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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50项国家科研项目 为地方发展贡献267项“金点子”

韶关学院：

粤北地区创新发展
“智力引擎”
打不打农药， 对在自
然环境下种植银耳等食用
菌的农户来说， 需要在良
知和利益中抉择。 韶关学
院英东生命科学学院副教
授方白玉在与银耳种植户
同吃同住时， 就经常看到
原本晶莹剔透的银耳上，
螨虫、 木雷、 蚊虫等害虫
在蠕动侵蚀， 不打农药，
银耳就会烂掉绝收； 打农
药， 就会危害食品安全。
方 白 玉 12 年 苦 磨 一
剑， 她不仅带队研发出无
菌无虫害工厂化栽培银
耳、 灰树花等珍稀食
（药） 用菌技术， 还带队
主持10 项省市级科 研 项
目， 科研成果获得2013
年国家发明专利等荣誉，
并被粤北地区多家企业所
应用。 在此过程中， 方白
玉还带队培养数千名学
生， 很多学生毕业后成为
食用菌企业的创立者或技
术骨干， 如该校毕业生郑
列宜成为广东东莞市星河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 一批学生成为湖南味
茹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单位的技术骨干。
方白玉还带领该校8
名毕业生、 在校生组成的
创业团队， 成为广东省仅
有的一支进入第四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的团队， 并在大赛生物医
药行业总决赛获得第六名
的好成绩。
在韶关学院党委书记
邹永松看来， 这就是该
校 紧 密 围 绕 “建 设 高 水
平应用型地方大学” 的
办学定位， 以协同机制
改革创新为引领， 以应
用型人才培养和内涵建设
为核心， 深化人事与分配
制度改革， 全面推进“创
新强校工程” 建设， 从而
在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
社会服务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的缩影。
韶关学院校长刘荣万
说， 在2014年的广东省
第一轮“创新强校工程”
考核中， 韶关学院考核
分数在全省35 所一般本
科院校中名列首位； 在
今年初的广东省第二轮高
校“创新强校工程” 考核
中， 韶关学院考核分数在
全省一般本科院校中名列
第三。

荨 韶关学院党委书
记邹永松 （右二） 深入
合作企业——
—韶关绿之
源包装食品有限公司考
察产学研项目。

荨韶 关 学 院 校 长
刘荣万在学校中层干
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
强调应用型技术技能
型人才培养。

57年培养近15万名应用型人才
当教师16年后，韶关学院信息科学 责任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构建了“嵌入
与工程学院 （简称信息学院） 教师廖丽 式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深化
嵘又成了“学生”。她与信息学院另外 与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简称中软） 等单
两名教师被送进上海杰普软件科技有限 位的合作，共建信息科学与技术省级协
公司，对嵌入式 （前端）、移动开发等 同育人中心 （简称中心），通过校企合
作共建一大批专业，如与中软共建广东
方向进行5至6个月学习。
除了把教师送出去，信息学院还坚 省示范性软件学院、共建计算机科学与
持把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的工程师请进 技术专业，构建了“双主体2+1+1”的
来。近两年，就有深圳软件园教授、就 人才培养模式，大幅提升了该院的人才
业部主任于宪明等校外专家来该院授课 培养质量。
在第六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
近百次。
韶关学院信息学院院长戴经国介绍 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上，清华大学、上
说，到2018年12月，该院应用型学科专 海交大等309所高校889支团队参加，信
业教师中，45周岁以下的“双师型”教 息学院学生获得全国二等奖。信息学院
师将实现占比60%，从企事业单位聘请 所培养的毕业生也得到市场认可，该院
2014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99.24%。
的“双师型”教师占比15%。
在戴经国看来，信息学院所取得的
刘荣万介绍说，信息学院为推进多

成绩，来自于该校“创新强校工程”、
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目标管理所给的
巨大动力。
据刘荣万介绍，韶关学院树立了
“经营大学、精细化管理”的办学理念，
逐步深化学校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从
2013年实施目标管理，设置18个考核责
任单位协同开展二级学院目标管理与考
核，每年拿出200万元重奖先进者。
由于在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突出，
信息学院在该校2013年度二级学院目标
管理考核中位列首位，获得32.85万元
的奖励，信息学院、戴经国分别成为当
年韶关学院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如此大力度的奖励像“冲锋号”，
充分调动了韶关学院18个二级学院扎实
开展人才培养等改革工作的积极性、主

动性。
中心仅是韶关学院在校企协同、校
校协同育人的代表，除此之外，韶关学
院还开展了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地
协同、国际协同育人。刘荣万举例说，
韶关学院全面深化与南昌大学、赣南师
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等高校签订
协同培养合作协议，开展“第二校园计
划”和分段培养计划等。学校还依托与
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共建的动
物疫病诊断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基地，推
进人才培养、学科、科研“三位一体”
共融互促。另外，学校与澳大利亚联邦
大学、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共建专业，联
合办学进入深层次合作阶段。
“五位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成效已经凸显，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

