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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 1期（总第 15期） 

内蒙古工业大学党政办公室编                       2020年 3月 19日 

【部厅信息】 

★  教育部印发通知进一步部署做好 2020 届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3 月 4 日，教育部

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 2020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就进一步指导推动各地各高校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网上就业服务、拓宽就业和升

学渠道、强化就业困难帮扶等工作，作出部署安排。《通知》指出，要创新推进网上就业

服务，鼓励通过网络实现人岗信息精准推送、网上面试、网上签约。要拓宽毕业生就业和

升学渠道，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到现代农业、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就业创业。开展精准宣

传动员和重点征集，引导高校毕业生参军入伍。扩大今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主要向国

家战略和民生领域急需的相关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倾斜，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倾斜。

《通知》要求，各高校要严格遵守就业签约工作“四不准”要求，确保数据真实准确。适

当延长毕业生择业时间，毕业生可按规定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两年，学校要为离校未

就业毕业生持续提供就业服务。各地各高校要强化担当，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一把

手”工程，精心组织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活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教育部]  

★  教育部公布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2 月 25 日，教育部公

布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经申报、公示、审核等程序，确定

了同意设臵的备案专业、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新增目录外专业点名单。本年度各高校新增

备案专业 1672 个、审批专业 181 个（含 130 个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 51 个目录外新专业），

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 47 个，撤销专业 367 个。要求各地各高校要根据社会

需求变化情况，动态调整招生规模，持续改进和提升专业内涵。要健全质量保障，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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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专业的检查，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根据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区 10 所高校共计 18 个专业获批，我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为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人工智能。[教育部] 

★  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发布《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 促进转化运用

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出要遵循坚持质量优先、突出转化导向、强化政策引导三个原则。

主要目标是到 2022 年，涵盖专利导航与布局、专利申请与维护、专利转化运用等内容的

高校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并与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

有机融合。到 2025 年，高校专利质量明显提升，专利运营能力显著增强，部分高校专利

授权率和实施率达到世界一流高校水平。意见提出 4 个重点任务，分别是完善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加强专业化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和优化政策制度体系。意

见还提出要将专利转化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动态监测

和成效评价以及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不单纯考核专利数量，更加突出转化应用。[教育

部] 

★  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

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要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 SCI 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

使用等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 SCI 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鼓励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

合评价方式，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

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分类

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应分别建立各有侧重的评价路径。对于基础研究，论文

是成果产出的主要表达形式，坚决摒弃“以刊评文”，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

价值，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在职称（职务）评聘中，学校应建立与

岗位特点、学科特色、研究性质相适应的评价指标，细化论文在不同岗位评聘中的作用，

重点考察实际水平、发展潜力和岗位匹配度，不以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判断的直接依据。

在人员聘用中，学校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前臵条件。[教育部] 

★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2020 年工作要点发布  近期，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

估中心官网正式公布了其 2020 年工作要点。在院校评估方面，今年，教育部评估中心将

适时启动新一轮审核评估试点工作并总结；组织开展南方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

配合教育督导局进行合格评估整改情况督导复查，跟进学校评估整改情况，让评估“长牙

齿”；完善三类专项评估方案，即《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高校建设项目学校本科教

育教学工作评估方案》、《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评估方案》和《继续学历教育（网

络教育）评估方案》。在专业认证方面，今年将控制认证规模，对 300 个工程类专业进行

认证；开展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特殊教育、专科类师范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开展至少不少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3/t20200303_426853.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2002/t20200221_422861.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2002/t20200221_422861.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moe_784/202002/t20200223_423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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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70 个师范类专业的第二、三级认证工作；开展临床医学、中医学、护理学等专业的医

学三级认证研究工作；进一步优化理农人文和社科类专业三级认证方案。在国际评估认证

方面，今年将制定中俄联合国际专业认证管理办法，规范化、持续性开展联合认证工作。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  科技部支持重庆等四地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3 月 9 日，科技部网站

公布四个函，支持重庆、成都、西安、济南四地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据悉，试验区建设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

新路径新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四个函件分别对四地提出相应的建设要求。对

于重庆而言，要发挥人工智能在重庆市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支点和国家中心城市中的重要

作用，有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发展。要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城市重点领域加强

技术集成和应用示范。对于成都而言，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推动成都产业转型升级和民

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发展。对于西安而言，要发挥人

工智能对西安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有力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在先进制造、

文创旅游、商贸物流等方面形成一批有效的行业解决方案，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对于济南而言，要发挥人工智能在推动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重要作用。[科技部]  

