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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双一流”建设 2018 年度进展报告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认真落实《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编制“双

一流”建设年度进展报告的通知》要求，紧紧围绕地质学和地质

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一流学科及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阶段性目

标、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长远目标，编制本报告。 

一、总体情况 

按照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战略部署，突出优势特色、

优化学科布局、加强学科交叉融合，重点建设学科为地质学、地

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实施具有地大特色的“求真”学科建设工程，

统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流师资队伍建设和高水平创新性科学

研究各项工作，完成“双一流”建设 2018 年度目标。教育部按时

下拨 2018 年度“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央财政资金，学校严格按照

预算执行。 

根据学科特点，改革体制机制，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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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建设学科相关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案；以一流为目标，

制定相关政策，选拔优秀人才，组建一流教学科研队伍；以项目

管理为抓手，建立资源分配和绩效考核办法，推动学校整体建设

发展，落实《关于做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中央高校“双一流”

建设项目储备申报工作的通知》。加强学科基础设施建设，统筹优

化资源配置。紧密结合学校办学特点和学科发展实际，科学核定

资源的人均投入量，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完善科研人员

用房、实验平台建设用房管理模式，优化固定资源与共享资源相

结合的配置机制，打破封闭管理、避免资源浪费，充分发挥资源

效能和产出效益。 

二、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1 改革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

和人文教育，引进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强化数理化基础课

程教学，推行院士、长江学者、教学名师等高层次人才为“双一

流”建设学科相关的本科生上课制度，倡导开设新生研讨课、专

业导论课和学科前沿课等课程，夯实并拓宽本科生地质专业基础

教学，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实验项目，实现基础知识教育和科研

能力培养的深度融合。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明确不

同学位层次的培养要求，调整博士生修业年限，改革博士生招生

制度，构建多元化招生选拔方式，创新培养模式，加快建立科教

融合、产学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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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建立优秀教材编写激励

保障机制，加强不同培养阶段课程和教学的一体化设计，坚持因

材施教、循序渐进、教学相长，将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

融入课程体系。 

2 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突出特色优势，完善切合学

校办学定位、互相支撑发展的学科体系，充分发挥学科育人功能。

在强化专业基础和专业兴趣培养的基础上，地质学学科以基础性

和前沿性的重大科学问题为引导，以岩石圈演化与壳幔相互作用、

地球生物学与全球变化为突破口，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科以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固体矿产、化石能源、地下水资

源和地下空间资源勘探开发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为目标，设置“本

科创新实验班”“求真地质理科班”“求真地质工科班”和“卓越

工程师班”，实行个性化、特色化、淘汰制和本-硕-博贯通培养模

式，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强化导师科研项目或实

验室对学生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 

3 推进本科生和研究生国际化教育进程。通过“求真学子计

划”，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为目标，强化国际合作与校

际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探索多种中外联合培养模式。2018 年支

持 150 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到海外学习、实习、参加 EGU、AGU 和

Goldschmidt 等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大力推进研究生公派留学，

62 名研究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国外高水平大学或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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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进行联合培养或攻读博士学位；选拔12名研究生开展“双

学位”联合培养；积极主办求真名师讲堂 150 余场次，聘请国内

外专家来校讲学 46 门次，加强国际知名学者来校开设“模块式”

系列讲课，开拓学生国际学术视野。 

4 实施创新创业工程。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将创业实践

活动纳入“双一流”建设学科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考核体系。推

进地质学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相关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与创

业教育结合，2018 年获批北京市大学生毕业设计（创业类）支持

计划 50 项，学校新开设创新创业项目（A 类）395 项。强化学科

竞赛管理，2018 年学校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 2 项，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1 项，入选教育部全国大学生创新创

业年会项目成果 3 项。积极鼓励、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和西部建功

立业。加强政策宣传，树立就业榜样，扩大就业范围，营造到基

层就业光荣、在基层锻炼成长的浓厚氛围。引导 200 余名。地质

学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018 届毕业生有 175 人到基层、西部建

功立业。在学校就业创业信息网和地大就业创业微信平台开辟“国

际组织实习任职”专栏，为学生提供国际组织人才信息、国家对

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资助政策等服务，推送学生到国际组织

实习任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二）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1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学校成立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教师

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调整师德建设委员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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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建设的总体谋划、统筹推进、组织协调、督促落实。制定《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从爱国守法、崇教爱生、立德树人、严谨治学、