升，刘荣万举例说，自2007年以来，韶
关学院学生在各类国家、省级学科专业
竞赛活动取得好成绩，获得包括国家、
省一等奖在内的省级以上奖项400多项，
其中仅2013年就获得全国一等奖14项。
毕业生就业质量不断提高，近年来年平
均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居广东省内
同类院校前列。
目前韶关学院已成为粤北乃至粤
湘赣“红三角”地区人才培养的重要
基地，办学57年来，为社会培养近15
万名各类应用型人才，其中涌现出飞
乐影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钟雄兵、倬
亿国际 （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陈秀霞、
深圳市易普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贤定、广东碧云集团董事长温继优等
优秀校友。

用“科研之铲” 在粤北山区挖“金矿”
一场严重的倒春寒冻死了韶关市浈 提高了水稻的产量与质量。该技术先后
江区心联村村民林有平家的10亩水稻， 示范推广、辐射4000亩稻田，帮稻农增
林有平虽赶忙补种，但已错过节气。看 收近400万元。
韶关学院英东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白
着邻居家欣欣向荣的水稻，林有平预料
音，则带队经过10多年的坚持和努力，
自家稻田要大减产甚至绝收。
韶关学院英东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大提升了铁皮石斛这一“救命仙草”
教授陈晓远将“魔法”用到林有平家稻 的萌发率，因此使得一丛石斛种苗的培
田后，他家稻田当年亩产不仅比邻家增 育成本降低为5元，相比市场上100元的
收约400斤，且所产稻米粗蛋白质含量 售价降低了很多。除了在规范化种植技
术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白音还带队通
等指标提高40%以上。
用了什么“魔法”呢？陈晓远揭秘 过科研促进了石斛的产业化，开发了石
说，他在调查土壤成分后应用了水稻硫 斛酒、石斛面膜等产品，建立了中国石
酸钾镁施用技术，为水稻缺啥补啥地施 斛种质资源保存基地、广东省石斛研究
用了钾、镁、硫等大、中量营养元素， 开发试验基地。

刘荣万介绍说，近5年来，韶关学
院依托英东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英东
生命科学学院、特色芳香植物研究团
队、粤北生猪生态养殖技术创新团队等
涉农学院、科研创新团队，积极对接和
融入韶关发展生态农业经济，充分利用
校内6000平方米的生态科技园构建大农
业孵化器，重点打造了食用菌、石斛、
蝴蝶兰等产学研基地，先后承担了40余
项国家、省部级涉农研究课题，研发了
120余项涉农科技成果，帮助万余户农
户增收1000万元以上。
涉农科研成果仅是韶关学院科研工
作硕果累累的缩影。刘荣万介绍说，韶

关学院为充分调动该校教职员工投身科
研的积极性，提高科研项目的完成质
量，对纵向科研项目中的国家等级项目
和省部级项目按级别和资助经费给予奖
励。今年韶关学院科研预算经费达
1399.30万元，2015年度的科研经费预
算 较 2014年 度 的 630.80万 元 ， 增 加
768.50万元，增幅121.83%。
韶关学院拥有的高水平科研平台，也
为该校教职员工开展科研提供了广阔空
间。据刘荣万介绍，韶关学院目前拥有2
个省级工程技术开发中心、3个研究基地。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科研队伍的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能力，凝练科研方向，早在

2012年，韶关学院就成立了“2011协同创
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全校的
协同创新工作。今年韶关学院开展了首批
科研创新团队的建设工作，确立量子信息
前沿理论及应用研究团队等8个团队为韶
关学院第一批科研创新团队。其中，给
予理工类各团队立项经费60万元，社科
类各团队立项经费45万元。刘荣万举例
说，近年来，韶关学院教师主持和参与50
项国家科研项目（含子项目），206项省部
级科研项目，512项市厅级科研项目；获
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48项国
家、省、市科技奖；获得中国发明专利博
览会金奖2项，国家专利112项。

