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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西华大学始建于 1960 年，1978 年被四川省政府列为省属重点大学。1983

年更名为四川工业学院。2003 年，四川工业学院与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

组建西华大学，2008 年，四川经济管理学院整体并入。

1982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为首批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1990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学校现有校本部、彭州校区、人南校区三个校区，校园面积近 3000 亩。校

本部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郫都区。

学校全面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在省属高校中先行先试“首席科学家”模式，

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人员 960 余名，其中，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及四川省“千

人计划”引进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等各类专家 130 余人。聘请 70 余名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国内外著名专家担任学校特聘教授。

58 年办学薪火相传。学校秉持“求是、明德、卓越”的校训，传承“知难

而进、自强不息”的优良办学传统，树立“育人为本、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

色兴校、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坚持“改革创新、开放办学、协调推进、特色

发展”的办学思路，主动适应国家和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内涵提升为核

心，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形成工、理、管、法、经、艺、文、教、

农、医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现有 27 个学院，18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学科，12 个专业硕士学位类别，68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86 个本科专业。全日制

在校学生 4.5 万余人。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招收乒乓球、健美操、跆拳道高水平

运动队学生和边防军人子女预科。具有面向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

学校拥有国家级和省级特色专业、国家级和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省

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四川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四川省“卓

越农林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省级应用型本科示范专业 40 余个，3个专业通

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学校拥有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四川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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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双一流”建设支持学科、省级重点学科，以及

教育部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省区域与国别重点研究基地、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哲社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其他厅局级平台。近三年承担或参与

了 400 余项国家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

和部省级重点科研课题，成果转化及项目合作产生了巨大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

获得国家、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和各类成果奖 40 余项。

学校以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

新精神、能够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高素

质人才”为目标和根本任务，建立有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致力于教学质量

提高。实施“本科生创新基金资助计划”和“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计划”，设立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和创新教育学分，加强开放型实验室建设，建有省级大学科

技园。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被评为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以及实干、创新精神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毕业生就业率

一直保持在 90%以上。

学校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协同育人，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

大利、瑞典、捷克、日本、韩国、泰国等国的 70 余所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广泛

开展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学术及科研合作，为学生出国深造提供广泛渠道，人

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

建校以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以中国激光 3D 打印引路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华明，休斯敦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发明家科学院院士任志锋，东方电气集团东

方电机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石清华，希望集团与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等校友

为代表的各类人才 25 万余名，已经成为国家及四川省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

才和智力支持的重要基地。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华大学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正在全

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办出

学科特色，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省属综合性大学。

热忱欢迎工矿企业、科研单位、高等学校的在职人员和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

西华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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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001 经济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0572

网址：http://economics.xhu.edu.cn/

经济学院现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西华大学区域社会经济

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所和西华平和国际金融研究所等三个科研机构，科技金融

与创业金融研究中心、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创新研究中心、旅游景区管理研究基地、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等四个学科平台。

师资团队机构合理，科研能力强，现有教授、副教授 42 人，博士生导师和

硕士生导师 18 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1人，四川省“千人计划”

入选专家 3人。

出版学术专著 25 部、教材 30 多部，发表学术论文 600 余篇（ SCI 和 SSCI

检索 20 余篇，CSSCI 收录论文 30 余篇，核心期刊 90 余篇），完成国家级、省部

级等纵向科研项目及横向科研课题 20 余项（国家级课题 5项）。研究生培养成果

显著，多名研究生考入 985 和 211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导师合作发表 SCI 和

CSSCI 检索论文多篇。

0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1317

http://smarx.xhu.edu.cn/

学院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现有 1个一级学科；1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1个学校研究基地。

现有教授、副教授 36 人，硕导 25 人。近年来，学院出版 30 余部专著；发

表 500 余篇学术论文（核心期刊论文 200 余篇，CSSCI、EI 收录 100 余篇）；承

担纵横向项目 200 余项（国家级项目 11 项、省部级项目 40 余项）；获省部级成

果奖 8项。

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 126 人。学生在全国挑战杯竞赛、中国公益慈善大赛等

国内竞赛中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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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知识产权学院、法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5268

