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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用河南农大名义
欺诈招生嫌疑人被刑拘

本报郑州10月12日讯 （记者 李见新） 记者今天
从郑州市公安局获悉， 警方已对涉嫌冒用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名义欺诈招生的犯罪嫌疑人牛某 （男，
周口人， 河南思远信息技术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 及其
合伙人刘某 （女， 郑州人）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近日， 河南农业大学发生部分“新招录” 学生和学
生家长聚集事件， 引发社会关注。 事件发生后， 郑州警
方迅速立案开展调查， 并对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及其
合伙人依法刑事拘留。

四川大学以
“中国西部边疆
安全与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 为载
体， 在科研改革
方面进行大胆探
索： 整合资源，
构建高校科研大
团队； 实行“成
果双算”，引导科
研贴近现实；打
破专业设置，引
导本科生参与科
研。

会聚多方人才攻克现实难题
———四川大学利用协同创新机制探索科研改革纪实

■本报记者 倪秀

人才引进打破传统“单位制”，
实行“双聘制”， 研究成果实行“双
算制”； 科学研究从实际问题入手，
引导教师从“做学问” 向“做智库”
转变； 人才培养打破学科设置， 招收
多学科交叉的“边疆学” 方向研究
生， 鼓励本科生参与科研……

2012年， 四川大学牵头， 联合
国家民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云南
大学、西藏大学、新疆大学等单位共同
组建成立“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 并以此中心为载体，
在科研改革方面进行大胆探索。

整合资源， 构建高校科研
大团队

“分散、 封闭、 低效， 是当前部
分高校科研的现状。 我们希望以协同
创新中心为‘试验田’， 推进高校的
科研改革。” 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
记、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
新中心主任罗中枢说。

为突破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机
制体制壁垒， 四川大学在高校和政府
事务部门之间开启人才交流的“旋转
门”。 实务部门的人员能进入中心参
与研究， 高校的教师也能进入实务部
门进行交流， 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朱
晓明研究员就是通过“旋转门” 进入

中心的。 虽然朱晓明只是兼职工作，
但他常常好几个月都住在川大， 一边
搞研究， 一边给学生开讲座， 还组织
一些研讨会， 与中心的专家学者们共
同探讨边疆问题。

“只有打破传统的‘单位制’， 构
建科研大团队， 才能形成合力。” 罗
中枢说， 除了引入实务部门专家参与
高校科研外， 四川大学还打破协同单
位之间的“单位制”， 实行“中心
制”。 中心为所有单位人员进行统筹
服务， 所有单位共同享有中心的专家
资源， 同时中心面向全国开放， 通过
相关审核实行“可进可出”。 目前，
中心已经会聚跨区域、 跨单位、 跨学
科的优秀人才130余人， 其中有7位
长江学者， 30余位有影响的治藏、
治疆、 反恐专家和一批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

对于“中心制”， 云南大学副校
长肖宪感触很深。 “协同创新中心这
样的形式， 能充分整合资源。” 肖宪
说， 最近中心正受国家发改委委托，
研究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相关问题。
云南大学一直在东盟问题上有深入研
究， 而川大在中巴、 中印关系研究上
又有深厚的积淀。 如此整合， 对两所
学校来说都是如虎添翼。

实行“成果双算”，引导科
研贴近现实

“现在很多高校的科研工作仅仅
停留在发表论文的层次上， 为了评职
晋级而‘做学问’。” 罗中枢说， 高校
要发挥国家智囊的作用， 就应该把科
研的目光投向社会现实问题。

从2012年中心成立至今， 已有

64份决策咨询报告被采纳， 其中9份
获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 15份获中央
政治局委员批示。 中心已成为川大把
科研方向转向现实问题研究的“试验
田”。

陈超是四川大学法学院2011级
博士研究生， 中心成立以来他就加入
到中心的活动中， 在被采纳的报告
中， 他贡献了好几份。 但今年6月，
他却因为差一篇学术论文而无法取得
学位证。 原因在于决策咨询报告还没
有纳入学术委员会的评估范围， 陈超
需要取得学位证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在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为了鼓励专家学
者和优秀青年多做现实问题研究， 中
心在陈超未取得学位证的情况下， 仍
然聘用他为研究人员。

