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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十三五”校园及校园文化建设规划 

 

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2004年）《普

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2008年）等文件精神，根据《衢州

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衢州学院加强应用型建设实施方案》

及学校第一次党代会精神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要求，

结合学校校园整体建设规划方案和现有校园建设布局，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背景 

（一）“十二五”发展情况 

“十二五”期间，学校修编校园建设规划，继续加强基建项目，

新建 6#、8#两幢五层实验楼，启动健身中心项目；切实加强学校基础

设施的维护、维修和改造，实施了图书馆幕墙修缮、教学楼一楼围建、

环形主干道路面修缮、学生公寓 4改 6、体育馆顶棚及灯光改造、大会

堂环境维修（护）及舞台设施改造、化工实验室环保改造等一系列项

目，确保本科办学的基础保障和日常运行；注重校园节能、环境提升

和文化建设，成功创建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不断加强绿

化养护和环境卫生工作，与柯城区人民医院共建校医务室，先后荣获

浙江省卫生先进单位、绿化模范先进单位和衢州市无烟单位等称号；

校园文化建设得到了长足进步：学校精神得到了初步凝练，校训、校

标和楼名、路名等文化标志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广泛认同；办学传统得

到了初步积淀，应用型人才培养办学风格初步形成；校园文化特色初

具形态，“儒风雅韵”“南孔文化”已分别成为教育部和浙江省的高校

校园文化品牌。 

（二）存在的问题 

1.校舍资源日益紧张。学校办学规模接近 8000 人，办学水平不

断提高，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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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校加强应用型建设发展的实际，学校的实验实训及服务社会公

共平台建设场地日益紧张，师生宿舍及食堂等生活设施用房日益紧张，

留学生、研究生等相关发展性校舍资源没有。“十二五”校园建设规

划中部分项目没有立项建设。 

2.基础设施维修量大。学校一期建设周期短，校舍沉降、开裂、

渗漏、锈蚀等问题突出，水、电、管道等基础设施维修维护量大、点

多、面广，道路、围墙等设施破损及防涝排水问题日益凸显，室内装

修老化、陈旧、脱落、破损等问题逐渐增多。“十二五”期间校园基

础设施维护维修经费投入有所增加，但还是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3.绿化环境提升太慢。相比于校园外围环境的变化，校园内的

绿化养护和提升投入不足，提升改进不够快，校园保洁人力物力投入

不足，垃圾分类及节能建设推进不够快。“十二五”期间总体投入不

大，部分环境改造类项目没有实施。 

4.校园文化内涵不够。在校园文化建设投入方面总体上偏少，对

精神家园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到位，校园内学术氛围不够浓厚，

讲座偏少，人文环境系统性规划不够，人文景观建设不够，校歌作为

标志性文化符号尚未定型。 

二、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校园建设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以“适度超前、科学规划、整体设计、分期建设、突出特色”为原则，

以满足办学基本条件为根本，以服务师生需求为导向，以突出应用型

人才培养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体现科学化、人性化、生

态化、本土化、数字化等特点，不断完善公用和基础设施，协调各功

能区的布局，以优化校园育人环境为重点，展现自然和文化景观，弘

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提升校园的人文景观和育人氛围，进一步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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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学校精神，全力打造校园文化品牌，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一个环境

优美、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和凝聚全校师生

的精神家园及浙西地区的文化高地。 

（二）发展目标 

秉承“立心力行”校训，遵循“美丽校园、生态校园、科技校园、

文化校园”的总体要求，着力打造应用型创新性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

校园，功能布局协调合理的平安和谐校园，节能环保的绿色生态校园，

资源共享的公益开放校园，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不断推进文化传

承创新，把学校建设成为凝聚全体师生的精神家园和浙西地区的文化

高地。 

1.校舍条件更加充裕。完成健身中心建设，力争完成协同创新中

心综合体建设，努力争取新建学生公寓。 

2.校园功能更加完善。一方面加大校园维护维修力度，确保日常

运行，每年确定 2-3 项重点项目，分类别分阶段分级别开展各类基础

设施维修；另一方面根据实际需求，结合海绵工程项目，加大各类改

造，提高综合使用功能和效益。 

3.校园环境更加优美。加强日常绿化养护和环境保洁工作，加大

投入，每年实施 1-2个校内绿化片区或景观改造,分阶段分片区每年至

少实施 1项亮化或节能改造项目。 

4.校园文化更加丰富。启动并完成校歌征集创作，重点抓好“南

孔文化+”“五个一”系统工程，大力开展以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导向

的校园文化建设，树立积极推动网络新媒体平台建设，建设一批专业

社团和理论社团，加强校园人文景观改造。 

三、主要任务 

根据《衢州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按照《普通高等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2008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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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规定计算，到 2020 年全日制在校生 8000 人的规模，各项指标