 

★  教育厅公示 2019 年高等学校质量工程系列项目评审结果 2 月 24 日，教育厅公示 2019

年高等学校质量工程系列项目评审结果，我校裴承慧老师入选 2019 年自治区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名单；我校梁亚红老师入选 2019 年自治区高等学校教坛新秀名单；我校韩利民老

师负责的化学化工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入选 2019 年自治区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团队。[教育厅] 

★  宁夏正高级及以下职称评审权全面下放给高校  据悉，宁夏印发《关于向高等院校全

面下放职称评审权限的通知》，向全区 19 所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

业院校下放职称评审权限，突出用人单位在人才评价中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激发高校教

师教书育人积极性和创新创业创造活力。2018 年，宁夏已将高等学校教师系列正高级职称

评审权下放到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北方民族大学，中级职称评审权下放到其他各高

校。今年，宁夏将加大职称制度改革力度，将高等学校教师系列正高级及以下职称评审权

限，扩大到宁夏大学等 19 所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将自然科学研究系列正高级和实验系

列、档案系列、图资系列副高级及以下职称评审权限下放到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北

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实行自主评审。尚不具备独立开展评审工作能力的高校，可

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进行评审。[双一流高校] 

 

http://www.heec.edu.cn/modules/wenjianfabu_d.jsp?id=262600
http://jyt.nmg.gov.cn/xxgk/wjtz/202002/t20200227_387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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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  教育部党组印发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考核相关办法  近日，中共教育部党组

印发了《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年度考核评价等次确定办法（试行）》《直属

高等学校领导人员试用期考核实施办法（试行）》。两个《办法》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干部考核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精神，结合直属高校

实际，进一步规范了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考核具体工作。《试用期考核实施办法》

提出，直属高等学校实行试用期的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应参加试用期考核，重点考察领导人

员试用期内的政治表现，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情况，以及对所任职务的适应能力、

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工作实绩、党风廉政等情况。[教育部人事司] 

★  全国首个“区块链工程”本科专业落户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日前，根据《教育部关于

公布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20‟2 号）文

件精神，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申报的“区块链工程（080917T）”“网络空间安全（080911TK）” 

获批 2019 年新增审批专业，“供应链管理（120604T）”获批 2019 年新增备案专业，均将

于 2020 年开始招生。其中“区块链工程”为全国首个获批设臵的本科专业。[成都信息网] 

★  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名单公布  近日，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公布入选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高校名单的通

知》。经吉林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联合组建的专家评审委员会遴选并报省政府备案，共有 16 所高校入选吉林省

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高校。在 16 所入选的高校中，有研究型高校 2 所，应用研究型 A

类高校 3 所、B 类高校 3 所，应用型公办高校 A 类 3 所、B 类 3 所，应用型民办高校 A 类

1 所、B 类 1 所。同时，吉林省教育厅还公布了全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发展类型选定结果，

其中研究型大学 2 所，应用研究型大学 12 所，应用型大学 23 所。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

学入选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项目高校。[吉林网络广播电视台] 

★  中国科协办公厅征集 2020 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为研判未来科技发展趋势、

前瞻谋划和布局前沿科技领域与方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推进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中国

科协通过各全国学会、学会联合体、部分中央企业和非公企业科协，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

征集“2020 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征集范围覆盖所有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

重点征集数理化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生态环境、制造科技、信息科技、先进

材料、资源能源、农业科技、交通运输、空天海洋、医学健康等 12 个科技领域。[青塔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jk1NjYyNQ==&mid=2247486263&idx=2&sn=a1b9d7ce53814b277c8274ba96386373&chksm=f95dca89ce2a439f1c8017d83bf8754382b296b246a3a0379fb33dcea24df9e7083d49b92604&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3716545348&sharer_sha
https://www.cuit.edu.cn/ShowNews?id=10228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651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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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拟同意转设 6所本科高校  2 月 26 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官网发布《关于拟同

意设臵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这次共涉及六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臵的民办本科学校。

根据《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臵暂行条例》和《普通本科学校设臵暂行规定》等

有关规定，经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设臵评议委员会专家考察和评议，并经党组会审议，拟

同意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等 6 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臵的民办本科学校。我区内蒙古

师范大学鸿德学院申请转设为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青塔网] 

★  19 所高校获批建设应急管理学院，5 所双一流高校入围 近日，教育部规划中心公布

2020 年首批应急安全智慧学习工场暨应急管理学院建设名单，全国 19 所高校入选。这 19

所学校中，共有 5 所双一流高校入围，分别是太原理工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矿

业大学、西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此外，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均为应急安全领

