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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生 发 展 规 模 
                                       

统计指标 小计 备注 

研究生 

博士生在校生 714  

（单位：人） 

其中：专业学位生 27  

硕士生在校生 6,999  

其中：专业学位生 1,548  

博士、硕士招生生 2,561  

博士、硕士毕业生 2,258  

其中：授予学位 2,238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1,536  

其中：专业学位生 1,536  

普通本专科生 

本科生在校生 25,175  

（单位：人） 

其中：石牌校区 11,772  

大学城校区 12,515  

南海校区 888  

专科生在校生 2,289  

其中：石牌校区 0  

大学城校区 0  

南海校区 2,289  



本专科在校生中师范生 10,286  

本专科招生生 6,931  

本专科毕业生 7,490  

其中：授予（学士）学位 6,425  

成人教育学生 

函授在校生 5,563  

（单位：人） 

其中：本科生 3,658  

专科生 1,905  

业余在校生 7,947  

其中：本科生 4,131  

专科生 3,816  

成人本专科招生 4,104  

成人本专科毕业 4,815  

其中：授予（学士）学位 529  

网络教育学生 

本科生在校生 22,781  

（单位：人） 

专科生在校生 22,767  

网络本专科招生 18,504  

网络本专科毕业 13,055  

其中：授予（学士）学位 160  

留学生 

学位生在校生 316  

（单位：人） 

其中：博士生 16  

硕士生 49  

本科生 251  

留学生招生 243  

留学生毕业 93  

其中：授予学位 86  

语言培训生 937  （单位：人次） 

留学生来源国家数 66  (单位：个） 

 
 
 
 
 
 
 



教 职 工 队 伍 建 设 
                                       

统计指标 小计 备注 

总体规模 

教师队伍 2,105  

（单位：人） 

其中：正高级 524  

副高级 591  

中级 839  

教辅人员 357  

其中：正高级 9  

副高级 95  

中级 159  

行政管理人员 490  

其中：正高级 13  

副高级 80  

中级 219  

聘请校外教师 373  

其中：正高级 79  

副高级 81  

中级 64  

外籍教师数 72  

离退休人员 1,671  

专任教师

变动情况 

本年度增加教师数 72  

（单位：人） 

其中：录用毕业生 28  

外单位教师调入 44  

校内外非教师调入 0  

本年度减少教师数 22  

其中：自然减员 16  

调离教师岗位 6  

其他 0  

研究生指

导教师情

况 

博士导师 26  

（单位：人） 博士、硕士导师 327  

硕士导师 734  

专任教师 授公共课、基础课人员 185  （单位：人） 



岗位分类 其中：正高级 13  

副高级 45  

中级 120  

授专业课人员 1,920  

其中：正高级 511  

副高级 546  

中级 719  

专任教师

学历（位）

结构 

博士生研究生 1,132  

（单位：人） 

其中：获博士学位 1,132  

获硕士学位 0  

硕士研究生 580  

其中：获博士学位 0  

获硕士学位 560  

本科 386  

其中：获博士学位 5  

获硕士学位 136  

本校毕业或在本校取得学位的专任教

师 
535  

专任教师

年龄结构 

29岁及以下 133  

（单位：人） 

其中：正高级 0  

副高级 4  

中级 71  

30－39岁 983  

其中：正高级 72  

副高级 258  

中级 569  

40－49岁 715  

其中：正高级 268  

副高级 256  

中级 182  

50－59岁 250  

其中：正高级 161  

副高级 72  

中级 17  

60岁及以上 24  



其中：正高级 23  

副高级 1  

中级 0  

 
 
 
 
 
 

专 家 学 者 情 况 
 

统计指标 小计 备注 

专家

学者

情况 

院士（含双聘、外籍院士） 10  

（单位：人） 

“千人计划”入选者 5  

长江学者 5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6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2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5  

国家级教学名师 2  

“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创新团队 
2  （单位：个） 

广东省领军人才 6  （单位：人） 

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 2  （单位：个） 

珠江学者 11  

（单位：人） 
广东省高等学校

“千百十工程” 

国家级培养对象 6  

省级培养对象 72  

 
 
