报告     □其他：                  □无 

补充说明 

培养方案由中方和美方共同制定，课程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选

修课和实践课 5 种。引进外方课程共 20 门，占全部课程 52 门的 38.6%。其中，引进外

方专业基础课程（3门）占专业基础课程（7门）的 43%；引进外方专业核心课程（4门）

占专业核心课程（7门）的 57%；引进外方选修课程（8门）占选修课程（18门）的 44.4%；

引进外方和共同开发的实践课程（4门）占实践课程（12 门）的 33%。 

Ⅱ-2 学生情况统计 

Ⅱ-2-1 在读学生信息统计 

本栏限“纳入国家统招计划”的项目填

写 

本栏限“授外方文凭

证书”项目填写 
入学年度  报到人数  

按招生计划录取人

数 
其他方式录取人数 

在外方机构注册人

数 

2012 
2013 
2014 
2015 

51 
33 
61 
81 

80 
80 
80 
80 

0 
0 
0 
0 

0 
0 
0 
0 

补充说明  无 

Ⅱ-2-2 毕业学生信息统计 

是否有毕业生 是 当前就读学生最高年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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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去向（人数） 

入学年度 报到人数 毕业年度 实际毕业人数 
国内 

深造 

境外 

深造 

已经 

就业 

尚未 

就业 

情况 

不详 

2011 72 2015 71 19 11 41 0 0 

补充说明 1 人因健康原因休学至 2012 级 

Ⅱ-3 教学基本资源 

是否办理 

全校统一借书证 
√是     □否 

是否设有学生专用

外文图书资料室 
√是     □否 

是否能够使用 

校园网 
√是     □否 

是否能够使用 

外方网络教学资源 
√是     □否 

Ⅱ-4 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 

项    目  标准  审批部门  

收费  学费  18000 元 /生 /年  山东省物价局  
本

年

度

经

费

来

源  

其他  无  

收入 

（万元） 

支出 

（万元） 

结余 

（万元） 
收支

简况  
406.8 328.7045 78.0955 

年

度

经

费

管

理

使

用  
说明  

本项目财务由鲁东大学财经处统一管理，专款专用。执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法规。学

生学费由财经处统一收取，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财务管理纳入鲁东大学财务统一管

理体制，支出全部投入该项目的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 

项目收入情况：本项目学费收入 4068000 元。2015 年在校学生人数 226 人，学

费收费标准 18000 元/每生/每年。 

项目支出情况：2015 年项目全年支出 3287045 元。其中外方教师费用 395000 元，

中方教师工资拨款 1625000 元，拨付学院业务费 380745 元，学生奖助学金 203400

元，学校支出部分水电暖物业保障经费 296000 元，图书馆图书购置 50000 元，学院

设备购置 186900 元，实验室改造费等 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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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学情况简介（限 3000 字内） 

重点阐述办学规范性、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情况、培养质量及办学效益等方面的特色及优势，问题与

不足。主要内容如下：⑴ 办学单位基本情况介绍，以及项目特色阐释；⑵ 依法办学及办学规范性情况；

⑶ 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利用情况；⑷ 培养质量及取得的社会效益等办学成果情况；⑸ 自评发现的主要

问题及整改计划及措施。 

 办学机构基本情况介绍，以及机构办学特色阐释 
     

鲁东大学是一所以文理工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重点建设高校。2012 年成为

首批“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

校园占地 2734 亩，校舍建筑面积 94 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 217 万册、电子图书 300 万

种、中外文期刊 1502 种。学校现设有 22 个学院、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博士项目、

13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77 个科学学位硕士招生专业，6 个硕士专业学位招生类

别、23 个招生专业，76 个本科专业，在校生 3万余人。 

 项目承办学院为生命科学学院，现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和葡萄与葡萄

酒工程 4个本科专业，有本科生 1329 人。其中，生物科学专业是山东省首批（2006 年）

特色专业、国家第二批（2007 年）特色专业建设点。拥有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包括

有动物学、生态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和学科教学论（生物）共 5个硕士点，目前

在校研究生 54 人。具有在职教育硕士专业招生资格。生命科学学院与国内外多所大学和

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除了互派教师交流访问之外，还先后派研究生、本科

生到日本新泻大学、韩国圆光大学、美国墨瑞州立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访

学。 

项目合作方为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也称“桥港大学”）创建于 1927 年，大学地

处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布里奇波特市，为康涅狄格州最大的城市，以公园城市著

名，距离纽约 55 英里。现在纽约和斯坦福市设有分校。布里奇波特大学为一所私立综合

性大学，下设 12 个院系，包括商学院、工程学院、营养学学院、文理学院、牙科保健学

院、自然疗法学院、国际学院、人体康复保健学院、药学院、教育与人力资源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等。学校 92%教师具有博士学位。现在师生比为 1:12。布里奇波特大学是全

美具有博士授予点的 200 多所大学之一；是卡内基委员会指定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院校；

学校自 1999 年以来一直名列康州高校前 3名。学校三分之二的学生为研究生。学校连续

六年被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大学”；是全美 250 个最具观光价值的大学校园之一。 

