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讲席/特聘教授评聘学术要件
一、 讲席教授（理工、生命学科）
任职
年限

要件类型

学术要件
1、 国家自然科学、或技术发明、或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

无

（1-4）
满足任意一项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成为初步候选人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答辩
4、 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1、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 Science、Nature、Cell 上发表
学术论文 1 篇及以上（共同一作或通讯作者折合计
算）

标志成果
（必选）

2、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发表 ESI 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 10 篇及以上（以
ESI 数据库公布信息为准）
，或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
家
3、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

特聘
教授
任职
六年

（1-8）
满足至少二项
新增成果

4、 国家自然科学、或技术发明、或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第一
※第 1、3、4 项可累计计算

5、 上海交通大学“教书育人奖”（个人奖）特等奖

教书育人
科学研究
（任选）

6、 指导 2 篇及以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指导 3 篇
及以上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指导 4 篇及以上
我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论文不重复计算）
7、 原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或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负责人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带头人

二、特聘教授（理工、生命学科）
任职
年限

要件类型

学术要件

1、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 Science、Nature、Cell 上发
表 3 篇及以上学术论文，其中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学
术论文至少 1 篇（共同一作或通讯作者折合计算）

无

（1-4）
满足任意一项

2、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ESI
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 10 篇及以上（以 ESI 数据库公布信息为准）
，
或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3、 国家自然科学、或技术发明、或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
4、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或原
973 首席科学家，或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不含科技
创业领军人才）
、或国家教学名师
1、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 Science、Nature、Cell 上
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及以上（共同一作或通讯作
者折合计算）

标志成果
（必选）

2、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发表的 ESI 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 5 篇及以
上（以 ESI 数据库公布信息为准）
3、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正高
任职
六年

4、 省部级自然科学、或技术发明、或科技进步一等奖
排名第一
（1-7）
满足至少三项

※第 1、3、4 项可累计计算

5、 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排名第一，或上海市
教学名师，或上海交通大学“教书育人奖”（个人
奖）一等奖
教书育人
科学研究
（任选）

6、 指导 1 篇及以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指导 2
篇及以上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指导 3 篇及
以上我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论文不重复计算）
7、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负责人

三、讲席教授（人文社科、经管）
任职
年限

要件类型

学术要件
1、 国家自然科学、或技术发明、或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

无

（1-4）
满足任意一项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答辩
3、 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4、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获得者
1、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国际顶级期刊 Science、Nature 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及以上
（共同一作或通讯作者折合计算）
，或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
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 3 篇
及以上
2、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标志成果
（必选）

表 ESI 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 5 篇及以上（以 ESI 数据库公
布信息为准）
，或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或个人第一作者著
作和论文被 CSSCI 期刊论文累计他引 600 次以上，或单本印
刷量累计 40 万册以上
3、 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
4、 国家自然科学、或技术发明、或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

特聘
教授
任职
六年

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排名
第一，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

（1-10）
满足至少二项
新增成果

5、 以第一署名人且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决策咨询成果获副国

级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或被全国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或教育
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刊载，5 篇（含）以上
※第 1、3、4 项可累计计算
6、 上海交通大学“教书育人奖”（个人奖）特等奖
7、 指导 2 篇及以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指导 3 篇及以上

教书育人
科学研究
学术服务
（任选）

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指导 4 篇及以上我校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论文不重复计算）
8、 原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或国家“马工程”首席专家，或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且结项等级为优秀，或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且结项等级为
优秀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带头人
10、 教育部社科委学部委员，或担任国家一级学会会长，或国际著

名学术组织主席/会长

四、特聘教授（人文社科、经管）
任职
年限

无

要件类型

学术要件

（1-3）
满足任意一项

1、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 Science、Nature 上发表 3 篇及以
上学术论文，其中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
（共同一作或通讯作者折合计算）
，或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或以上海交
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 3 篇
以上
2、 国家自然科学、或技术发明、或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或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排名第一
3、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或原 973 计
划首席科学家，或“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不含科技创业领军人
才）、或哲社领军人才、或国家教学名师

标志成果
（必选）

正高
任职
六年

（1-8）
满足至少三项

1、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ESI 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 3 篇
及以上（以 ESI 数据库公布信息为准）
，或个人第一作者著作
和论文被 CSSCI 期刊论文累计他引 300 次以上，或单本印刷量
20 万册以上
2、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或省部级自然科学、
或技术发明、或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或教育部认定的省
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
4、 以第一署名人且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决策咨询成果获副国
级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或被全国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或教育
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刊载，3 篇（含）以上
※第 2、3 项可累计计算

教书育人
科学研究
学术服务
（任选）

5、 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排名第一，或上海市教学名师，
或上海交通大学“教书育人奖”（个人奖）一等奖
6、 指导 1 篇及以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指导 2 篇及以上上
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指导 3 篇及以上我校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论文不重复计算）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首席专家，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或
上海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且结项等级为优秀
8、 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或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或
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或担任国家一级学会副会
长，或国际著名学术组织副主席，或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
特聘专家，或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