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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4 月 27 日 讯 （记
者 董鲁皖龙） 引导部分地方本科
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党中央、国务
院的重大决策部署。记者今天从教
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
年来教育部多措并举，引导和推动
转型发展向政策保障、深度转型、
示范引领上迈进，应用型高校建设
呈现良好势头。

“办好应用型高校关键是强化
实践教学，加强实习实验实训条
件。为改善产教融合的办学条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启动了教

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
的建设项目。‘十三五’期间，将在全
国范围内支持100所高校加强实习
实验实训平台和基地建设，通过项
目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
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教育部发
展规划司副司长田福元说。

田福元介绍，2017 年安排中
央预算内投资 12.28 亿元，支持 31
个项目建设。2018 年将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 22.5 亿元，支持 51 个
项目建设。中央的投入将会极大地
带动地方政府的投入、社会力量的
投入，为项目学校改善条件提供有
力的支撑。

此外，在政策支撑方面，教育
部等三部门出台的 《关于引导部分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
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了转型改革的

主要任务和配套措施。在地方层
面，广东、河南、辽宁、吉林、云
南等 20 多个省 （区、市） 出台了
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的文件，从简政放权、专业设
置、招生计划、教师聘任等方面制
定了相关政策，为高校转型改革提
供了支持。

在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副司长范海林介绍，近年来普通
本科院校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专
业设置方面，建立健全了专业动态
调整机制；超前部署了一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相关专业，联合有关
部委支持 26 所高校建设示范性微
电子学院、支持 7 所高校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网络安全学院等。”范海
林说，同时，下好了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手棋”，2017
年审批设置了智能制造工程、智能
医学工程、智能建造、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等新工科专业；在备案专业
中，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点 250 个，同比增加了近 7 倍，
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点 60 个，同
比增加了近两倍。

在人才培养方面，2017 年，
批准设置目录外新专业 43 个，其
中 93%以上为应用型本科专业，
打造了一批地方 （行业） 急需、优
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专业。
而自“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实 施 以 来 ， 共 有 208 所 高 校 的
1257 个本科专业点、514 个研究
生层次学科点参与，覆盖在校生约
26 万人，2.4 万名企业工程技术人
员担任了高校兼职教师，1 万多名

高校教师到企业挂职学习，1 万多
家企业参与校企联合培养，企业与
高校共建了626个国家级工程实践
教育中心，为高校普遍开展校企合
作提供了示范经验。

“产教融合离不开企业的参与
与支持，近年来在校企协同育人方
面成果丰硕。”范海林说，自2014
年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以
来，吸引了华为、腾讯、百度、谷歌、
苹果、英特尔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
企业参与，2017 年就有 221 家企业
发布项目 15926 项，提供经费和软
硬件支持达 36.9 亿元，参与高校
906 所。目前，2018 年第一批项目
指南征集已经完成，346 家企业发
布项目14831项，提供经费和软硬
件支持约 35 亿元，将有力推动社
会优质资源向育人资源转化。

20余省份出台支持政策 2.4万企业人员任兼职教师 1.6万项产学协同育人项目发布

我国应用型高校建设势头良好

新时代教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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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微纳尺度
材料行为研究中心教职团队
以“潜心向学、责任担当、心
有大我、至诚报国”为使命，
坚持科研和育人相统一，指
引青年学子不懈前进。

从 2009 年至 2013 年，
团 队 由 10 人 发 展 至 约 60

人，团队面临着“思想工作急需统一，凝聚力急需加
强，如何持续提升团队的战斗力”等一系列问题。
2013 年 5 月，团队负责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单智
伟向材料学院分党委提出申请，建立微纳党支部，创
新性地成立一个师生联合共建党支部。在中心各个
领域的工作中，党员发挥着先进的引领作用。

2016 年至今，微纳中心已发表署名文章 37
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的人员中，中
共党员占比达 86%。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其中第
一发明人为中共党员的 11 项。2016 学年和 2017
学年，中心5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全部为中
共党员，在难度较大的设备操作上，中心党员也一
直都走在前头⋯⋯党员在实验室的各个方面默默奉
献，保证了中心设备的高效利用。

团队以微纳尺度材料结构与性能为主体研究方
向，在具体领域开展多样化互补性研究，促生具有
原创性和国际突出影响的科学研究成果，服务国家
和陕西省经济、民生、社会建设和发展。2014
年，团队有关“金属镁室温塑性变形的新机制”基
础研究成果发表后，团队积极推进跟踪研究。团队
针对陕西金属镁产业主要存在的问题，向当地政府
提出 《陕西省金属镁产业发展规划》，并积极努力
协调推动成立“陕西省镁基新材料工程研究中
心”，致力于帮助涉镁企业的脱困、转型和升级。