2010 年 2 月，鲁东大学与布里奇波特大学建立友好学校关系，并开展了艺术设计专

业专科、生物科学专业本科合作办学项目、一年制留学项目、研究生项目、教师研修项

目等。2011 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双方开展生物科学专业本科教育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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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并纳入全国高考统一招生。 

培养模式：该项目主要采用“4+0”培养模式（部分优秀学生可选择“2+2”、“3+1”），

培养方案借鉴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布里奇波特大学

派遣部分专业教师和相关管理人员参与本合作项目，三分之一以上语言和专业课程由外

方教师负责或中方教师双语授课；部分专业核心课程引进英文原版教材。合格完成学业

的学生颁发鲁东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达到学位授予标准的，授予鲁东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在国内学习两年后，经布里奇波特大学审核合格者，可到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同类本科

专业插班，继续学习两年，将获得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学士学位，同时获得鲁东大学学

士学位。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可顺利申请到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或其他高校攻读相关专业

研究生。 

培养目标及特色：通过引进美国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学及管理模式，培养具有

现代教育观念和课程理念，掌握生物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能够

在不同部门和领域从事生物科学及有关学科的应用研究、科技开发、科普宣传等工作的

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生

命科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相关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接受现代生物学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

方面的训练，形成扎实、全面的现代生物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具有较强的英语

听、说、读、写能力，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在生物科学、生物医学、健康科学等领

域从事双语教学、研究和科技开发的基本能力。通过培养，使学生能够在海内外生物类

企事业单位、跨国公司、跨国教育培训及分支机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研发、

管理经营或在相关部门从事招商引资、教育、科学、文化、外事交流等工作。 

办学特色：在胶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半岛地区的国际交流日益

发展，生物科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开展将进一步强化区域科教、文化和对外交流与技

术合作，为胶东地区、山东省乃至周边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经过多方努力，近年来逐渐形成以下特色： 

    1.积极探索我国生物科学教育与国际现代生物科学教育的融合交流，创新人才培养

改革新模式，通过调研论证，积极探索出一套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需求的国际化、复合

型高层次生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强化从“双语”教学到完全英语教学的“2+2”教改新模式。国内教学课程安排有

外教，专业基础课程全部采用双语教学，强化了学生英语的口语、听力等的学习，保证

学生出国能尽快适应完全英语教学的模式，并极大地促进了教师的双语教学水平。布里

奇波特大学每年都派教师来学校参与课程教学，并了解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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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重实践教学课程设计，采取互动式教学。为了适应国外的办学特点，在理论教

学上综合国外知识面宽的特点，将国外和国内的课程设置进行融合，在实践教学中注重

课程设计教学环节，采取互动式教学，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4.项目对教师的双语教学培养提供了新途径。自 2012 年起，学院每年派 1-2 位教师

赴布里奇波特大学进行为期半年或一年的教学进修，这为学院双语教师的能力培养提供

了一条很好的途径，目前已经有 5 名教师进入布里奇波特大学教学进修，有 7 名教师赴

美国其他大学进修。在未来五年内，计划派出 10 名教师赴国外进修访问，鼓励教师出国

参加学术会议或开展合作研究，这对学院教师的教育观念转变，课程教学改革等方面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 

    5.基于项目和协议的规范化国际合作办学管理措施。我们依法办学，做好国际合作

办学的规范化管理。项目的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以及教学管理等符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的要求。 

  

 依法办学及办学规范性情况 

 

    项目招生：该项目的招生纳入全省高考统一招生计划，以生物科学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的单独招生代码招生；每年在项目的招生简章中对项目的相关情况、录取批次、收费

标准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管理规定等进行如实公告，并且对有意向进入项目的学生（包

括其家长）以招生简章为依据逐个进行说明，并在入学后召开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家长会，

解释相关政策，接受学生及家长咨询。 

项目收费：本项目财务由鲁东大学财经处统一管理，专款专用。执行高等学校会计

制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法

规。学生学费由财经处统一收取，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财务管理纳入鲁东大学财务统

一管理体制，支出全部投入该项目的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 

1.项目收入情况：本项目学费收入 4068000 元。2015 年在校学生人数 226 人，学费

收费标准 18000 元/每生/每年。 

2.项目支出情况：2015 年项目全年支出 3287045 元。其中外方教师费用 395000 元，

中方教师工资拨款 1625000 元，拨付学院业务费 380745 元，学生奖助学金 203400 元，

学校支出部分水电暖物业保障经费 296000 元，图书馆图书购置 50000 元，学院设备购置

186900 元，实验室改造费等 150000 元。 

    项目管理：本项目的常规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按学校和学院统一的规范化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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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并针对本项目的特殊性，在如下几个方面特别加强管理： 