网址：http://iplaw.xhu.edu.cn/

学院现有教职工 31 名，包括四川省“千人计划”人才 1人，四川省学术带

头人后备人选 2人，教授和研究员 5人，副教授 10 人，博士 8人，硕士生导师

12 人，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获得者 1人。近年承担国家及省部级

项目 30 余项，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20 余部，获得省厅级奖励多

项。

学院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法学和知识产权 2个本科专业。建有模拟

法庭、法律诊所和案例分析等实验室；有四川省知识产权教育培训（西华大学）

基地、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法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学院现有研究生 50 人。

法学专业学生近年司法考试通过率超过 70%，其中 A证通过率维持在 40%左右，

为学生从事法律职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004 社会发展学院

咨询电话：028-87387238

网址：http://shfz.xhu.edu.cn/

社会发展学院目前有专兼职教师 20 余人，专任教师 12 人，其中教授 2人、

副教授 4人，硕导 6人，博导 2人，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教师共计 9人，

特聘台湾教授 1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以及四川省学术

带头人 1人。兼职硕导 10 人，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5人。

学院现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社会工作本科。建立了社会

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MSW）和公益创新产学研发展中心。建立了专业

实习基地 30 余个，分布在四川省内、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以及台湾地区，

涵盖老年、儿童青少年、医务、社区、学校、残疾人、企业等服务领域。

学院教师近年来取得大量的科研成果：承担和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

部人文社科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厅市级科研项目 80 余项，同时在公开刊物

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获省部级奖 10 余项。

http://www.x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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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人文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5198、87723099

http://rwxy.xhu.edu.cn/

中国语言文学已有 40 余年办学历史，现有专任教师 52 人，其中教授、副教

授 26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2 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2人，

四川省和西华大学教学名师 2人，硕士生导师 14 人。

近年来共出版学术专著、教材 50 余部，公开发表各级各类学术论文 300 余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及四川省社科联项目 40 余项，市厅级

科研项目 60 余项，与各级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合作项目 100 余项，荣获四川

省政府等不同级别的教学与科研优秀成果奖 20 余项。

有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李冰研究中心 2个四川省哲学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和 1个厅级研究基地蜀学研究中心。办有《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李冰研究学刊》和《蜀学》等学术刊物。

006 外国语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2593

http://wgy.xhu.edu.cn/

学院创建于 1987 年，现有 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3个本科专业；有教授 6

人、副教授 47 人，硕士生导师 12 人，博士 12 人。

近年来在语言学、外国文学以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项，各类省厅级项目 70 余项，企业合作项目 80 余项；出版

学术专（译）著 25 部，教材 11 部，发表学术论文近 600 余篇，获得省政府教学

成果奖 4项，厅级科研成果奖 3项。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形成“以人

才培养为目标，以科学研究为依托，以队伍建设为保障”的发展模式。

学院定期举办研究生读书报告会，激励学生积极申报各类创新基金项目，鼓

励研究生从事各种学术交流和相关社会实践活动，近年来就业率达 100%，受到

用人单位及社会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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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理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3006

网址：http://lxy.xhu.edu.cn/

理学院现有数学、物理学 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功能材料化学 1个二级学科

硕士点；拥有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1个、省科技创新团队 1个、省教育厅科技创新

团队 2个。

现有教授 23 人，副教授（高级实验师）52 人；硕导 39 人，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1

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5人，四川省“千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

2人，四川省“青年千人计划”人才 1人，四川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 1人。

近年来，学院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0 余篇，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3篇；共出版专著、教材 4部；授权发

明专利 46 项。

008 机械工程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0507

http://sma.xhu.edu.cn/

机械工程学院成立于 1960 年，拥有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2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拥有 “制造与自动化”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及“智能制造”省级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现有教职工 100 余人，其中教授 25 人、博士生导师 3人、

硕士生导师 4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人、省级学术带头人 2

人、省级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2人。

近五年，学院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星火计划项目、国防科

研项目在内的各类科研课题 120 余项，出版专著和教材 50 余部，发表论文 300

余篇。学生多次获得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挑战杯”、世界杯机器人足球大赛、全国 3D 大赛等国际级、国家级、省部