针对大型仪器设备预约困难、机时统计烦
琐、设备使用率低等问题，团队自主设计开发了
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系统“易约”，从根本上解决实
验设备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易约”在第四届全
国大学生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创新大赛获得二等
奖，这也是陕西省参赛
单位在历届共享杯上取
得的最好成绩。

单智伟 潜心向学 至诚报国

本报济南 4 月 27 日讯 （记者 魏海政） 山东省
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解读山东《关于做好
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意见》，山东明确推出实
施“新工科优先发展计划”等六大人才培养计划。

据介绍，“新工科优先发展计划”针对新兴产业
需求，力争通过 5—10 年，全省新兴工科专业比例达
到 40%以上。“青年人才国际化培养计划”鼓励企业与
省内外高等学校深入合作，采取委托培养、定向资助等
方式，支持在校学生出国研修。“企业家发展领航计划”
建立省企业家培训中心，每年选拔 100 名以上优秀青
年企业家进入中心培养锻炼，组织 100 名以上优秀青
年企业家到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实践学习。“企业博士

（后）集聚计划”对名校博士到山东企业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工作的，给予最高 15 万元补贴，出站后留鲁工作
的再追加 15 万元生活补贴。“高技能人才素质提升计
划”每年选派 100 名优秀高技能人才赴发达国家研修
学习。“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支持哲学社
会科学领域培养 10 名左右大家名家、100 名左右学科
带头人、1000名左右中青年学术骨干。

山东实施六大人才培养计划

“人才新政”助推
新旧动能转换

本报北京 4 月 27 日讯 （记者 刘亦凡） 今天上
午，由 《中国高等教育》 杂志主办、北京林业大学承
办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举行。来自清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9位专
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和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议题作了报告。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吸引了全国 20 余所高校和
研究机构参与。与会者将深入学习研讨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及其当代价值，围绕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和伟
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
性发展等主题进行交流。会上，与会代表共同发布了

《北京宣言》，倡议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坚定马克思
主义信仰、坚守马克思主义传播。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上接第一版）
在政策方面，下一步将根据国

办印发的 《意见》，细化 《办法》
的部门分工职责，打出政策“组合
拳”。在贯彻落实 《意见》《办法》
中，破解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不顺
畅、合作协议不规范、育人效果不
明显等难题，激发行业企业参与职
业教育的内生动力。同时联合国务
院国资委等部门，推动落实 《关于
国有企业办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
的指导意见》，支持企业特别是国
有企业举办职业学校。

“我们还将开展大样本试点，
研究制定并启动实施‘十百千’产
教融合行动计划,通过部省共建职

业教育试验区等形式，遴选 10 个
左 右 省 份 、 100 个 左 右 城 市 、
1000 家左右示范职业学校 （职教
集团） 和企业，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继续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进一步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质量。继续指导建设一批校企深
度合作项目，助推企业发展。”谢
俐说。此外，还将持续宣传，推动

《意见》《办法》 落实，宣传职业教
育领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果和
典型案例，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成为各方自觉行动。持续开展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相关研究，完
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本报北京4月27日电

（上接第一版）
“与其找理由逃避问题，不如

实实在在地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目标在远方，路就在脚下。我愿
在 这 里 静 待 ， 静 待 你 开 花 的 灿
烂”。在实施全员导师制的莘县二
中，教师武晓琳多次通过联系学生
和导师的“成长记录册”，与一位
自己知道哪里做得不好，但却没有
尽全力去改变的学生深入交流，通
过一次次的真心回应、一次次的真
情呼唤，武晓琳消除了师生间常有
的隔阂，促进了学生的积极努力和
健康成长。

山东省实验中学自 2008 年以
来成功实施的“学长制”，已成为
高中“走班制”教学背景下提高学
生自我管理水平的成功举措，也是
该校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的一大
特色。“学长报告会”就是该校学
长制教育的重头戏之一。每年开
学，学校选拔优秀学生组成报告
团，请他们从高中学习与时间规
划、宿舍生活与团队打造、社团的
选择、学生组织与活动策划等方
面，开启新生入校教育的第一课。

“很多朴实的道理不需要教师
整日苦口婆心说教，只需要学长与
学弟学妹间的贴心交流，就能在学
生中间形成共识、自然传承，起到
理想的德育效果。”该校校长韩相

河说。

家校合作：共建家校社
会协同育人新机制

“4 年前，我们这所农村小学
还不为人知。”潍坊市高新区清平
小学校长武际金回忆说。然而 4年
后 ， 这 所 小 学 却 引 起 了 广 泛 关
注，仅去年一年，就迎来了 89 个
家校共育参观学习考察团。学校
引 人 注 目 的 秘 诀 主 要 是 构 建 了

