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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周刊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推进科技创
新，是新时代高校承担的重大
任务。渤海大学积极探索做
好高校人事人才工作的有效
路径，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
革，落实人才强校战略，不断
提升人力资源使用效能，努力
造就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盘活用好编制资源，持
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2019年，学校进行了近十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机构人
员编制大排查。通过排查，彻
底摸清了学校各类人员的身
份情况和内部机构设置情况，
研究制定了新的机构设置方
案与中层干部、科级及以下岗
位编制设置方案。新方案中
不仅明确了学校各内设机构
的数量和名称，而且首次对每
一个内设机构的工作人员数
量和岗位类型作出了明确规
定。上述两个方案的实施，使
得学校内部人力资源调配有
了文件依据，也使每一名教职
工，尤其是行政管理人员明确
了自身的岗位定位和未来职
业发展方向，避免了无序竞
争。

2020年4月和7月，学校
还按照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
原则，兼顾保证队伍稳定性、
工作连续性，分两批对全校范
围的科级及以下干部进行了
调整，共调整工作人员150余
人次。通过调整，学校人力资
源得到了持续优化，管理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重新激
发，工作效能进一步提高。

分类施策靶向用力，全
面实施人才行动计划

学校大力加强人才工作
和师资队伍建设，成立了教师
发展中心，为教师发展提供有效的专业化服务和支持，积极构
建教师发展工作的议事协调机制，推出六个计划和七项工程。

六个计划分别是：以突出高精尖缺为导向，实施高层次人
才引进计划；以培育各类高层次人才后备人选为目标，实施人
才培育（支持）计划；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宗旨，实施双师建设
计划；以留住人才为目的，实施博士保障计划；以订单培养为
手段，实施博士研究生预聘计划；以实际需要和贡献为前提，
实施柔性引进外聘计划。

七项工程分别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明德工程”、帮助
青年教师成长的“青蓝工程”、打造青年教学和学术骨干的“启
航工程”、激励教学和学术骨干取得更多标志性高水平教学科
研成果的“鲲鹏工程”、培养“双师双能型”（创新创业型）教师
队伍的“匠心工程”、遴选培育教学和学术带头人以及各学科
发展所需要的领军型人才的“远翥工程”、激励表彰广大教职
工主动参与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的“伯乐工程”。

人才计划和人才工程的全面实施，为各类人才提供了个
性化、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服务，进一步营造了引才聚才的良好
生态，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了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
围。

破除“五唯”顽瘴痼疾，不断完善职称评聘评价机制

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决破除“五唯”不良评价倾向，从广
大教师最关心的职称评聘工作入手，在省内高校中较早地对
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进行全面修订，出台新的职称评
聘办法。

新办法中，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分类开展，按照教学为主
型、教学科研型和创新创业型三种类型进行职称评审。坚持
专职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及组织员单
设标准、单列指标、单独评审的职称评聘制度。坚持把师德师
风作为教师评价的首要条件，突出以业绩贡献和能力水平为
导向，设置公平多样的考核观测点，科学评价教师教学、科研
和服务社会工作，同时引入校内外学科专家对参评教师标志
性成果定性评价制度，实现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努
力从根本上解决评价指挥棒问题。

强化激励注重实绩，优化绩效工资分配制度

2019年，学校对绩效工资分配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制
定并实施了绩效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重点向教学科
研一线教师倾斜、向优秀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

学校进一步提高博士待遇，对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坚
持按岗定责、以岗定酬，绩效优先、兼顾公平，实现从身份管理
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各级各类岗位绩效工资对应关系力求反
映不同类别、不同等级岗位的工作责任和岗位特点，按照贡献
大小，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发挥薪酬的激励性，体现内部公平
性，增强全体工作人员的使命感和危机感，为学校事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

坚守初心为民务实，打造暖心工程

学校不断强化人事人才工作服务意识，做到为民举措有
温度、务实行动暖民心。

一是对临近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等级晋级工作给予
人文关怀。对未能晋升上一等级的，学校每年年初再开展一
次晋级聘用工作，符合条件的临近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可以申
报晋升上一职级。二是实行荣退制度。每年年底为当年退休
的教职员工举行荣退仪式，进一步增强了退休教职工的政治
荣誉感、组织归属感和幸福获得感。三是评优评奖原则上向
一线教师倾斜。四是关心困难群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
在职集体职工提高岗位责任绩效工资标准，发放责任绩效工
资，调整公积金扣缴基数。同时，每年投入一定资金，为退休
集体职工较大幅度增加收入。