具体情况见附表 1。对照各项指标，校园占地面积稍有不足，学生公寓

和食堂比较紧张，室内体育用房缺口较大，其他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

“十三五”期间，校园及校园文化建设主要任务如下： 

1.实施校舍扩建工程。完成健身中心建设，满足室内体育教学及

活动需要；力争完成协同创新中心综合体项目建设（建筑面积为 30000

平方米），为学校深化应用型建设，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供平台

基础；努力争取新建学生公寓楼（建筑面积为 26000平方米），逐步实

施 6 人间改 4 人间，改善学生公寓住宿条件。同时，根据学校事业发

展需要，适度超前，适时启动国际交流中心项目建设，满足学校招收

留学生、硕士研究生等发展性、拓展性校舍建设需求。校舍建设项目

具体详见附表 2。 

2.实施校园基础设施维修改善工程。一方面逐步开展校舍使用情

况检查，全面盘查基础设施维护维修需求，按照轻重缓急排序加大维

护维修力度，确保日常运行，每年确定 2-3项重点项目，对校舍沉降、

开裂、渗漏、锈蚀及水、电、管道、基础装修等基础设施分类别分阶

段分级别开展各类基础设施维修；另一方面结合实际需求，加大图书

馆、教学及实验实训场所、道路、停车位、充电桩、人防场所设施等

各类改造，盘活闲置房产、场所存量，共享、开放，提高综合使用的

功能和效益。同时，积极争取财政性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入，实施海绵

工程项目和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既有效利用潜在闲置资源，又提升

校园生态环保节能效益。校园重大维修与改造项目具体详见附表 3。 

3.实施校园绿化环境提升工程。按照“改善校园生态，进一步美

化、绿化、亮化校园”的要求，协调各功能区的布局，展现自然与文

化融合，进一步塑造校园的人文精神和育人氛围，以节能环保的绿色

生态校园建设为切入点，以物种多样性、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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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平衡点，从校园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力争在“十三五”期

间，校园绿化养护和提升投入逐年提高，每年实施 1-2个校内绿化片

区或景观改造,校园植物种类从目前的 70余种增至 100余种,加大本土

特色树种和珍贵树木的引种力度；分阶段分片区每年至少实施 1 项亮

化或节能改造项目，加大校园保洁人力物力投入，垃圾分类有效推进，

校园环境更加整洁。 

4.实施校园文化品位提升工程。实施“品牌文化建设计划”，启

动校歌征集创作，推进“一院一品”文化品牌培育，塑造学校良好形

象，提升社会美誉度；加强特色文化建设，牢固树立“南孔文化+”文

化建设理念，系统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南孔文化进校园工作，

进一步探索深化南孔文化育人模式，重点抓好“五个一”系统工程：

设置一门特色文化必修课程；开设一到两门特色文化选修课程；建设

一支高水平的特色文化教学团队；编写一到两本特色文化校本教材；

开出一系列人文讲座，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手段相融合，实现南孔

文化数字化、可视化；加强创新创业文化建设，大力开展以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校园文化建设，办好“学而讲坛”“日新大讲堂” “立

心讲吧”，积极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积极推

动网络新媒体平台建设，大力推进网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建好

各级各类门户网站，做精“学而”特色文化网站，提升优秀传统文化

的影响力和辐射面。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构建绿色校园网络生态；加

强社团文化建设，培育扶持一批优秀学生社团，重点建设一批专业社

团和理论社团，建成若干精品社团，把学生社团建设成为学生成长成

才的摇篮；加强环境文化建设，按照“快乐校园”“美丽校园”“文

化校园”的建设思路，遵循“润物细无声、树人于无形”的建设理念，

进一步美化、绿化、亮化校园环境，改善校园生态，提升校园的文化

品位，启动图书馆题名亮化工程、环菁菱湖休闲区改造、篮球场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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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区改造等文化项目，在校园内增设小雕塑、石刻群、休读亭等人

