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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 4期（总第 18期） 

内蒙古工业大学党政办公室编                       2020年 5月 21日 

【部厅信息】 

★ 科技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

的实施意见》 近日，科技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

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培育建设 100 家左右示

范性、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将其作为高校

科技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加大支持力度，健全运行机制。同时，教育部将技术转移机

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纳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和成效评价，作为学科

评估的重要指标。科技部、教育部将组织第三方机构对纳入试点的高校技术转移机构

开展绩效评价,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教育部] 

★ 2020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启动  5 月 6 日，由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青团中央等 6 部

门共同主办的 2020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发

布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专项行动。据悉，“百日冲刺”行动将从 5 月份一

直持续到 8 月中旬，在这关键的 100 天里，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将重点组织开展升学扩

招吸纳行动、充实基层专项计划行动、扩大毕业生参军入伍行动、开拓科研社区医疗

基层岗位行动、推进企业稳岗扩就业行动、推进创业带动就业行动、持续开展网上就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AxMjM5NQ==&mid=2650327853&idx=1&sn=9c9bbe818de95ca680cd8528de1a6132&chksm=82cdc969b5ba407f9f877852a5a4850c2ac60da6432794cd0bd76cad1d3c23f2e1c2386a023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90022063951&sharer_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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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行动、重点帮扶湖北高校毕业生行动、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狠抓责任落实行动

等十大专项行动。[教育部] 

★ 河北省两所高校获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推荐和专家论

证，科技部决定批准省部共建交通工程结构力学行为与系统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

部共建华北作物改良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运行。据悉，河北省人民政府是实验

室建设与管理的责任主体，按照“省部共建、以省为主”的原则，突出特色优势、推

动机制创新，将实验室作为吸引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基地建设与运行管理、重

大项目立项、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建设运行期内，每年为每个实验室

提供 1000 万元的专项经费支持，主要用于实验室日常运行、开放课题设立、人才引进

培养、科研人员绩效奖励等。[科技部]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 2020 年 4 月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

和西部项目结项情况  经同行专家鉴定，本次对 472 个项目予以结项，116 个项目暂缓

结项，22 个项目被终止。我区内蒙古民族大学阿拉坦格日乐主持的《蒙古族自然崇拜

及其生态意识研究》为优秀，内蒙古大学王海梅主持的《现代媒介与蒙古族现当代文

学互动研究》为良好，内蒙古财经大学安锦主持的《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促进就

业增长互动机制研究》和内蒙古大学王美萃主持的《城镇化背景下内蒙古“三少民族”

就业转型政策扶持研究》为合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四部委联合开展双创示范基地创业就业“校企行”专项行动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双创示范基地创业就业“校企行”

专项行动，依托企业和高校双创示范基地，以“六个一批”重点任务为抓手，搭建协

作平台，加强资源对接，提升服务水平，为大学生就业创业营造更好环境。据悉，各

企业示范基地将带头参与“国资央企‘抗疫稳岗扩就业’专项行动”“2020 届高校毕

业生 24365 校园招聘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 2020 届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百

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主动组织引导下属单位及创

业生态企业充分释放岗位需求，以招募创业合伙人、员工招聘、提供实习和见习岗位

等多种形式面向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国家发展改革委] 

★ 部分职业资格实行“先上岗、再考证” 近日，人社部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落实好先上岗的高校毕业生各项待遇保障，按照规定为其计算工龄，依法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005/t20200506_450535.html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270
http://www.nopss.gov.cn/n1/2020/0430/c219469-31694036.html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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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对实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

准入类职业资格，高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被聘用从事相关工作的，事业单

位与先上岗的高校毕业生签订聘用合同时，应当按规定约定 1 年试用期；先上岗的高

校毕业生在试用期内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的，应当依法解除聘用合同。[教育部] 

【热点追踪】 

★ 2020 自然指数正式公布  近日，自然指数网站更新了 2020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

（Nature Index 2020 annual tables），展示了不同国家和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领域高质量

科研产出的情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居内地高校第 1 位，全球高校第 4 位。北京大

学位居内地高校第 2 位，全球高校第 6 位。清华大学位居内地高校第 3 位，全球高校

第 8 位。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外，进入内地前十名的高校还包

括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

开大学，这 10 所高校均进入全球高校前 35 位。此外，在自然指数排名 TOP200 名单中，

出现了不少地方重点高校，包括苏州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福州大学、

郑州大学、深圳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南方科技大学作为一所非双一流高校，今年

位居内地高校 19 位。我区内蒙古大学入选 2020 自然指数排名 TOP200，排名为 150 名。

[青塔网] 