在新的征程上，学校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多措并举，不
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持续增强教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努力开启人尽其能、能则有为的人事人才工作新局面。

（作者系渤海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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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开学前夕，浙江理工大学临平校
区正式启用。这标志着该校与杭州市临平
区的全面战略合作成果正式落地，双方将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教育等领域，擘画
校地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

这项合作，只是该校将自身发展与报效
国家、服务社会结合的一个缩影。办学一个
多世纪以来，该校的发展始终与国家、民族
紧密相连，一代代师生秉承“求知求实、创新
创业”的办学传统，用坚实笃定的行动脚步
诠释浙理工人的使命担当。

百年初心 扎根大地

从蚕学馆、浙江中等蚕桑学校，到浙江
丝绸工学院、浙江工程学院，再到浙江理工
大学——办学125年来，该校虽历经23次
搬迁、23次易名，却始终薪火相传、弦歌不
辍。

报业巨子史量才、蚕丝专家朱新予、一
代女杰吴先清、新文化运动先驱夏衍、敦煌
学家常书鸿……浙理工人的先辈和楷模，
扎根中华大地，为祖国的科学发展与人类
文明、社会进步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实业报国、科技强国、教育兴国的使命
感，已经成为深藏在浙理工人基因中的密
码。”党的二十大代表、该校校长陈文兴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浙理工人，他也一直躬身
力行，诠释着这一初心和使命。

自15岁考入该校制丝专业以来，陈文
兴一直致力于天然纤维蚕丝和人造纤维涤
纶工业丝两种纤维材料的研究。他花费数
十年时间，突破了两项关键技术，推动相关
产业技术走向国际领先地位，先后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技术发明二等奖，并于
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该校自
主培养的首名院士。

近年来，该校入选省重点建设高校，首

次进入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00名。
学科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材料科学、化学、工
程学 3个学科稳居ESI 学科全球排名前
5‰，两名青年教师的论文在《自然》杂志正
刊刊发……学校的核心竞争力、社会声誉及
主要办学指标不断攀升。

产研融合 科技赋能

作为一所省属高校，如何在服务国家、
社会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最大价值？对
这个问题，该校新昌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十
大强基先锋”胡旭东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老
牌名校拼科研，我们可能拼不过，但走产学
研结合的道路是我们的强项。”

2015年，该校与绍兴市新昌县共建成
立了浙江理工大学新昌技术创新研究院，院
长胡旭东带领团队，7年间为当地180余家
纺织机械企业累计破解难题300余项，并在
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套“企业出题、高校解
题、政府助题”的“新昌模式”。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全球纺织业持续低迷，但新昌的
纺织机械制造企业却逆势飘红。

在擦亮“新昌模式”的金名片后，该校又
与上虞、瓯海、象山、桐乡等14地联合成立
地方研究院，打造迭代升级的新昌模式“2.0
版本”，不断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马汉杰与其他技术
团队联手，成功在48小时内开发上线了健
康码的雏形“余杭绿码”，率先为全国疫情防
控拉起了数字屏障。该学院教授沈炜利用
专业知识助力税务治理数字化改革，在“6·
10”出口骗税案中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为国
家挽回27.73亿元重大损失。机械工程学
院教授武传宇带领团队攻克金华永康安全
门生产企业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实现门板
钣金生产流水线的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原先

需要100多人的车间现在仅需4人。
在一项项校地合作中，该校精准对接国

家和浙江重大战略，连续4年入围中国科技
成果转化百强榜，4年转化成果总额超7亿
元。

“三创”育人 校地联姻

作为国内最早开设服装设计专业的院
校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该校对长三角地区
的纺织服装业贡献日益增大。据了解，国内
主要流派“杭派女装”，约70%的品牌由浙
江理工大学校友创建或担任主设计师。

今年6月毕业季，毕业生们打破传统，
把T台搬进服装生产车间、操场，并将VR
技术运用于毕业秀，让服装设计与数字科技
深度融合，在互联网上火爆出圈！这是该校
适应时尚数字化趋势和培养时尚创新人才
的一次积极探索。