服务社会、为人师表六个方面为教师划定师德“高线”。建立健全

师德建设长效机制，举办新教师入职培训班和青年教师思想政治

理论培训班，将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纳

入师德考核内容，在教师职务（职称）晋升、岗位聘用、评优奖

励等方面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开展 2018 年师德先进评选活动，评

选出 20 名师德先进并予以表彰奖励。开展“做新时代‘四有’好

老师和‘四个引路人’”学习实践活动和“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

功立业新时代”活动，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拓展工作渠道、

丰富活动形式、营造浓厚氛围。 

2 实施引领学科发展的杰出人才梯队建设计划。实施针对两

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求真帅才计划”，针对国家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等“求真学者计划”，针对优秀博士后、博士毕业

生的“求真学人计划”，针对优秀本科生、研究生的“求真学子计

划”，构建年龄结构合理的人才培养梯队，培育具备国际视野和原

始创新能力的战略型科学家。引进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引领作用。1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资助，1 人获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3 人入选其他人才计

划，1 人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4人担任国际地学重要期刊

的主编、副主编。 

3 实施创造一流业绩的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建设计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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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年龄特点和专业特长，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制定实施教师

分类管理的绩效考核制度，重点加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青年骨

干教师的引进，在出国进修和国际合作方面大力支持以教书育人

为首要任务的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和精品课程建设，实施“求真

名师计划”，资助青年教师到国外全程进修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课

程，青年教师成长继续呈现出良好态势。地质学教师团队入选首

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人入选教学名师“万人计划”，

2 人获第十四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称号，1人获第二届北

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奖称号。 

4 加强实验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依托地质过程与矿产资

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煤层

气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优化科研实验平台的管理和绩效考核，加

强培养和引进专业实验技术人才，注重国际合作，持续开发新的

同位素分析测试方法，充分发挥高端实验设备的效能。邀请比利

时列日大学 Bernard Charlier 教授来校（一个月）参与并指导建

设了高温高压实验室的常压气氛电炉，邀请德国汉诺威大学

Francois Holtz 教授指导建设高压装置（MHC 合金材质的冷封式

高压釜），邀请加拿大地调局 Simon Jackson 教授指导开发了激光

单矿物成分填图方法。 

（三）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1、科学研究 

围绕学校一流学科建设目标，组建了 10 个“求真研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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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强化青藏高原、金属稳定同位素、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特色

和优势，新增“111”引智基地项目 1 个，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重点

基金或国际合作项目 8 项，发表国际 SCI 论文 300 余篇，其中在

“双一流”学科顶级刊物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新增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 2项。 

《岩石圈构造》群体围绕青藏高原东部生长构造机制、华北

克拉通的变形过程和构造演化、东亚陆缘盆－山系统演化与深部

地幔过程耦合等科学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提供了青藏高原东部

生长构造过程新模式，系统总结并讨论了燕山运动与华北克拉通

破坏的关系这一具有全球意义的科学命题，构建了东北亚早中生

代构造作用过程与西太平洋板块俯冲之间的成因关联。代表性研

究成果发表在 Tectonics、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Earth-Science Reviews 等国际地学期刊。 

《大陆汇聚与青藏高原生长》群体围绕特提斯构造域古特提

斯洋的俯冲极性、形成冈底斯巨型斑岩成矿带的控制因素、白垩

纪末全球气候剧变和生物绝灭的原因、大洋岩石圈与下伏软流圈

界面（LAB）的岩石学控制等科学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提供了特

提斯洋南向俯冲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证据，论证了形成冈底斯后

碰撞环境巨型斑岩成矿带的控制因素，提出德干火山喷发是导致

全球气候剧变和白垩纪末生物绝灭的重要原因，提出 LAB 是一个

岩石学界面，它受控于地幔橄榄岩中韭闪石近于等温的脱水固相

线。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 Geology、Journal of Geo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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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olid Earth、Earth-Science Reviews 等国际地学期

刊。 

《金属同位素与壳幔物质循环》群体围绕高精度 Cr 同位素方

法的建立、花岗岩-辉长岩扩散边界同位素分馏行为、元古代岩石

圈金刚石的成矿潜力、大地幔楔富 CO2熔体与岩石圈相互作用的地

球动力学效应等科学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建立了δ53Cr 长期外精

度不大于 0.06‰ (2SD)的高精度 Cr 同位素方法，发现 Mg、Fe 互

扩散至少可在分米尺度上产生显著的 Mg-Fe 同位素动力学分馏，

首次提出俯冲增生形成的克拉通边缘地区巨厚古元古代岩石圈具

有重要的金刚石成矿作用，证实熔体与岩石圈地幔反应是造成中

国东部板内碱性玄武岩成分变化的主要原因，论证了华北克拉通

岩石圈减薄的机理。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 Geology、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Journal of Analytical Atomic 