“金字塔”机制，开展家校共育工
作，把家长变成学校教育工作的

“同盟者”。
“塔顶是‘钻头行动’，培育

家庭教育志愿者；塔身是‘种子
行动’，培育家庭教育护旗手；塔
基是‘碎片行动’，推进家庭教育
全员化。从塔顶到塔基，实现了家
长教育、家校合作的全覆盖。”武
际金介绍，“在这一‘金字塔’机
制中，家长教育主要包括‘亲子日
记’和‘读书日记’两个家庭教育
志愿者行动，开设爸妈课、家长沙
龙两个种子家长培育计划，推进家
长教育信息化，每年在每个家长片
区开展 4次送课下乡活动，每年开

设6个家长课程。”
“亲子日记第 300 篇，300 天

我坚持了，走过人生 37 年，写亲
子日记是唯一每天坚持做下来的事
情！”清平小学学生李佳玲的妈妈
说。此前因为孩子没有及时完成作
业而大动干戈、极度焦虑的她，在
点滴日记中反思自我，逐渐寻找到
了教育孩子的方法，大人和孩子都
变得自信乐观起来。

自 2009 年全省开启家校合作
育人实践以来，山东省已实现了学
校家委会建设全覆盖。2016 年，
山东省被教育部确定为两个省级

“全国家庭教育实验区”之一，全
省 15 个市用于家庭教育工作经费
4580.5 万元。2017 年，全省共开
设 家 庭 教 育 课 题 3329 个 ， 县

（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家庭教育
总 协 调 员 设 立 覆 盖 率 达 到 了
98%，家校联合育人体系也已初步
形成。

此外，山东还出台了专门的
《中小学 （幼儿园） 家长学校课程
指南》，加强家长学校课程建设，
提高中小学 （幼儿园） 家长家庭教
育素养，大力推进家校合作共育。

评价促进：确保德育一
体化改革落到实处

山东还出台一系列制度政策，
全方位推动学校教育、教师工作等
多层面工作向育人为本转变，确保
德育一体化改革实效。

在2015年山东出台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教师考核工作的指导意
见》中，明确指出“不得以升学率、考
试成绩为主对教师进行评价和奖
惩”，通过以岗定评，重点引导教师
完成好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职责。

在德育工作考核评价中，山东
不断完善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建
立了对地方和学校德育工作的第三
方评价机制，并将评价结果作为衡
量地方和学校德育工作水平的重要
依据，全面落实教师教书育人“一
岗双责”制度，推进教师德育工作
和教学工作实行同步考核。同时，
建立了以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
并重的学生品德评价机制，将评价
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在21人的学校教师评价委员
会中，学校领导和中层只有 5 人，
但骨干教师超过了 76%。”济南市

历城区鲍山学校校长陈念斌介绍，
该校基于驱动“一岗双责”教师评
价方案实施后，不仅推动了评价主
体从行政评价转向同行专业评价，
学校还制定了“补偿教育”方案，
通过加强班会德育课堂、班教导
会、阳光德育手拉手、学科教学的
德育渗透等工作，针对一些特殊学
生和学困生，进行德育补偿、导师
制补偿教育和社团活动补偿教育，
对教师德育工作和教学工作进行同
步考核，引领教师全面落实教书育
人“一岗双责”制度。

“我们还专门研制了山东省中
小学德育一体化实施评价的 10 条
负面清单。”山东省教育厅基教处处
长仲红波介绍，“在这一负面清单
中，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为主评价
学校、教师、学生，按考试成绩给学
生排队，‘四位一体’德育课程实施
不力，班教导会制度、全员育人导师
制、学长制、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家
校共育、教师教书育人‘一岗双责’
考核制度落实不到位，以及德育工
作无专项经费或经费不足等，都将
纳入一票否决范围，有效促进了德
育一体化改革的落实。”

此外，山东多地出台新政提高班
主任和少先队辅导员岗位津贴，并在
职称评聘、评优表彰等方面予以倾
斜，充分调动德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构筑立德树人的体制机制

（上接第一版）
通过上述措施，学位授权自主

审核的程序更加简化、响应国民经
济发展需要的速度更快，开辟了设
置交叉学科的新渠道，对学校内涵
发展的驱动也更强。

问：本次印发的自主审核单位
名单是如何产生的？

答：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的
遴选，坚持标准为先、质量为要，突
出质量标准的导向作用，对申请单
位进行了严格把关。

一是明确标准。《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审核办法》对申请学位授权自
主审核单位的基本条件明确规定，
共包括七条，对办学方向、综合实
力、师资水平、培养经验、研究实力、
国内国际合作、管理制度体系等提
出了明确要求，既有定性要求，也有
定量指标。申请基本条件体现了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为学位授权自主
审核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规范程序。申请审批程序
共有六个环节，包括有关高校组织
申报、有关省级学位委员会推荐、申
请材料核查、专家复评、公示及异议