★ 又有百所地方高校公布 2020 年预算  此前，青塔网已经对广东、浙江、山东、上

海、湖北、北京、天津等全国七大省（市）地方高校 2020 年公布的预算数据进行了整

理分析，不过，这些省份大部分都位于东部发达地区。近日青塔网又对江苏、河北、

陕西、辽宁、吉林、重庆和广西等省份部分地方高校的 2020 年预算经费进行了整理。

各类理工类院校中，南京工业大学为 17.63 亿元，河北工业大学为 13.46 亿元，桂林理

工大学为 12.87 亿元，沈阳工业大学为 8.64 亿元，西安理工大学为 7.84 亿元，长春工

业大学为 7.69 亿元。[青塔网] 

★ 2019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名单出炉  5 月 7 日，爱思唯尔（Elsevier）正式发布 2019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Chinese Most Cited Researchers）榜单，本次我国共有 2163 位学者

入选。据统计，2019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分别来自 242 个高校或科研机构，其中大多数

高被引学者来自高校。中国科学院共有 289 人入选，位居各单位第一；清华大学共有

143 位学者入选，排名第二；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分列三、四位，分别有 107 位和 97

位当选；上海交通大学有 95 位学者入选，位居第五；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等入选学者达到或超过 40 位。[青塔网]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22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jIwMzk1MQ==&mid=2247518567&idx=1&sn=14c4db63f6d911171d147979caee4b41&chksm=ec0635a7db71bcb15c85047a0fdf07ffdc340a9c364f93d4aae5913036720925dc5311db02f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8846098250&sharer_sha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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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大学筹建方案》通过，定位为应用研究型理工类大学  4 月 26 日，《西宁大

学筹建方案》经青海省委第 85 次常委会议、青海省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建成后的西宁大学是一所应用研究型理工类大学，学科专业以工为主，理、工、经、

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办学层次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适度发展留

学生教育。据了解，西宁大学在规划和建设上将体现“高”：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

设；学科和师资上突出“精”：精准设置学科专业，精干培育师资队伍；规模和内容

上践行“小”：学校规模不贪大，专业设置不求全；理念和定位上注重“特”：突出

西部特点，彰显时代特色；模式和机制上探索“新”：树立全新办学理念，创新办学

体制机制，着力打造西部名校、百年名校。[青海省人民政府] 

★ 武汉大学 6个食堂已恢复供餐，5月 10日后可堂食  据悉，自 5 月 1 日起，武汉大

学各校区指定开放食堂，分阶段恢复供餐服务。武汉大学共有 13 个学生食堂和 9 个特

色食堂及餐厅。目前，武汉大学共有 6 个食堂恢复供餐，各学生食堂采取分时段逐步

开放食堂的措施。此前，武汉大学已对用餐流程进行演练。若想进入食堂就餐，学生

需在秩序员的引导下按照规定的路线、地贴位置进入排队通道等候，依次通过鞋底消

毒区，进行体温检测，红外热成像自动检测学生体温。若自动测温系统没有报警，则

可正常进入食堂，进行手部消毒后进入食堂大厅；若自动检测系统报警，测温监控员

立马确认出体温异常学生，由保卫部人员指引其到复查区进行体温复测，复查显示正

常可进入食堂就餐；若依然不合格立即通知校医院人员。体温异常学生离开后，现场

处置员对复查区等现场进行全面消毒。进入食堂后，学生在食堂工作人员的导引下取

餐、就座、进餐，必须单人单桌同向就餐。[双一流高校] 

 

★ 近四年国家优青等青年人才，哪些高校表现出色？ 近日，青塔数据团队选取了国

家优青项目获得者、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和博士后创新人才入选者等代表性指

标，对各大高校新一轮学科评估周期优秀青年人才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各大高校中，

清华大学总的国家优青项目数量最多，达到了 86 项，居各大高校之首；浙江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北京大学历年来国家优青项目数量均在 60 项以上，居国内高校第二