产学研服务为地方种下“摇钱树”
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大力加强富有地
钢渣是工业固体废弃物和污染物， 装、仓储成本降低5倍。
除了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钟瑞敏 方特色的科研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创新
韶关学院教授赵三银却与这位“黑姑
娘”厮守21年，就是为研究如何将钢渣 等韶关学院科研人员还帮助粤北地区龙 能力和科研服务地方能力。
邹永松具体介绍说，韶关学院专门
变为水泥、混凝土的组分材料，从而为 头企业提供“一揽子”技术方案。韶关
韶关既打造好华南地区钢铁基地，又保 绿之源包装食品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投资 成立地方合作处，并与东莞 （韶关） 产
护好韶关这一生态发展区的青山绿水提 8000多万元，钟瑞敏不但带队指导了设 业转移工业园共建韶关学院新兴产业
计、选址、建设，还为这家现代化饮料 研究院，着力构建校地、校企合作机
供技术支持。
为摸清钢渣这位“黑姑娘”的习 生产企业提供了6大类饮料的产品研发、 制；在推进“创新强校工程”中，学
校把“服务地方协同机制”作为五大
性，赵三银及其团队经常连天加夜地待 生产的所有技术方案。
“我们一直奔跑在用技术服务为企 创新机制之一进行构建和实施。学校
在实验室、炼钢厂，把钢渣磨成粉，将
钢渣与其他物质反应，常常一身黑渣。 业增添发展动力的路上。”邹永松介绍 给支持、给政策，大力鼓励各单位在
天道酬勤，近年来赵三银主持和参与了 说，仅在今年上半年，该校就获得企事 “创新强校工程”的统领下与地方进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十一 业单位委托的横向项目40项。目前，韶 协同创新。
为让学科设置紧密结合学校学科专
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等4项国家、 关学院已与粤北诸多企业结成协同创新
省级科研项目，研发出的高性能矿渣粉 共同体，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源头活 业资源优势和粤北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实际需要，韶关学院近年来大力调整
高效制备与应用技术获得广东省科学技 水”。
术奖二等奖，其技术产品正在广东省及
邹永松举例说，该校物理与机电 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该校现有的65个本
一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广泛应 工程学院与韶关变压器厂等企业深度 科专业，80%是紧密契合区域经济社会
用。
合作，成功获得广东省“粤北现代机 及文化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与
韶关学院的科研成果推动了企业的 电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的立项，获得4 韶关市的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环境保
快速发展。天地壹号生产所需的苹果醋 项广东省科技部门、教育部门科研项 护、特色生态农业、畜牧、旅游等支柱
这一主要原料，要从河北运至约2000公 目，完成了11项横向课题；获得10余 产业实现了有效对接。
除了学科方面，韶关学院为积极对
里外的广东省江门市进行深加工。由于 项专利，并有“数控多体位治疗床”
苹果醋低温浓缩技术在国内基本是空 等多项专利和技术成果成功向企业转 接和融入韶关发展生态农业经济、振兴
白，掌握这项技术的发达国家也严格限 化；10项成果获韶关市科学技术进步 工业经济、打造粤北硅谷和历史文化名
城的战略，还量身定制地在校内打造了
制该技术及相关产品对我国出口，因此 二、三等奖。
天地壹号从河北运来的基料中的苹果醋
“这仅是学校依托地方、服务地方 一批服务地方的“梦之队”、“创富平
含量为5%，这大大增加了该公司的运 的缩影。”邹永松介绍说，近年来，韶 台”。邹永松举例说，韶关学院目前除
输、包装、仓储成本。
关学院着力构建以学校为轴心，以“校 了培育出粤北硅谷教学科研团队等5支
韶关学院英东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内科研院所、二级学院、科研团队”和 大牛云集的“梦之队”，建设了粤北特
院长钟瑞敏带队经过艰难攻关，研发出 “校外科研院所—政府—企事业单位” 色效益农业培育与开发协同创新发展中
了一套成熟的低温浓缩技术，将基料内 为两翼，协同合作参与的“一轴两翼” 心等一批省级、校级协同创新 （发展）
的苹果醋含量提升至25%，将运输、包 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对接韶关及粤北地 中心，还结合学校已有优势和特色，开

展校园大农业、工业和韶文化创意产业
“三维孵化器”建设。目前成效已日益
显现，近年来，韶关学院已获得267项
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横向课
题。
今年上半年，韶关学院与韶关市所
辖的南雄市、仁化县、翁源县等签订了
一系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按照教
育、科技、文化、资政服务“四位一
体”并进发展的理念，开展全面县校合
作，韶关学院将为这些县市在推进人力
资源配置与升级、科技合作与服务等方
面提供人才智力支持，着力打造校地合
作示范模式。
金秋十月，韶关学院在服务地方方
面也迎来丰硕的收成，学校相继与韶关
市环保局、解放军某部、韶关市农信
社，分别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
共融发展协议等，其中学校将与市环境
监测中心站共建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
韶关市环保部门、环境监测中心站首期
将投入800万元，同时环境监测站主体
实验室2000多万元的设施设备将迁入韶
关学院。
丹霞的朝阳赋予热火朝天的工作热
情干劲，北江的激浪滋养出水善利万物
的奉献精神，韶关学院人高举着“立
志、崇德、勤学、创新”的校训火炬，
奋进在“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新征程中，正将韶
关学院打造成为粤北地区创新驱动的
“重要引擎”。
（宋贵林

涂

萍）

韶 关 学 院 教 授 赵 三 银 （左
一） 在校企共建科研平台开展
钢渣高温重构动态模拟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