    1.项目承办学院成立了由院长牵头的项目管理委员会，重大事项均经双方充分讨论

后签订协议执行。 

    2.学院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涉及项目的有关情况或问题，并对项目配备班主任、

教务管理人员和项目秘书。 

    3.为适应国外的教学特点，在理论教学上结合国外教学知识面宽的特点，将国外和

国内的课程设置进行融合，注重课程设计实践（实习、实验）教学环节；引进国外优势

课程及教材资源，三分之一以上的课程引进英文原版教材；加强本科生导师制建设，注

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与创新精神。 

    4.为加强“双语”教学，选拔在国外留学回来的优秀教师授课，聘请外籍教师加强

英语教学，布里奇波特大学定期派教师来我院开设专题讲座和主讲一定学时的专业课程。

中方开设的选修课，双语教学（7 门）比例占选修课总数（8 门）的 87.5%。鲁东大学每

年 1-2 名任课教师出国进修，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双语教学水平。 

    5.学院每年在招生简章中将所有与项目有关的如学费等情况如实告知，做到了全透

明，并每年召开项目学生家长座谈会，通报学生学习情况和赴美学习的准备要求。 

 

 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利用情况 

 

教学资源引进方面： 

1. 培养方案由中方和美方共同制定，课程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选修课和实践课 5种。引进外方课程共 20 门，占全部课程 52 门的 38.6%。其中，引进外

方专业基础课程（3门）占专业基础课程（7 门）的 43%；引进外方专业核心课程（4门）

占专业核心课程（7门）的 57%；引进外方选修课程（8门）占选修课程（18 门）的 44.4%；

引进外方和共同开发的实践课程（4门）占实践课程（12 门）的 33%。外方课程资源引进

比例达到要求，优势明显。 

2. 根据培养方案，本年度实际任课教师共 32 名，中方教师选派任课教师 21 人，外

方选派教师 11 名（含全球招聘教师 4名）均为外国籍，外方教师比例占全部教师的 34.4%。

外方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7名，具有硕士学位者 1名，学士学位 3人，博士比例为 64%。

外籍教师所担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时数（176 学时）占全部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时数（356

学时）的 49%,其他中方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也均到布里奇波特大学交流进修过。

根据学生的需求，邀请国外专家定期举办有关美国国情、团队合作等讲座，组织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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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短期交流访学活动。 

    3. 教学评价体系参照外方执行，专业基础课教材中英文配套，部分作业要求用英文

完成，采用互动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考试采用英文试卷。 

    4. 专业核心课程全部引进国外教材，并中英文配套。 

    师资队伍培养方面： 

    1. 注重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能承担双语教学任务的高水平教师队伍。计划每年派

遣 1-2 名教师赴布里奇波特大学进行为期半年或一年的教学进修，2015 年派出 2 位本项

目任课教师赴布里奇波特大学教学进修与参与学生管理。 

2. 注重建设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水平管理团队。2015 年 2 月组织一批项目管理人员

赴布里奇波特大学考察和短期学习。 

3. 每年全球招聘专业教师来我校授课，积极建设国际化师资团队。 

4. 加强教师的语言能力培训，计划每年组织教师在国内或国外进行英语语言培训，

增强双语授课水平。 

 

 培养质量及取得的社会效益等办学成果情况 
 

    本项目自 2011 年开办以来，共招生 5 届，计 297 人。因合作办学双方均高度重视，

已在招生规模、人才培养效果、深化教学改革等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效，实现了

“双零”：零拒签、零举报。 

本项目的招生规模逐年增加，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2015 年超额完成招生计划。

赴美学生在布里奇波特大学期间的学习能力和表现得到了布里奇波特大学的充分肯定，

布里奇波特大学认为项目学生学习思维敏捷、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学生学习成

绩普遍达到良好以上。 

本项目首届 2015 届毕业生中，有 11 人赴美国深造，有 19 人考取国内硕士研究生（比

例达到 32.2%），总体就业率达到 97%。 

 

 自评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计划及措施 
     

     1.项目在国内教学的前两年中，外教人数和外教授课时数需要增加。在自评过程中

已针对此问题同外方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调整了教学安排，布里奇波特大学将增加

任课教师的派遣数量和教学时数。 

    2.进一步加大双语教学的力度，提高双语教学的质量。计划进一步加强双语教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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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队伍建设，并进行教学改革，提倡小班上课和任务式教学方式。2016 年起，加大双语

教学的同时，逐步推进全英文授课改革试点，争取到 2018 年，中方教师全英文授课门数

达到 5门以上。 

3.针对中外双方教学团队交流不多的情况，采取定期教学讨论会议制度，加强双方

教学团队的交流与合作。 

 

在自评过程中，我们将自评的情况向外方进行了通报，外方也对项目进行了评估，

提出了评估意见。经过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大对项目的投入，不断提高项目的

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今后将强化一下几个方面的项目合作：增加派遣布里奇波特

大学教师参与实践课程教学的数量，使布里奇波特大学教师的教学时数超过实践课程的

三分之一学时；增加鲁东大学教师赴布里奇波特大学进修的机会，参与学生在校的教学

与生活的管理；增加外方资助，提高项目教师在专业核心课的双语教学能力；加大出国

交流学生的奖励。同时，承办项目的学院正在积极制定有关教师进修、管理和聘期考核

的有关规定，以保证教师进修水平和实际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