域全国综合性大学。集美大学、济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辽宁石油化工

大学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工业大学 、河北工程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吉林建筑大学

等高校均为各地重点建设高校，在应急管理领域具有一定实力。此外，还包括 2 所特色应

用型院校：滁州学院和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青塔网] 

★  2019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发布  2020 年 2 月 22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

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究》专家工作组发布 2015-2019 年和 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

赛排行结果。在 2015—2019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科竞赛排行榜（本科，TOP300）中，我区

共有 4 所高校入围，内蒙古科技大学排名 118 名，获得奖项数量为 165；内蒙古工业大学

排名 186 名，获得奖项数量为 101；内蒙古大学排名 225 名，获得奖项数量为 71；内蒙古

农业大学排名 293 名，获得奖项数量为 65。[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  中科院微生物所齐鲁现代微生物技术研究院成立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11 日发

布消息，由该所与济南市政府、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三方共建的齐鲁现代微生物技术研究院

当天成立，并通过网络视频举行签约仪式。新成立的研究院一期计划投资 15亿元人民币，

预计 2021 年内建成并投入全面运行。齐鲁现代微生物技术研究院建成后的工作重点将集

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基于微生物资源和大数据，致力于研发针对各类传染性疾病的新型治

疗药物和手段，发展慢病防治的微生物组技术，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核心科技支撑；二是

着力研发具有高效、绿色、循环和精准特点的微生物农业新方法并进行集成示范，在减肥

减药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提质增效，为保护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提供系统

化的解决方案。[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487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666
http://xxb.lzu.edu.cn/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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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  清华明确将学位论文及攻读学位期间的创新成果作为学位审议的主要依据  近日，清

华大学召开完善学术评价制度工作协调推进会，传达学习教育部、科技部关于树立正确评

价导向文件精神，协调推进校内相关工作。2019 年 4 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关于完善

学术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之后梳理确定 92项相关制度并逐步推进修订，其中 39 项校

级制度现已完成修订 31 项，其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清华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

创新成果标准规定》，明确将学位论文及攻读学位期间的创新成果作为学位审议的主要依

据，不“数论文”。目前，全校各院系都在积极推进教师聘任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和研究生

学位评定标准修订工作。培养工科卓越创新人才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不断转变思想、创

新模式、建设队伍、改革课程和保障质量。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做好顶层设计、强

化基础、重视实践、交叉融合、因材施教，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体验，更大的教育增值，

为国家输送德才兼备的工科创新人才。[新华网]  

★ 山东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医疗机器人 支援湖北抗疫一线 由山东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人

工智能国际联合研究院(C-FAIR)牵头研发的适用于抗疫需求的两款机器人分别于 3月 5日

和 6日入驻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人民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支援

抗疫一线。“防疫巡检机器人”具有智能监测体温，在规定路线进行喷洒消毒、人脸识别、

口罩佩戴语音提示、自主导航避障、防疫宣讲等功能。山东大学 C-FAIR 联合院长、教授

崔立真介绍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他们便与至今仍在湖北抗疫一线奋战的山东省

肿瘤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孙殿珉共同探讨以人工智能助力科学防疫的可行性方案以及

具体操作方法，并会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济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以 C-FAIR

医工交叉研发平台为支撑开展技术攻关，在 10 余位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前后用时近

1个月完成样机。[中国青年网] 

★  长安大学研究团队获批重大科技项目支持，总经费 1.173 亿元  近日，由长安大学赵

祥模教授“车联网与智能汽车测试技术”研究团队组织申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高速公路智能车路协同系统集成应用（编号：2019YFB1600100）”，正式获批立项，并

与科技部签订立项合同。该项目总经费 1.173 亿元，其中国拨经费 2681 万元、依托工程和

企业配套经费 9049 万元，是长安大学作为主持单位承担的又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

项目将主要围绕“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全要素高可信感知交互与智能管控”关键科学问

题展开研究。通过重大项目的研究，将进一步提升长安大学“车联网与智能汽车测试技术”

研究团队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为长安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作出积极

贡献。[青塔网]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61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467204676247058&wfr=spider&for=pc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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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学向 1700 多名湖北籍学生每人发放千元补助  近期，海南大学为了加大对重