级奖项 15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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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研发的焊接机器人

009 汽车与交通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5273

网址：http://qc.xhu.edu.cn/

学院在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热物理三个一级学科及机

械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点开展研究生培养。现有专兼职硕导 40 人，其中中国工程

院院士 1人、中组部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人，省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3

人、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1人，省教学名师 1人，省级创新团队 2个。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国家环境保护培训基地 1个、省厅级学科平台 9个。

学院围绕“交通强省”，服务于汽车与交通两大国民经济行业；以绿色智能为学

科特色，重点面向交通装备（汽车）、道路交通安全、交通环保、交通服务四个

领域，开展智能载运工具技术及应用、交通节能减排技术、交通安全工程、智能

交通管控技术四个方向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0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0511

网址：http://mse.xhu.edu.cn/

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有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工领域二个硕士

学位点。本学位现有研究生导师 29 名，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人，四

川省突出贡献专家 1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6人。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科技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央军委科技委项目、教育部项目、四川省

科技项目等 110 余项，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三等奖 6项，授权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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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40 余项，实施成果转化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1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0524

网址：http://energy.xhu.edu.cn/

学院源于建校初 1960 年四川农机学院农业机械化系，是西南地区最早也是

目前唯一开设水力机械方向的高校。现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硕士点、

能源动力、能源经济与节能技术交叉学科硕士点、土木水利 2个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点；拥有流体及动力机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省流体机械及工程重点实验

室、能源动力重大装备技术四川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等10余个省部级学科平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列入四川省首批“一流”学科。

现有专任教师 70 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30 余人，博导 3人，硕导 30 人，

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国家级人才 5人、省部级人才 6人。聘请了国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 10 余人。

近年，学院出版 20 余部专著和教材；发表 1000 余篇学术论文（SCI、EI 等

检索论文 200 余篇）；承担纵横向项目 200 余项（国家级项目 11 项，省部级项目

32 项）；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和教学成果奖 10 余项，授权国际发明专利和国家

发明专利等 70 余件。

学院目前在读硕士研究生 130 余人，在国内外建立研究生实践教育基地 10

余个。是四川及西部地区能源动力领域、水利工程领域人才重点培养基地。

012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9399

网址：http://seie.xhu.edu.cn/

学院创建于 1987 年，现有“电气工程”和“信息与通信工程”两个一级学

科，“电气工程”和“控制工程”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三个省高校重点实

验室，一个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一个省高校科研创新团队。

现有教授、副教授 49 人，硕导 30 余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43 人。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12 人，省教学



9

名师 2人、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3人。聘请十多位海外知名学者作为兼职教授。

近五年，承担纵向、横向项目 500 余项，科研总经费近 4000 万。获授权专

利 125 项。发表论文 366 篇，其中 SCI 论文 72 篇，ESI 论文 5篇。出版学术专

著 6部。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3项。

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技研新阳集团等单位建立了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和

社会实践基地。研究生在“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挑战杯”等国内外学科

竞赛中多次获国家级奖项。

复杂环境下机器视觉研究平台

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平台

01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6572

网址：http://cs.xhu.edu.cn/

学院创建于 1986 年，现有 2个一级学科；1个专业型硕士学位授权点；3

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四川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

现有教授、副教授 49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西华大学特聘教授各

1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3人，四川省“千

人计划”人才 1人，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 2人，四川省教学名师 1人，四川省学

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4人，二级教授 3人，硕士生导师 27 人。学院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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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的教师近 20 人，聘请多位海内外知名学者作为学院讲座教

授和兼职教授。

近年，学院出版教材、专著 10 余部。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等纵向科研项目

及横向科研课题 100 余项，到位科研总经费 1500 余万元，公开发表论文 300 余

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的论文 100 余篇，荣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 3项。多次

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性学术会议，与亚欧美多个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办学

和学术交流。

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 100 余人。学生在“ACM”等国内外竞赛中多次获国家

级奖项。

014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5298

http://jztm.xhu.edu.cn/

西华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始建于 1983 年，学院目前有九个本科专业,

有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硕士点和工程管理

专业硕士点。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150 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66 人，校内外硕