学术评定多以论文为导向， 但现
实问题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一些决策咨
询报告多不能公开发布。 这也是很多
科研工作脱离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实中，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像陈超这
样，得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待遇。在
这样的矛盾下， 如何去激发科研人员
聚焦现实问题研究？

实行“成果双算”， 同时增加决
策咨询报告的考核权重， 这是协同创
新中心探索的解决方法。 比如一位四
川大学的教授在该中心参与研究， 他
关于现实问题的咨询报告可以在创新
中心和学校得到同样的认可和同等奖
励。

罗中枢说， 四川大学希望在不断
的探索中， 形成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
发布和考核评估机制， 引导高校科研
人员以解决现实的重大急需问题为导
向，实现“做学问”向“做智库”的转变。

打破专业设置， 引导本科生
参与科研

21世纪， 国家对边疆治理专业人才
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目前在高校的学
科设置中，并没有“边疆学”。今年，四川大
学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启动了“研究生联合
培养计划”， 招收了第一批边疆学研究方
向的研究生。 四川大学与云南大学、西藏
大学联合招收5名“边疆学”博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与协同单位联合招收12名“边
疆学”硕士研究生。

这批研究生将实行联合培养的方式，
各协同单位之间实行课程学分互认。中心
已组建12个硕、博士导师组，支撑“研究生
联合培养计划”。今年上半年，中心还实施
了“青年学者进驻中心访学计划”，提供资
金、住房和资料，在全国范围邀请了4位青
年学者，带课题驻中心研究1至3个月。

“人才培养应该围绕现实转，而不能被
固有的专业设置所禁锢。 ”罗中枢说，目前，
四川大学已向教育部提出“边疆学”学科建
设的申请，并已进入备案公示阶段。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是中心
研究人才的培养触角向本科阶段的延伸。
目前， 中心已派出7位平台专家担任导
师、 已有24个项目获准立项。 四川大学
2012级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董方杰关于
边疆贫困研究的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而现
在他正在云南进行贫困现状的实地调研。

“本科生能参与这样的学术研究很难
得，老师们对我们的指导也很细心。”董方
杰说，关于研究方向的确定，导师就耐心
地和他讨论了3个多小时。 这极大地激
发了他的研究热情， 他希望通过对云南
地区贫困县现状的研究， 为相关部门制
定扶贫对策提供支持。

/八/面/来/风/ ■

教 风景线改

志愿支教
靖江行

江苏省靖江市土桥小学课
堂上， “马洲322志愿支教行动”
名誉队长陈楠 （后排左二） 正
与队员一边听课一边交流。 自
今年9月开始， 一直持续到2017
年9月， 靖江市教育部门安排30
名学校后备干部， 分两批赴农
村中小学校参与志愿支教， 每
批支教时间为两年。 通过这一
举措， 加强教育系统后备干部
队伍建设， 发挥优秀青年教师
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促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黄继鑫/文 本报记者 张学军/摄

“恩师情·我的老师”征集作品启事
今年是我国设立教师节的第

30个年头。 为展现人民教师立德
树人、 教书育人、 奉献教育的崇
高职业精神，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中国
教师发展基金会、 中国教育报和
中国教师报共同举办“恩师情·我
的老师” 系列活动， 欢迎社会各
界人士热情参与， 欢迎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广
大教师及学生踊跃参加， 用文字、
图片、 影像等形式， 来表达对老师
的真情实感。

一、 活动内容
1.征文作品比赛
题材不限， 字数在3000字以

内； 提倡用亲身经历讲故事，
有细节、 有新意， 言之有物，
生动感人， 切忌空发议论， 杜
绝假大空。

2.摄影作品比赛
作品可为新拍摄照片， 也

可为老照片及物件图片， 并配
以不超过200字的文字描述。

3.摄像作品和诗歌朗诵作
品

根据老师的真实事迹录制
视频作品或录制每位学生歌颂
老师的完整诗歌朗诵视频， 格
式不限， 时长在3分钟至20分钟
之间， 保持画质清晰。

二、 参与方式

文字及摄影作品通过附件发
送至： 1719718373@qq.com； 摄
像作品和诗歌朗诵视频命名为
“恩师情+作品名称” 上传至腾讯
视频， 并将上传作品链接发送至
1719718373@qq.com。