在陈文兴看来，学校要培养的是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能力突
出，具有爱国情怀、社会责任、国际视野的高
素质创新创意创业人才。学校将创新创意
创业教育目标要求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创”
人才培养模式，激发了学生敢想敢创的斗
志，为他们创新创业孕育了自由丰沃的土
壤。

日前，该校入选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基地，这是学校继入选全国毕业生就业典
型经验高校50强、教育部全国创新创业典
型经验高校50强以来，在创新创业教育领
域取得的又一显著成绩。

为打造一流高能级创新平台，助力浙
江省“两个先行”，今年7月，该校与绍兴
市柯桥区政府共建成立了浙江省现代纺织
技术创新中心，自此，该校“三校区一中
心”的格局正式形成。

“学校将充分发挥学科、科研与人才资
源优势，全力规划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
大成果。支持创新中心建设，通过打造党
建+业务深度融合的多元协同创新机制，形
成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性的‘校企地党建共同
体’，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政产学研用金’
协同创新生态。”该校党委书记吴锋民表示。

扬帆时代 青年有为

5年前，该校2017届社工专业毕业生
朱玲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经过深思
熟虑，她放弃了去阿里巴巴公司的工作机
会，从浙江沿海的家乡跨越5000多公里来
到了海拔4300米的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
委办。

在日喀则，她积极投身支教、捐资助
学等公益事业，联合30位志愿者组建“雪
域支教团”，工作之余到聂拉木镇小学给孩
子们上课；她多次往返浙藏两地，筹集了
总价值35.13万元的爱心物资，帮扶学生
1135名。

今年7月，该校2018届纺织工程专业
校友黄敏获得“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
称号。在浙江鑫兰纺织有限公司，黄敏与技
术人员一起研发新型牛仔布面料，实现产品
代加工向自主创新制造的转型。在他的推
动下，“鑫兰智能制造模式”数字化工厂改造
项目在全国纺织行业推广，成为行业智能制
造应用的标杆。

越来越多的“后浪”前赴后继，奔涌而
出。

“学校将主动对标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要求，传承浙理工人‘以培养人才为第一要
义、以讲求实学为第一要义’的初心使命，持
续推动特色鲜明的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建设
迈向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注入蓬勃力量。”吴锋民自豪地说。

在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中发挥最大价值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石丛珊

高端视点高端视点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开拓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是坚持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
切要求。新时代十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党委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来举旗定向，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
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重要回信精神来
谋篇布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科
技、党建等工作的重要论述来全面推进，推
动学校事业发展大踏步跨入全面建设中国
特色、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阶段。

切实增强开拓新路的使命
感紧迫感

深刻领会办好高等农林教育使命重
大。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服务“国之大者”的高度加快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切实增强办好高等农
林教育、服务“三农”事业的历史使命感。

深刻领会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
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看，民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就要求我们自主
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从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来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

“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这就要求我们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我们要从“两个大局”的高度，坚持把国
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切实增强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责任感。

深刻领会高等农林教育强起来时不我
待。新时代，我国建成包括高等农林教育在
内的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
的实力强起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加
快推动高等农林教育强起来和“十四五”时
期加快培养涉农专业紧缺人才，提出了更高
要求。我们要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的战略高度，坚持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切实强化推动高等农林教育高质量
发展和紧紧跟上强国步伐的紧迫感。

深刻把握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的历史主动。高等农林教育是我
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在
高等农林教育中应发挥引领作用，在打造适
应农业农村现代化需求的高质量农林教育
体系、涉农人才培养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方
面先行先试。我们要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等教育重大实践出发，凝
心聚力推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切实增强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的历史主动。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农业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必须走出新路。我们要从开拓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出发，充
分彰显中国特色，强化农业特色，瞄准世界
一流，拓展学科专业新领域，激活学校发展

新动能，不断形成学校发展新格局，作出服
务国家新贡献，切实担负起以新发展理念引
领开拓学校高质量发展新路的时代责任。

奋力开拓知农爱农新型人
才培养新路

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构建“大思
政”育人格局。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举全校之力加强
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入选北京市首批重
点建设马克思主义
学院。率先开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课程，
全面开设“四史”
课程。获批设立马
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实现了全国农林高
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零的突破。
在全国率先发起“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
功能”教学改革专项，2300余门课程的

“教学大纲”改为“育人大纲”，引领农林
高校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积极探索“大思
政课”建设。