导 38 人，博士、硕士学位教师比例达 72%。包含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 3人；四川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创新团队 1个；获得国家及四川省省级科技进步

奖 3项。

近三年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等纵横向科研项目 200 多项，到位经费 2000 多万

元。拥有建筑与土木类专业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绿色

建筑与节能实验室等四川省省级科研平台 6个。

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 272 余人。学生在“中交公规院杯”2018 世界大学生

桥梁设计大赛等国内外竞赛中多次获国家级奖项。

015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1520

http://bioeng.xhu.edu.cn/

学院成立于 1960 年，现有 1个一级学科；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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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科；2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科研二级实验室。

现有教授、副教授共 46 人，硕导 30 人。省教学名师 2人、省突出贡献优秀

专家 2人。聘请美国马里兰大学王芹教授、东京大学唐子尧教授、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周雪荣教授、加拿大国家健康研究院张君增研究员等多位海外知名学者为兼

职教授。

近年，学院教师主编 20 余部专著和教材；发表 500 余篇学术论文（SCI、EI

等检索论文 180 余篇）；承担纵横向项目 500 余项（国家级项目 40 余项，省部级

项目 100 余项）；获省级及以上科研奖励 12 项。

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 200 余人。学生在“挑战杯”等国内外竞赛中多次获国

家级奖项。

016 管理学院

咨询电话：028-87387139

http://glxy.xhu.edu.cn/

学院始建于 1983 年。拥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会计硕士专业学

位点（MPACC）、工程管理硕士（MEM）专业学位点和“企业管理”省级重点学科；

设有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审计学、资产评

估、物流管理、物流工程、工业工程和质量管理工程等 11 个本科专业，涉及工

商管理、物流管理与工程和工业工程 3个一级学科。

现有教授、副教授 68 人，硕导 30 人；具有博士学位 43 名，硕士学位 54

名，硕士以上教师占 82.91%。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2名、四川省学术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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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2名、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 1名、四川省千人计划专家 2名，

海外知名特聘教授 6名和国内特聘知名教授 2名。

近年来，学院承担了省部级及横向课题 200 余项，平均每年到位经费 400

余万元；出版教材、专著 30 余部，公开发表论文 300 余篇，获得省部级科研和

教学奖 10 余项。

017 体育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9038

网址：http://tyx.xhu.edu.cn/

体育学院成立于 2009 年，场馆设施资源较为完备，另建有三个实验室、体

育科研中心等。学院师资队伍结构合理，现有专职教师 56 人，其中教授 9人、

副教授 24 人；博士 1人，硕士 26 人；硕士生导师 6人；教师中有奥运冠军 1

人，国家级指导员 3人，国际级裁判、国家级裁判 3人。

学院教师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10 余篇；撰写和参编专著教材 30 余

部；参与或主持国家基金项目、省厅级项目 40 余项，获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省市精品课程 4项。教师在四川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老师讲课比赛中获得

二等奖 2人次，三等奖 7人次。

学院学生先后在大学生体育竞赛中获得国家级奖项 152 个。其中，团体冠军

25 个，单项冠军 13 个；同时获得亚洲级奖项 4个，世界级奖项 9个。

0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咨询电话：028-87722472、87387461

网址：http://mssj.xhu.edu.cn/

学院有 30 多年办学历史，拥有 5个本科专业；1个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1个四川省省级特色产品设计（工业设计）专业；1个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工业设计产业研究中心）。

现有教授、副教授 35 人，硕士生导师 13 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 1人，四川省科技厅、经信委特聘专家 1人，四川省旅游局青年专家 1人。

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自然基金等国家级课题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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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教育部等省部级项目 15 项，四川省文化厅、教育厅及省重点哲社研究

基地项目 60 余项；在《文艺研究》、《装饰》、《美术与设计》、《机械设计》、《美

术观察》等 CSSCI、CSCD、EI 收录期刊发表论文 90 余篇；发明专利 5项；获省

级及以上奖 11 项。

现有在读研究生 55 人。学生在 IF、“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等国内外

竞赛中多次获等级奖。

019 西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府研究院

咨询电话：028-87720075

http://buiciw.xhu.edu.cn/

西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府研究院（以下简称“西华-北航天府研究院”）

于 2017年 4月在西华大学设立，是由西华大学与成都市人民政府、天府新区成

都管委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建的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成果转