三、 作品征集截止时间
2014年11月20日。
四、 奖项设置及奖金
一等奖5000元、 二等奖3000

元、 三等奖1000元， 发放获奖证
书。

五、 其他事项
1.参与者请在邮件中注明姓

名、 年龄、 单位、 职务、 手机号
码、 通信地址等个人信息， 以便

及时与您联系。
2.所征集作品一律不退还， 主

办方对作品享有出版、 展览和发表
的权利。

3.如产生版权、 抄袭或侵犯个
人隐私等行为， 由投稿者自负责
任。

4.详细事宜请关注“恩师情·我的
老师”专题页面，登录http://gongyi.
qq.com/zt2014/enshiqing
/index.htm （百度搜索“腾讯公
益” →“公益专题” 页面） 或中国
教师发展基金会网站http://www.
jsjjh.org.cn/。

欢迎垂询： 010-66092246
� � � � � � � 010-66092101

西安交大与陕西12市区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冯丽 记者 柯昌万） 10月10日， 西安
交通大学与陕西省12个市区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西安交大将为12个市区提供实质性成果转化、 决策支
持、 人才智库等全方位支撑， 推动各市区产业升级、 社
会优化和创新发展。

根据协议， 西安交大将全面参与西安市经济社会发
展， 双方将搭建战略决策咨询新平台、 创建科技成果转
化新机制、 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新高地； 与咸阳市的合作
将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 “关天经济区” 和“西咸
一体化” 建设， 推进国家级创新型城市创建工作； 与陕
北各市的合作将瞄准能源化工、 精细化工、 装备制造等
领域； 针对陕南各市的生态资源优势， 双方合作将聚焦
医药、 矿产等领域， 展开联合攻关。

西南大学将学术事务交给教授做
学术委员会独立行使审定、 审议、 评定、 咨询权

本报讯 （记者 胡航宇） 近
日， 西南大学召开合并组建以来首
次教授大会， 全校在职在岗的正高
级职务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500余
人经过投票选举， 39名不同学科、
专业教授当选为西南大学第三届学
术委员会委员。

据介绍， 一线教学科研人员是
委员会主体。 与原来的学术委员会
在地位、 职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
同， 将原来分散的学术功能进行充

分整合， 独立运行， 行使审定权、 审
议权、 评定权和咨询权等4类职权。

“教授参与学校学术管理事务的
机会更多了，学校在科学制定教学科研
评价标准、学科专业建设规划、专业设
置调整方案、开展学术成果评定等方面
更能体现教授的意志。 ”刚刚投完票的
园艺园林学院教授杨晓红感慨地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学校党委书
记黄蓉生说： “通过选举产生的以教
授代表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是高校法定

的学术组织， 是校内行使学术权
力的最高机构， 也是大学组织架
构与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主体。
体现了从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向以
学术权力为主导的转变， 学术权
力与行政权力适度分离、 相互配
合的导向， 真正实现在现代大学
制度框架内， 将学术上的事务交
给教授做。”

黄蓉生说，今年5月，新修订
的《西南大学章程》获教育部核准

并颁布。根据章程，学校修订并颁布了
新的《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 首
次教授大会产生新一届学术委员会，
这是学校切实实施大学章程， 完善内
部治理结构、推进“教授治学”的大事。

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介绍， 学校
学术委员会将组建和设置学科专业建
设、 学术评价与学术道德建设、 专业
技术职务评审等3个专门委员会和学
术分委员会， 具体承担相关职责和学
术事务。 各专门委员会根据学术委员

会的授权及各自规程开展工作，
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 接受学
术委员会的领导。

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
纷纷表示， 将切实履行职权， 在
学校的各项学术事务中发挥主导
作用， 作为全体教授的代表， 也
要主动加强与其他教授的沟通交
流， 广泛征询意见建议， 更好地
在学术决策中体现出教授集体的
智慧。