灾区湖北省学生和各地受疫情影响感染患病学生的帮扶力度，经学校研究，决定对家居湖

北省学生和新冠肺炎患病学生给予全面资助，采取多重举措加强对湖北省及其他省份疫情

重灾区学生的关心关爱和困难资助：一是对湖北省学生专项资助。对受疫情重大影响家住

湖北省的 1700 多名学生每人 1000 元补助金，帮助学生缓解因疫情导致的临时家庭经济困

难，与他们共度难关。二是对本次疫情中患有新冠肺炎病的学生或家庭给予资助 3000 元，

减轻患病学生或家庭因疫情导致的家庭负担。三是针对因受疫情影响，家庭经济特殊困难

亟需救助的学生，给予每人 2000 元的资助，帮助他们度过疫情难关。四是对因受疫情影

响导致筹措返校路费极为困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 500 元的路费补助。[海南大学] 

★  厦门大学研制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获批上市  3 月 6 日，由厦门大学夏宁邵教

授团队和养生堂旗下厦门万泰凯瑞公司联合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检

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获准上市。

这是全球首个获批的双抗原夹心法总抗体检测试剂。该试剂采用双抗原夹心法检测血液样

本中的新冠病毒总抗体（包括 IgM、IgG 和 IgA 等各种抗体类型），从方法学上保障试剂

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更好的特异性，同时还具备随到随检、全自动高通量、29 分钟出结果

等优点，明显提高一线医疗机构的检测效率。该试剂盒已在厦门生物医药港正式投产，月

产能超过 100 万人份，可根据实际需要提高到 600 万人份。目前正值我国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复工促生产的关键阶段，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重要时期。该试剂可与核酸检

测协同使用，用作对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疑似病例。[厦门大学] 

【理论视野】 

★  吴静怡：工科卓越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在 2019 年秋季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新中国高等教育 70 年高峰论坛”专题分论坛

“一流本科教育与‘四新建设’”上，上海交通大学副教务长、教务处处长吴静怡教授作

专题报告。她认为当今产业发展给工科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等技术变革，改变了人才培养的需求，新工科正是为应对未来产业发展而提

出的培养方式与模式。当前，工科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基础课内容相对

扎实稳固，但应对新变化的宽度不够；专业课内容跟不上工业界的技术发展，更新速度远

远落后于产业；在学习成效上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所弱化。 

  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她认为首先要回归教育本质，从更加注重“知识”传授转变为

“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系统培养。从工程教育看，合格的工程师需要掌握本学科完

整的知识，具有全球视野，能够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及有责任心、严谨认真态度。作为卓

http://www.hainanu.edu.cn/stm/vnew/2020228/10564394.shtm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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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工程师，还需具备深度与广度兼具的跨学科知识，具有探本溯源、敢于挑战、创造未

来的全球胜任力以及好奇心驱动的终身学习能力。 

  吴静怡介绍了上海交大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学校以顶层设计、因材施教、强化基础、

注重实践、交叉融合五个维度来提升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价值引领下的知识能力素

质“四位一体”人才培养理念，继承并发扬“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

的办学传统，为人才培养制定了超前、完整的顶层设计。1.因材施教。2014年以来，学

校将理科的拔尖培养扩展到工科的荣誉计划（致远工科荣誉计划），并开展分类分向贯通

式培养实践。2.强化基础。学校设立的工科平台整合了近 20多个工科专业，必修课程包

括数学、物理、化学、电学、力学、计算机等，旨在让学生拥有更宽厚工科基础。3.注重

实践。在实践课程体系方面，学校积极开展了项目式学习的探索与实践。以机械与动力工

程学院为例，2012年提出项目式教学改革思路，系统梳理课程主干内容并进行知识图谱

构建，从全局角度系统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强调知识点、能力点与素质点的有机结

合，实现知识、能力和素养的进阶式培养。4.交叉融合。在交叉融合方面，学校正在探索

多方向的专业培养模式。在原有单线程专业培养基础上，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一部分课程，

在不同专业间做交叉培养。 

 

★  郑少南：坚定不移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郑少南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把握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基本原则，加快推进以制度建设

为核心的高校治理体系创新，切实将高校治理体系创新转化为治理效能。全力推进依法治

校，构建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就是以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为逻辑起点，充分发挥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民主集中原则，依法完善以

大学章程为统领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议事规则，健全党政工作协调会议机制。高等教育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高校不断完善党委全会、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议事

规则，建立党政工作会议制度、督査督办制度。增加群众幸福感，推动完善利益相关者协

同治理机制。高等教育机构任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在内部治理过程中必须要协调董

事会、行政管理层、教授、学生及其他校内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提高高校治理体系现代

化水平，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增强学校内部以及社会各界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