化于一体的产学研平台。

西华-北航天府研究院目前设有空天信息、航空动力、高温材料、智能制造

四个核心方向，汇聚了一大批北航及国内顶尖学者和专家团队。研究院包括两个

办公区，分别位于成都市郫都区西华大学校园内和成都市天府新区科学城。区域

内高等研究机构集群发展，交通配套设施完善，自然环境优美，为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创新创业提供一流的现代化办公和居住环境。

目前西华-北航天府研究院研究生培养基地围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名院士

的团队建立，拥有包括院士、知名专家在内的研究生指导教师 28名，其中博士

生导师 19名。2018年已完成第一批招生，2019年拟招收研究生 20名，覆盖的

学科专业领域有材料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信息

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航空工程、仪器仪表工程、应用化学、物理学

等。

020 军民融合研究院

咨询电话：028-87729722

军民融合研究院是西华大学的直属二级研究单位，研究院师资力量雄厚，拥

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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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特殊津贴、四川省“千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等多名专家教授。

研究院拥有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1个，省教育厅军民融合重点实验

室 5个，校级军民融合研究平台 2个。研究院重点开展军民融合体制机制研究、

军民融合产业研究以及航空航天、核、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的军民两用技术

研究。

研究院以导师工作组的模式指导研究生，导师工作组由军方、军工企业、科

研院所等知名专家教授组成。研究院注重军民两用技术方面的人才培养，为就读

研究生提供参与军民融合课题研究和赴军工企业实习的机会。此外，学校与西南

财经大学联合培养军民融合国防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为硕士研究生的进一步深造

创造条件。

军民融合研究院鸟瞰图 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大楼

021 中日防灾减灾研究院

咨询电话：028-8725298/87720511

西华大学中日防灾减灾研究院是在中国驻日大使馆教育处、四川省民政厅及

四川省地矿局的大力支持下，由教育部“春晖计划”留日博士专家团、日中防灾

环保研究会与西华大学于 2017 年 9 月共同创办。这是国内首家综合型大学创办

的多学科融合防灾减灾研究院。本研究院将联合国内外相同领域的中国专家学者

以及关心并致力于中日两国防灾环保事业发展的日本同行，共同推动加速中国的

防灾环保等事业的发展，培养防灾、环保、安全及新能源等领域高端实践型科技

人才。同时，积极谋求国家科研投入和社会资源的支持，逐步创建人才培养，科

研创新及产业化相结合的新模式。

研究院师资队伍主要由长期在日从事防灾环保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的

专家学者以及西华大学相关领域教师组成。对学生采取双导师制教学模式，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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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培养高端实践型专业人才。另外，通过“联合培养”的

方式，让学生有机会到日本一些大学或企业交流学习。

022 国际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咨询电话：028—87729140

西华大学国际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是西华大学新设立的校级直属学术研究和

高端人才培养的实体机构，主要依托国内外柔性特聘的讲座教授与西华大学有科

研基础和志向的教师、研究生组建的科研团队，重点研究中国西部经济与管理的

发展。现任院长由四川省千人计划专家，加拿大人力资源管理讲席教授方涛博士

担任。

研究院下设人力资源、经济管理、营销管理、财会金融、供应链及物流管理

等多个研究室，研究团队阵容强大，现有团队负责人均来自海内外知名大学，在

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 SSCI、CSSCI论文数百篇，且有丰富的申请国家级基金项

目的经验。

国际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下设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两个一级学科，其中应用

经济学涉及方向包括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能源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金融

学等；工商管理涉及方向包括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市场营

销和物流管理等。

研究院现面向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课程将采用中英文双语授课，提升学生

的国际化水平和视野。欢迎有较好英文水平、致力于学术研究，并愿意进一步深

造的青年学子报考西华大学国际与经济管理研究院。

咨询地址：西华大学西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3E-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