到第四位；国家优青项目数在 30 项以上的高校还有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

学、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我区内蒙古农

业大学近四年国家优青项目总数有 2 项，内蒙古大学为 1 项。[青塔网]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23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jc2NjkwOQ==&mid=2247503469&idx=7&sn=2800b8ec935ee93f2993500dc0798f23&chksm=96db213fa1aca82943d5ea90713e1cef903f49e576130454b39cef077fc965f805e55942c5a3&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8912685771&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jIwMzk1MQ==&mid=2247518730&idx=1&sn=b709a18a262c12d980911c2358a600a7&chksm=ec0636cadb71bfdc0ca4f3037a66ddfcbec9b18d1f36a46bfe2bad80fcb7099e8fa5dacc8f5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8922193436&sharer_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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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公布 2019年度考评结果,18家重点实验室被摘牌  近日，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发布《关于 2019 年度广东省重点实验室考评工作结果的通知》，本次评估获得优秀等

级的省重点实验室 43 家（其中学科类 33 家，企业类 10 家），获良好的 69 家（其中学

科类 51 家，企业类 18 家），合格等级的省重点实验室 126 家（其中学科类 97 家，企

业类 29 家），需整改的省重点实验室 20 家（其中学科类 14 家，企业类 6 家），摘牌

的省重点实验室 18 家（其中学科类 9 家，企业类 9 家），摘牌的省重点实验室不再纳

入省重点实验室序列管理 。[中国高等教育] 

【他山之石】 

★ 清华大学新设五个书院培养“强基计划”人才  5 月 7 日，清华大学 2020 年强基计

划招生简章正式公布，作为招生培养一体化方案，清华大学围绕“为国选材、厚植强

基、拔尖领军、创新未来”的强基人才选拔培养理念落实强基计划，致力于打通评价、

选拔、培养和后续发展等多个关键环节，面向未来、加强衔接、形成合力，为国家基

础学科的长期发展及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

键领域的重点突破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强基计划”亮点颇多：新设立致理、未央、

探微、行健、日新五大书院统筹推进强基计划人才培养；创造性地设计了基础理科工

程衔接类专业，在突出基础学科支撑引领作用的基础上，按照理工双学士学位进行交

叉特色培养；本研衔接培养，本科毕业时符合清华大学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要求的学

生，可优先推荐免试攻读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 

★ 11所“双一流”高校拟建“应急管理”学科点  近日，多所高校以公共管理一级学

科为支撑，拟增设目录外二级学科“应急管理”，包括厦门大学、中南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

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目前论证方案正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授予博

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进行公示。从各高校的论

证方案来看，自 2003 年以后，随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中应急管

理学科专业开始设置运行。目前，全国开展应急管理学科专业研究生教育的高校和科

研院所有 50 多家，但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工作主要是由一些理工类高校和防灾救灾专业

高校负责开展，既具备现代应急管理理念和知识，又精通应急管理专门业务和技术手

段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高端战略领导人才依然相对短缺。面对当前国家应急管理体

系发展的迫切需要，各高校提出了自己的人才培养方案。[青塔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AxMjM5NQ==&mid=2650327283&idx=5&sn=7a5c3b9049aa5137ca2b293ef5a4386b&chksm=82cdcab7b5ba43a1d688f01862d9033f2f835f6bce950eb1cf89f0af45f09e300e7ddc986490&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9157038150&sharer_sha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277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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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财经大学将“劳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做了顶层设计和全

面部署。5 月 1 日，上海财经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发布详细的劳动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上海财经大学新时代劳动教育行动计划（2020-2023）》，旨在大力提升学生劳

动素养，形成体现时代要求、符合育人规律、彰显具有该校特色的劳动教育体系。按

照《行动计划》要求，劳动教育为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不少于 32 学时。上

海财经大学教务处牵头制定了《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劳动教育课程培养方案及教学大

纲》，自 2020 级新生开始施行，同时，通过学年内设集体劳动日、集体劳动周，安排

学生定期参加集体劳动，利用学校“千村调查”项目优势，设立“田间课堂”等劳动

实践课程，让日常劳动贯穿学生学习生活全过程，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央

广网] 

★ 兰州大学等 5所高校获批组建国家林业草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日前，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下发了《关于认定 1 个国家林业科技示范园区、2 个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基地和