处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等。
在有关省级学位委员会推荐的

基础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申报
单位的材料进行了认真核查，并组
织高层次专家对符合申请基本条件
的申报单位进行了复审。经上述程
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批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20 所高校成为首批学位授权自主
审核单位。

下一步，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的决议，在指导现有学位授权自
主审核单位做好工作的基础上，将
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

问：如何加强学位授权自主审
核工作的质量监督？

答：为推动有关高校始终按照
内涵发展的要求做好学位授权自主
审核工作，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印发了《关于高等学
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意
见》。通过《意见》，创新和加强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对自主审核工作的质量
监督，以规范性的制度安排，推动有
关高校提高质量意识和工作水平。

《意见》分为十点，第一点阐述
了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重
要意义，第二点提出了高校开展学位
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原则和总体要
求，第三点明确了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工作的具体内容，第四、五、六点规定
了高校开展工作的标准和程序，第七
点规定了新增交叉学科授权点的办
法，第八点对高校每年新增博士学位
授权点的数量提出了要求，第九点对
高校自主新增学位授权点的质量提
出了要求，第十点规定了对高校开展
自主审核工作的监督机制。

《意见》对自主审核单位增列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提出了较高要
求，比如，要求其必须制定本单位审
核办法，明确校内工作流程，学位点
审核标准必须高于国家规定的申请
基本条件，每年博士学位授权点增
列数量不能超过现有博士学位授权
点的5%，新增授权点6年内必须达
到相应水平，不能突破质量底线等。
通过更高的要求和严格规范的程
序，确保有关高校高质量地开展学
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

本报北京4月27日电

校企合作建起制度框架 落实“放管服”要求 深化学位授权制度改革

（上接第一版） 辽宁规定，对于教
学资源丰富、培训行为规范、手续
完备的优质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宣
传、鼓励，树立行业标杆，引领行业
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山西、新疆
健全部门工作联动、形势研判和应

急处置机制，妥善处置突发事件，
做好被取缔或被整改机构现有学生
的安置工作，防止办学机构卷款逃
跑，保护学生和家长的正当权益。

下一步，教育部还会陆续公布
其他省份的工作方案。

中中教教 察察观观

本报上海 4 月 27 日讯 （记
者 董少校） 今天，东华大学举
行海派时尚校服发布会，60 名中
小学生模特展示 128 套带有海派
时尚和文化印记的校服，体现校
服新气象 （右图）。

东华大学共发布海派时尚、
经典国际、潮流亚洲三种风格的
校服。除衣服外，还有领带、领
花、围巾、书包、袜子、鞋子、
雨衣等全套系的校服配饰配件。

东华大学 60 多人设计团队使
用代表未来方向的新材料和新科
技，提升校服的功能性和舒适
度。新型反光材料提升校服的安
全性，3M 新雪丽棉等新型保暖
材料让穿着更轻薄更保暖，运动
服采用了高效防水、防油、易去
污材料，确保学生穿着洁净干爽。

校服的诸多细节包含着设计
师的匠心。袖口、下摆等部位的开
口设计，便于学生运动；老上海假
领子的设计，不仅省去了内搭衬
衫，而且让日常换洗更便捷；多功
能的款式设计，让一套校服适用于
多种校园场合，节约又经济。

通常家长给孩子选择大一号
的校服，穿上去看起来松松垮
垮。东华大学设计团队选用符合
中小学生年龄生长特点的版型，
通过服装肩部等与整体间的比例
关系，实现在视觉上得体、功能
上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造型特点。

东华大学教授刘晓刚表示，此
次设计128套海派时尚校服，通过
服饰设计来优化学生的衣着文化
形象和文明礼仪举止，让校服成为
校园文化育人的有效载体。

东华大学发布128套校服

校服也可以很时尚

22个省份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新华社西安 4 月 27 日电 （记者 薛天 姜辰蓉）
记者从陕西省米脂县公安部门获悉，4 月 27 日 18 时 10
分，陕西米脂县第三中学学生放学途中遭犯罪嫌疑人袭
击，造成 19 名学生受伤（14 女 5 男），其中 7 人死亡（5 女
2男）。目前，嫌疑人已被控制，受伤学生正在抢救当中。

嫌疑人赵某某，男，汉族，1990 年 1 月 20 日生
人，户籍米脂县城郊镇赵家山村155号。

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其在米脂三中上学
时受同学欺负，遂记恨学生，今天持匕首杀人。案发
后，榆林市、米脂县领导已赶赴现场，伤员救治、案
件侦办等工作正在开展。新华社记者正在赶往米脂，
进一步了解案情和善后处理。

陕西米脂发生砍杀学生事件
已造成19伤其中7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