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名单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秘书处

2022 年 4 月 15 日整理

2001 年，教育部启动实施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目前已由起步的 13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支援 13 所西部高校，发展到 106 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学参加支援、85

所中西部高校接受支援，实现了西部 12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受援

高校中含 11 所师范类院校。形成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订单式合作、阶梯式帮

扶、滚动式支持、多层次合作的支援帮扶模式，显著提升了受援高校的综合实力和师资水平

以及科研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1。

因为陆续增加受援支援名单，未见教育部集中发布最全名单，以下名单收集于网络，根

据教育部发布的文件和新闻整理。

受援高校 受援高校主管部门 支援高校

1. 新疆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组长单位：清华大学

副组长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

成员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

2. 石河子大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组长单位：北京大学

副组长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

成员单位：重庆大学、江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

京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3. 塔里木大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组长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副组长单位：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成员单位：北京化工大学、东北大学

4.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5. 喀什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1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5032 号建议的答复(教高建议〔2020〕628
号).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gaojiaosi/202101/t20210125_510980.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5%A4%A7%E5%AD%A6/4078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6%B2%B3%E5%AD%90%E5%A4%A7%E5%AD%A6/4078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4%E9%87%8C%E6%9C%A8%E5%A4%A7%E5%AD%A6/8201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5%B8%88%E8%8C%83%E5%A4%A7%E5%AD%A6/206825


6. 伊犁师范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7. 新疆农业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河海大学

8. 新疆医科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南大学、吉林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复旦大学

9. 新疆财经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10.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传媒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11. 昌吉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12. 西藏大学 西藏自治区

组长单位：北京大学

副组长单位：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成员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河海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13. 西藏民族学院 西藏自治区

组长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成员单位：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

14. 西藏藏医学院 西藏自治区
组长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成员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江西中医学院

15. 贵州大学 贵州省 浙江大学

16.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省 厦门大学

17.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省 华中师范大学

18. 贵阳医学院 贵州省 苏州大学

19. 贵州民族学院 贵州省 华南理工大学

20. 毕节学院 贵州省 西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1. 贵州财经学院 贵州省 中央财经大学

22. 青海大学 青海省
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

23.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省 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

24.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省 天津大学、厦门大学

25.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市 华中科技大学

26.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市 东南大学

27. 西北大学 陕西省 南京大学

28. 延安大学 陕西省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29. 西安体育学院 陕西省 上海体育学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7%8A%81%E5%B8%88%E8%8C%83%E5%AD%A6%E9%99%A2/8203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5%86%9C%E4%B8%9A%E5%A4%A7%E5%AD%A6/7947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5%8C%BB%E7%A7%91%E5%A4%A7%E5%AD%A6/8197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8%B4%A2%E7%BB%8F%E5%A4%A7%E5%AD%A6/84245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8%89%BA%E6%9C%AF%E5%AD%A6%E9%99%A2/8191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C%E5%90%89%E5%AD%A6%E9%99%A2/8197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8%97%8F%E5%A4%A7%E5%AD%A6/8154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8%97%8F%E6%B0%91%E6%97%8F%E5%AD%A6%E9%99%A2/8163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8%97%8F%E8%97%8F%E5%8C%BB%E5%AD%A6%E9%99%A2/85474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5%E5%B7%9E%E5%A4%A7%E5%AD%A6/2408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5%E5%B7%9E%E5%B8%88%E8%8C%83%E5%A4%A7%E5%AD%A6/18662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5%E5%B7%9E%E5%B8%88%E8%8C%83%E5%AD%A6%E9%99%A2/13756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5%E9%98%B3%E5%8C%BB%E5%AD%A6%E9%99%A2/18655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5%E5%B7%9E%E6%B0%91%E6%97%8F%E5%AD%A6%E9%99%A2/1084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5%E8%8A%82%E5%AD%A6%E9%99%A2/29035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5%E5%B7%9E%E8%B4%A2%E7%BB%8F%E5%AD%A6%E9%99%A2/18664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6%B5%B7%E5%A4%A7%E5%AD%A6/26779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6%B5%B7%E5%B8%88%E8%8C%83%E5%A4%A7%E5%AD%A6/12392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6%B5%B7%E6%B0%91%E6%97%8F%E5%A4%A7%E5%AD%A6/2201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A%86%E5%8C%BB%E7%A7%91%E5%A4%A7%E5%AD%A6/7701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A%86%E4%B8%89%E5%B3%A1%E5%AD%A6%E9%99%A2/2444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C%97%E5%A4%A7%E5%AD%A6/178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6%E5%AE%89%E5%A4%A7%E5%AD%A6/43508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E%89%E4%BD%93%E8%82%B2%E5%AD%A6%E9%99%A2/600978