始终坚持青年正确成长道路，擦亮农大
特色实践育人品牌。学校始终坚持面向全
国、面向“三农”，搭建实践锤炼广阔舞台，建
成地方产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科技
小院”、教授工作站、校外实验站、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的“三院两站一体系”社会服
务体系，覆盖了全国1000多个县。其中，

“科技小院”作为创新校地共建、知农爱农新
型人才教育培养的一张名片，写进科技部、
教育部等七部委文件，在全国推广。深入实
施“全国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打造“百
名博士老区行”“红色1+1”“假期农校”等活
动品牌，积极引导广大师生把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

坚持前瞻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完善
“新农科”育人体系。学校担任教育部新农
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单位，牵头和引领全国

“新农科”建设，完成“安吉共识”“北大仓行
动”“北京指南”三部曲，推出《新农科人才培
养引导性专业指南》。先后成立土地科学与
技术学院、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暨农业
绿色发展学院、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营养
与健康系（营养与健康研究院）、未来技术学
院等，新增15个本科专业，其中生物育种科
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专业为全国首
创，入选生物育种国家“强基计划”，形成了
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新时代知农爱农新
型人才培养体系。

坚持传承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健全“知
农爱农”育人机制。学校打造了全国首门高

品质“大国三农”在线开放标杆课
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和“三农”领
域伟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大国
三农”文化自信。坚持把劳动教育融入人才
培养全过程，创新开展新时代耕读教育，开
设20多门耕读和农业特色核心通识课程，
打造“延河联盟高校”涿州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带领学生走进田野，扛起锄头学“真把
式”，在全国率先构建耕读教育与劳动教育
有机融合的育人机制。

坚持全面夯实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能力。学校牵头制定了普通
高等学校农林类专业认证的国家标准。坚
持“德才兼备、全面发展、通专平衡、追求卓
越”的人才培养理念，大力培养青年学生的
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十年
来，学校70%以上毕业生在基层一线、农业
及“农业+”行业就业，在“三农”事业广阔天
地中干事创业，大展作为。

奋力开拓高水平农业科技
自立自强新路

聚焦粮食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不断增
强科技攻坚新优势。学校坚持“超前布局、
聚焦原创、交叉融合、全链协同”思路，持续
加强原始创新、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成果转
化。持续开展黑土地保护联合科技攻关，创
建“梨树模式”，获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
定。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
器“两把剪刀”，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破
解“卡脖子”难题。先后获批和建设了3个
国家野外站，位居全国高校首位。十年来，
学校共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58项，高水平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力量得到锤炼。

着眼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不断

兴起科技会战新高潮。学校坚持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论和
技术体系，建设一支引领全球农业绿色发展
的人才队伍，不断引领全国农牧业绿色可持
续发展。

积极打造国家“三农”高端智库，不断推
出建言献策新成果。学校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引领建设具有中国农业大学特色、风格和
气派的“三农”哲学社会科学，逐步形成了以
涉农问题研究为核心、优势突出、特色鲜明
的人文社会科学布局。立足国家农业科技
发展、粮食安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政策
需求，建立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等高端
智库。打造马克思主义“三农”思想与农村
基层党建研究高地，为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
自立自强积极发声。

参与全球农业治理和科技创新，不断
开拓国际合作新局面。学校积极参与创建
并 引 领 “ 世 界 顶 尖 涉 农 大 学 联 盟
（A5）”，发起成立“‘一带一路’与南南
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跟踪和引领
世界未来农业发展的学术前沿，引领我国
在“一带一路”与南南合作领域的农业教
育科技合作，在全球视野下开展研究和对
话，在全球农业治理体系和科技创新中贡
献智慧，参与构建人类农业教育命运共同
体。先后建立了11个“一带一路”沿线海
外农业合作中心，探索推进“全球农业”
一级学科知识体系建设。

除此之外，学校还聚力服务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成为唯一一所连续三年获得

“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的高校。在上级
部门支持下，学校还联合全国41所高校，
发起“全国乡村振兴高校联盟”，协力打造乡
村全面振兴样板。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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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在河北省曲周县前衙“科技小院”葡萄种植
园内测试、记录葡萄糖分数据。 牟宇 摄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在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西营村“未来果园”
实验室进行测量大桃维生素C含量实验。 任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