复旦发布巡视整改情况通报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复旦大学近日发布关于巡

视整改情况的通报提出， 专项巡视以来已进行4次诫勉
谈话， 废止和宣布失效文件、 制度655件， 涉嫌违法行
为的实验动物部有关人员正由司法机关依法审理。

对于中央巡视组指出的科研经费管理使用中存在的
问题， 学校开展专项排查， 发现自2008年至2013年，
有25个项目在同一时间多渠道申请获得资助， 属于重复
申报课题； 有2个项目涉及的4个专利授权日在项目执
行期前， 属于用旧专利充抵新课题成果。 学校对相关负
责人进行约谈， 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对于巡视组指出的江湾校区基建工程中存在的问
题， 学校限时完成建筑幕墙修缮工程， 已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相关石材供应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作出经济
赔偿。

●桂台民办高校高峰论坛在南宁举行 在广西外国
语学院举行的本次论坛上， 广西16所民办高等院校与
台湾18所私立高等院校签订 《学术交流与合作意向书》，
今后双方将在教育和科技研究上进行合作， 在教师、 科
研人员、 学生之间进行交流。 （周仕敏）

●第二期高原流动教学车 （羚羊车） 公益项目在青
海启动 青海教育发展基金会组织深圳爱心企业， 为该
省乐都县、 湟源县、 湟中县、 互助县贫困山区捐赠了价
值278万元的流动教学车与教学资金。 （王英桂）

●福州大学建成服务新兴产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
该科技园以国家大学科技园、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为
支撑， 依靠福州大学优势学科建设， 积极打造以新能
源、 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为重点的科技
型企业。 （翁李焱 龙超凡）

●丽水学院荣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该院常年致力于民族工作的研究， 积极弘扬和传承民族
传统文化。 在日前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
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丽水学院成为浙江
省唯一获此荣誉的高校。 （季翼平 朱振岳）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史暨登州文会馆
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 研讨会由山东大学和哈
佛燕京学社联合主办， 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的基
督教大学比较研究、 革命进程中的大学等主题进行深入
研讨。 （魏海政）

●华侨大学与福建安溪铁观音集团日前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双方将围绕茶叶产业开展企业发展战略研究；
组建高水平研发团队， 联合开展课题研究； 在提供实践
基地、 就业机会以及专题培训等方面， 也将开展合作。

（熊杰 张为健）

●化工、 制药与生物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国际研讨
会召开 研讨会由北京化工大学和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共
同主办。 与会代表围绕卓越工程人才培养、 基于企业全
球化的国际联合培养以及基于工程和创新的产学研合作
教育等问题进行研讨。 （纪秀君）

（上接第一版）
所谓“大作业”， 就是学生主动去发现身

边存在的管理问题， 并为这些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 陈随军说：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实验过
程。 学了这么多管理知识， 在现实中有哪些管
理问题？ 比如说， 有没有什么事是该管的没有
人管？ 有没有什么事是不该管的现在还在管？
又有什么事， 是该管的没有管好？ 让同学从身
边开始， 自己去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陈宇轩是管理系大三学生， 经历了横跨整
个教学内容的“实验”。 他深有体会地说：
“大家选完题目以后， 首先要讨论有没有意义，
还要明确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背景下
产生的， 然后再分析， 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
案。”

管理学院教师徐明也是实验教学的倡导
者， 他说： “学人文社科的， 说写可能会强一

点， 实验性的能力会弱一点。 管理学的学生要
不要做相关的实验、 用什么方法做实验， 一直
是我们研究的问题。”

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管理学院为本
科生设计了为期4周的企业管理实习。 但不久
管理学院发现， 本科生在企业实习时间再长，
也不可能有机会真正接触和了解企业的决策过
程。 于是， 管理学院改变思路， 为学生建了一
个“沙盘教学实验室”， 以小组为“公司”， 通
过软件和沙盘模拟公司运作， 让学生在设定的
条件环境中来模拟公司运作。

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说： “我们要做的事，
是遵循大学育人的根本目标， 对目前的系统进
行综合改革， 我们要改变育人过程中教师只把
自己当成传播者、 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的现状，
大学应该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 首先是培养人，
而不是培养学科。”

从“验证”走向“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