30.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农业大学

31.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 中央民族大学

32.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 北京师范大学

33.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省 四川大学

34.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省 东南大学

35.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省 中央财经大学

36. 云南大学 云南省 复旦大学

37. 大理大学 云南省 华中师范大学

38. 宁夏大学 宁夏自治区 上海交通大学

39.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自治区 山东大学

40.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自治区 合肥工业大学

41.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2.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省 湖南大学

43.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省 武汉大学

44. 广西大学 广西自治区 华南理工大学

45. 延边大学 吉林省 南开大学

46. 吉首大学 湖南省 中山大学

47.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省 重庆大学

48. 井冈山大学 江西省 同济大学

49. 湖北民族大学 湖北省 四川大学

50. 海南大学 海南省 天津大学

51. 大连民族大学 辽宁省 大连理工大学

52. 河西学院 甘肃省 复旦大学

53. 宁夏理工学院 宁夏自治区 东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54. 兰州城市学院 甘肃省 华东师范大学

55. 甘肃政法大学 甘肃省 中国政法大学

56.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省 中南大学

57. 贵州大学 贵州省 中国人民大学

58. 西藏民族大学 西藏自治区 中国人民大学

59.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省 中国人民大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8%92%99%E5%8F%A4%E5%86%9C%E4%B8%9A%E5%A4%A7%E5%AD%A6/3888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BC%E5%92%8C%E6%B5%A9%E7%89%B9%E6%B0%91%E6%97%8F%E5%AD%A6%E9%99%A2/13754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C%97%E5%B8%88%E8%8C%83%E5%A4%A7%E5%AD%A6/4030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C%97%E6%B0%91%E6%97%8F%E5%A4%A7%E5%AD%A6/17389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0%E5%B7%9E%E7%90%86%E5%B7%A5%E5%A4%A7%E5%AD%A6/3819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0%E5%B7%9E%E8%B4%A2%E7%BB%8F%E5%A4%A7%E5%AD%A6/50322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1%E5%8D%97%E5%A4%A7%E5%AD%A6/1620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90%86%E5%A4%A7%E5%AD%A6/168359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A4%8F%E5%A4%A7%E5%AD%A6/1299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A4%8F%E5%8C%BB%E7%A7%91%E5%A4%A7%E5%AD%A6/63849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96%B9%E6%B0%91%E6%97%8F%E5%A4%A7%E5%AD%A6/11150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7%A7%91%E6%8A%80%E5%A4%A7%E5%AD%A6/1577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6%B0%91%E6%97%8F%E5%A4%A7%E5%AD%A6/1724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5%B1%B1%E5%B8%88%E8%8C%83%E5%AD%A6%E9%99%A2/8286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8%A5%BF%E5%A4%A7%E5%AD%A6/2159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6%E8%BE%B9%E5%A4%A7%E5%AD%A6/5041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9%E9%A6%96%E5%A4%A7%E5%AD%A6/8273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97%E6%B0%91%E6%97%8F%E5%A4%A7%E5%AD%A6/5472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5%E5%86%88%E5%B1%B1%E5%A4%A7%E5%AD%A6/30200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C%97%E6%B0%91%E6%97%8F%E5%A4%A7%E5%AD%A6/74351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8D%97%E5%A4%A7%E5%AD%A6/7266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F%9E%E6%B0%91%E6%97%8F%E5%A4%A7%E5%AD%A6/110464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8%A5%BF%E5%AD%A6%E9%99%A2/8176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A4%8F%E7%90%86%E5%B7%A5%E5%AD%A6%E9%99%A2/29681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0%E5%B7%9E%E5%9F%8E%E5%B8%82%E5%AD%A6%E9%99%A2/20483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8%82%83%E6%94%BF%E6%B3%95%E5%A4%A7%E5%AD%A6/60217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5%BF%E7%90%86%E5%B7%A5%E5%A4%A7%E5%AD%A6/643997


60. 闽江学院 福建省 中国人民大学

61. 河套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人民大学

62. 三峡大学 湖北省 中国人民大学

63. 云南大学 云南省 中国人民大学

64.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省 中国人民大学

65.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 中国人民大学

66. 西藏大学 西藏自治区 南京大学

67. 昆明学院 云南省 南京大学

68. 广西财经学院 广西自治区 复旦大学

69. 大理大学 云南省 复旦大学

70. 贵州大学 贵州省 浙江大学

71. 山西大学 山西省 北京大学

72.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自治区 北京大学

73. 宁波大学 浙江省 北京大学

74.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省 山东大学

75. 天水师范学院 甘肃省 西安交通大学

76. 兰州文理学院 甘肃省 中国传媒大学

77.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省 天津大学

78.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 首都师范大学

79. 西藏农牧学院 西藏自治区 南京农业大学

80.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南大学

81.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省 四川大学

82. 山西大学 山西省 华中科技大学

83.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云南省 华中科技大学

84.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云南省 华中科技大学

85. 新疆喀什师范学院 新疆自治区 天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