 
 
 
 
 



学 科 建 设 与 人 才 培 养 
 

统计指标 小计 备注 

学科布

局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授权点 14  （单位：个） 

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授权点 5  
（不含一级学科覆

盖点，单位：个）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  
（单位：个）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授权点 33  

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授权点 4  
（不含一级学科覆

盖点，单位：个）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0  （单位：个） 

重点学

科 

国家重点学科 4  
（含 1 个重点培育

学科，单位：个） 

省一级重点学科 18  
（单位：个） 

省二级重点学科 4  

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9  （单位：项） 

专业与

课程 

本科专业 83  
（单位：个） 

专科专业 14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4  

（单位：门）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9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1  

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5  

国家级专业改革综合试点 2  
（单位：个） 

省级专业改革综合试点 6  

上网课程数 574  （单位：门） 

教材建

设 
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立项 5  （单位：项） 

实验教

学示范

中心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  
（单位：个）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2  

教学成

果奖 

国家级 1  
第六届（单位：个） 

省级 15  

毕业生

就业率 
本专科生总体就业率 98.96%   



 

科 学 研 究 
 

统计指标 小计 备注 

科研

机构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 

（单位：

个）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部共

建） 
1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1 

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1 

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实验室 1 

国家体育总局重点研究基地 1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中心） 8 

广东省高等学校科研型重点实验室 6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7 

广东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广东省高校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3 

广州市重点实验室 2 

广州市工业研究开发基地 1 

博士后流动站 15 

社会

科学

科研

项目 

社会科学立项项目（纵向） 162 

（单位：

项） 

其中：“广东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资助

项目 
1 

20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 1 

2012 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14 

2012 年度广东省体育局体育软科学课题研究项目 6 

2012 年广东省社科规划学科共建项目 10 

2013 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1 

2013 年度“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广东实践研究”重大课题 2 

2013 年度“广东省优长学科、特色学科建设”专项资助课

题 
1 

2013 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 9 

2013 年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4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2 



2013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10 

2013 年广州广州大典专项课题 3 

2013 年广州市人文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课题 5 

2013 年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 15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4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1 

2013 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课题 1 

2013 年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 19 

2013 年教育部一般项目 21 

2013 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1 

2013 年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课题 1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特别委托项

目 
1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项目 12 

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基金 4 

中共中央编译局 2013 年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社会科学总立项经费 3,143.6  
（单位：万

元） 

自然

科学

科研

项目 

自然科学立项项目（纵向） 196 

（单位：

个）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0 

教育部项目 18 

科技部项目 0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9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未公布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28 

广东省教育厅项目 13 

其他 8 

自然科学总立项经费 12,743.3  
（单位：万

元） 

社会

科学

科研

成果 

省部级科研成果获奖（省部级） 25 （单位：

项） 其中：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6 

2010-2011 年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 

2013 年公

布（单位：

项） 



发表学术论文（SSCI、A&HCI收录） 35 （单位：

篇、部） 学术著作 170 

自然

科学

科研

成果 

科研成果获奖（省部级） 2 
（单位：

项）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1 

发表学术论文（SCI、EI、ISTP收录） 1,073  
（单位：

篇） 

授权专利 81 

（单位：

项） 

其中：发明专利 67 

实用新型专利 12 

外观设计 2 

 

校 舍 与 资 产 情 况 

 

统计指标 小计 备注 

校舍

情况 

占地面积 2,053,186  

（单位：平方米） 

其中：绿化用地面积 840,730  

      运动场地面积 180,900  

校舍面积总计 1,307,650  

其中：教学及辅助用房 466,394  

行政办公用房 139,287  

教室 351  
（单位：间） 

其中：网络多媒体教室 351  

资产

情况 

固定资产总值 160,520  
（单位：万元） 

   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 64,264  

拥有教学用计算机 14,695  （单位：台） 

图书 361.3  （单位：万册） 

数字资源量 26,730  （单位：GB） 

 

说明： 

统计截至时间：2013年 12月 31日。其中：学生发展规模、教职工队伍、校

舍与资产情况统计数据摘自我校上报教育部的《2013 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上

报时间为 2013年 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