10 个国家林业草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复函》，包括依托 5 所高校组建的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分别是：依托四川农业大学组建“国家林业草原红豆杉西南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依托甘肃农业大学组建“国家林业草原高寒草地鼠害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依托兰州大学组建“国家林业草原西北退化草原生态修复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依托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组建“国家林业草原绿色家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依托内蒙古农业大学组建“国家林业草原北方抗旱耐寒草品种育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双一流高校] 

★ 河北大学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共建“菁英班” 河北大学和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经过

友好协商，于 4 月 28 日就共建化学本科“菁英班”和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签订了

协议，相关工作将于今年正式启动。据悉，河北大学化学学科是河北省最早进入 ESI

全球前 1%行列的化学学科，列入河北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本次协议的签订，

为河北大学和化学研究所的学科发展与研究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为化学学科拔尖人

才的培养注入了强劲动力，也将对河北大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化学专业的建设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双一流高校] 

★ 内蒙古农业大学召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专题会议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召开学校

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扩大）会议，对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开展进行安排部署，学校党

委书记王万义，党委副书记、校长高聚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教育部等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251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25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jc2NjkwOQ==&mid=2247503453&idx=3&sn=add3af02182e14a2914b70eb705023e6&chksm=96db210fa1aca819dd9c2f62c13735966c6e1bb66576264311215746b9237442949045c90f44&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8912733921&sharer_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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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文件精神。会议要求，

做好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政策落实；二要建立健全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坚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师德

师风建设风向标，厚植校园师道文化，强化教师思想道德素质等多措并举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三要健全完善师德师风制度建设和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健全师德师风约束和

监督机制，健全规范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内蒙古农业大学] 

★ 内蒙古大学召开“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和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解读会议  近日，

内蒙古大学组织召开“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和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草案）解

读会议。会议就内蒙古大学“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的主要思路、指标体系、第五轮

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草案）进行了解读，就“双一流”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就

近期拟开展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要求，内蒙古大学“双一流”建设要以一流为

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各学科负责人要围绕“双一流”

建设的五大建设任务和五大改革任务认真研读量化指标和写实性指标内涵，深刻理解

和把握各项监测指标的内涵和外延。 会议强调，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快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和部区合建工作，争取做好第五轮

学科评估工作。[内蒙古大学] 

【理论视野】 

★  陈春琳：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要素及实现路径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包括科学的教育理

念、有效的治理形态和先进的教育制度等要素。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要构建以

高校为主体，全社会共建共享的高校治理组织形态，完善协同发力的教育制度，推动

高等教育治理理念、方式和制度的系统性变革。作者认为构建共建共享的高等教育治

理现代化组织形态，一是要多方参与、协同共建。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对

高等教育治理的组织形态进行调整和优化，构建由高校和各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协

同共建的多元系统，形成开放合作、互动联系、各取所需的治理状态。二是顶层设计、

基层推动。优化高校内部治理不仅需要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进行推进。

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学校制定大学章程，并且按

照大学章程的规定，通过全局性、整体性原则设计学校的制度体系来提升整体治理能

力。三是分类管理、多级推进。高校治理要面对各种复杂情况，高校师生人数众多、

专业门类数量较多、学院情况复杂，各个学科、专业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高校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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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中，必须考虑各种情况和各种要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考虑延续性和实用性，

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必须针对各类情况进行分类管理。 

 

★  陈祎：新时代“互联网+教育”背景下西部高校办学治校新维度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

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同时也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不断推进新时代教

育信息化发展，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提升我国西部高校治理能力，需

不断强化人才培养和科学文化传播功能。作者认为主要有 5 个方面：一是治理能力数

字化。提升新时代面向未来的西部高校治理能力，需着力推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与高校治理手段的深度融合，构建起以“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

同”为目标的高校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确保教育教学决策与高效治理模式的创新升

级。二是育人模式智能化。发挥“互联网+教育”的优势，充分利用智慧教学工具，积

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生态，以期形成西部高校智能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三是思政工作网络化。高校要切实提升思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关键

在于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保障。这就要求高校党委及每一位教师都要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四是师资队伍专业化。在高校“互联网+教育”深入发展的背景

下，教师管理机制、研修模式等都在发生着根本性变革，同时也倒逼教师重新思考如

何教学，如何优化教学方法和提升教学质量，促使教师努力学习信息技术，不断优化

教学设计，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持续提高。五是网络扶智精准化。我国的资源环境

承载力呈现出区域差异性，这对于省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内容以及侧重点也大有

不同。只有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政策，才能切实有效地优

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