文景观，布局好后续建设的实验楼、学生公寓等建筑物内外的文化设

计，全力营造“一草一木皆传情、一墙一瓦皆教化”的儒风雅韵校园

氛围，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师生校友的美好记忆。 

四、保障措施 

1.加强校园及校园文化建设的组织保障。进一步加强学校对校园

及校园文化建设的领导与管理，科学、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保

证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可持续发展，适当增加人员，集中精力，抓好校

园规划与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团组织和学生会、学生社团在校园文

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持续和谐发展。 

2.加强校园及校园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维护校园建设规划的权

威性、连续性、严肃性，按照布局合理、功能配套、科学设计、充分

利用的原则，严格程序，科学实施校园建设规划，不断完善基建维修

管理；进一步完善校园文化建设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抵制有害

文化和腐朽生活对大学生的侵蚀和影响，坚决禁止在学校内进行宗教

传播活动。 

3.加强校园及校园文化建设的经费保障。校园建设和校园文化建

设经费纳入学校正常经费预算，确保每年稳步增长。同时在人、财、

物等方面提供切实保障，有效解决校园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积极为建设和谐的校园建设和校园文化创造有

利条件，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附表 1：校园建设规划指标对照表 

附表 2：“十三五”校园校舍建设项目表 

附表 3：“十三五”校园重大维修与改造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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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校园建设规划指标对照表 

序号 项目类别 
定额指标 

（平方米/生） 

8000人应有面积

（平方米） 

现有生均面积

（平方米） 

现有面积

（平方米） 

备注 

（平方米） 

1 校园占地 59 472000 62 469651 -2349 

2 校舍建筑面积 28.5 228000 29 263841 35841 

3 教学楼 2.95 23600 4.6 34944 11344 

4 实验用房 6.33 50640 8.5 64892 14252 

5 图书馆 1.71 13680 2.6 19781 6101 

6 室内体育用房 1.09 8720 0.84 6412 -2308 

7 会堂 0.45 3600 0.9 7103 3503 

8 学生公寓 8-10 64000-80000 8.6 65330 
1330- 

-14670 

9 食堂 1.27 10160 1.44 11014 854 

注：校舍建筑面积、实验用房、图书馆指标按《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2008标

准）的理工院校 10000 人规模定额，现有学生数按照 7600人计算。 

 

附表 2：“十三五”校园校舍建设表 

序号 项目类别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计划投资 

（万元） 
实施时间 备注 

1 健身中心 4800 960 2016-2017年 财政资金 

2 协同创新中心 30000 9500 2016-2019年 财政资金 

3 学生公寓 26000 7000 2018-2020年 争取财政资金 

4 
国际交流中心 

（专家楼） 
16000 5000 预备 争取财政资金 

合计 2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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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十三五”校园重大维修与改造项目规划表 

序号 项目类别 主要内容 实施时间 备注 

1 图书馆石材外墙维修项目 石材幕墙更换铝板 2015-2016年 已完工 

2 图书馆玻璃幕墙及顶棚等综合维修项目 玻璃幕墙、顶棚改造、电梯维修、线路改造等 2017-2018年 争取财政资金 

3 图书馆海绵工程项目（集排水系统改造） 图书馆屋面、平台及周边给排水改造，绿化景观改造等 2017-2019年 政府专项资金 

4 室外运动场维修 
室外篮球场地面改造、田径场塑胶跑道翻新、足球场草坪

改造、看台维修 
2017-2018年 争取财政资金 

5 教学楼、实验楼屋面维修 屋面渗漏维修、防水处理、伸缩缝维护等 2016-2019年 争取财政资金 

6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屋面太阳能光伏及配套设施建设 2017-2018年 引入社会资金 

7 学生宿舍维修与改造 学生宿舍门、卫生间、储物柜改造、6改 4等 2016-2020年 争取财政资金 

8 校园围墙及校门维修 
围墙铁艺维修，北门维修，西大门路面改造等，门卫交通

监管设施改造等 
2016-2020年 争取财政资金 

9 校园路面整修 
校园非环形路路面维修，商贸食堂片区道路改造，实验楼

片区部分路面改造 
2017-2020年 争取财政资金 

10 校园亮化改造 路灯维修升级，景观等改造，室内LED灯改等 2016-2020年 争取财政资金 

11 校园停车位、停车棚改造 
实验楼片区、食堂商贸片区、学生公寓片区等停车位改造，

充电桩及电瓶车充电设施改造及停车棚改造等 
2017-2020年 争取财政资金 

12 水电基础设施改造与节能项目 高配房维护，进水系统改造，水电节能项目建设 2016-2020年 争取财政资金 

13 地下人防工程维护与改造 教学楼、图书馆人防工程维护与改造等 2017-2018年 争取财政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