Spectrometry 等国际地学期刊。 

《岩浆－热液演化与金属成矿》群体聚焦壳－幔结构和深部

地质过程对金属元素巨量堆积的控制机理、岩浆形成和演化与金

属元素富集的内在联系、流体出溶过程中金属元素在岩浆－流体

的分配与控制因素、热液流体演化及其对金属元素富集的控制机

理等科学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论证了大火成岩省岩石多样性的

原因和再循环洋壳对峨眉山地幔柱地表响应的影响，揭示了三江

义敦地体俯冲与陆内斑岩成矿系统的成因联系，指出富 Os 有机质

沉积物的混染是导致特提斯造山带岛弧背景下岩浆 Cu-Ni 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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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体熔离的关键因素，岩浆气体组分与成矿流体混合及围岩硫化

作用主导了高品位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的形成。代表性研究成

果发表在 Economic Geology、Mineralium Deposita 和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等国际地学期刊。 

《深时生命与环境演化》群体围绕叶足动物的起源与脊椎动

物演化、真核生物早期演化的海洋化学条件、前中生代米兰科维

奇旋回与天文年代格架和超大陆古地理重建的相关科学问题开展

了深入研究，发现了寒武纪早期的叶足动物新属种，首次报道了

蛇琥珀和蛙琥珀，揭示了缅甸晓蛇的亲缘关系及早期蛇类的生态

多样性，指出精致的羽毛色斑式样在鸟类演化的早期就已经出现，

重建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期间华南地区海洋环境的演化过程，在

新元古代和古生代关键层位识别出了可靠的米兰科维奇旋回，并

建立了相应的天文年代标尺。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Tectonics

等国际地学期刊。 

《极端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群体聚焦流域和湖泊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酸性矿山废水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领域的相关科学

问题，论证了微生物产生长链正构烷烃的速率及其对重建古气候

的科学意义，分析了盐湖病毒群落及其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

利用放线菌高效地浸出氟碳铈矿中的稀土元素，指出在富有机质

环境中，利用含铁粘土矿物为载体治理铬污染过程中需考虑有机

质对体系中铬还原速率、还原总量和还原产物稳定性的影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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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 Chemical Geology、Organic Geochemistry

等国际地学期刊。 

《地下水循环过程与水污染防控》群体聚焦地下水循环过程

及其生态水文效应和地下水环境演化与水污染防控等领域的相关

科学问题，提出了流域年蒸散量的无参数公式，创建了考虑地下

水对河川径流贡献的新的气候水文模型，并在对美国那不拉斯加

州 NLRB 流域的年际水循环变化研究中进行了验证；针对 SPAC 系

统水循环的复杂过程，基于正则化理论提出新的优化算法反演分

布式的根系吸水强度，可以显著改善水循环模型上边界条件的准

确性；利用 Mg 同位素作为地球化学标记，采用定量模型研究揭示

了盆地尺度地下水运动过程中控制性水—岩相互作用；分析沉积

物脂质组分及其单体碳同位素比值以评估有机物的特征和来源以

及对 As 迁移转化过程的影响，发现短链烷基化合物为浅层含水层

中微生物介导的 As 运移过程提供了潜在电子供体和碳源；开展了

地下水中五价钒微生物还原研究，发现分别以单质硫和零价铁为

电子供体，可实现地下水中五价钒的微生物还原。代表性研究成

果发表在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Atmospheres，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等国际地学期刊。 

《化石能源勘探理论与开发技术》群体聚焦中国东部盆地层

序地层与岩性油气藏研究、中国海相盆地构造-储层演化与油气资

源、非常规油气分布规律与开发技术等方向，在大量地震、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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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芯、油气田开发数据的基础上，论证了松辽盆地西斜坡北段斜

坡演化特征及其对沉积储层发育的影响作用，揭示了陆相湖盆单

斜沉积背景下油气圈闭发育及分布规律。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

AAPG Bullet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Geology 等国

际地学期刊，申请国际发明专利 2项，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 

《深部地球物理与探测技术》群体聚焦深部固体矿产资源地

球物理探测技术和深层油气资源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研发、“三深”

（深地、深海、深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和环境与工程地球物理

探测技术，开展了中国中东部地区岩石圈结构与上地幔形变的地

震学成像以及华南岩石圈结构综合地球物理成像研究，构建了中

国中东部以及华南地区三维地球物理模型，分析了 3维地形对可

控源音频大地电磁响应的影响，揭示了含烃岩石核磁共振响应机

理等。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Geophysics 等国际地学期刊。 

《深部钻探与地下空间开发技术》群体聚焦深部地质钻探装

备与工艺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及灾害防控，开展了小口径高效系

列钻具、钻探机具防护与延寿技术和地下空间开发与地质环境工

程工作，完成了金属动力钻具水利部件设计，实现了多相耦合场

下钻探机具的防护与延寿，完成了地下水封油库人工水幕系统工

作效率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和盾构检修井韧性支护成套技术。代表

性研究成果发表在 Engineering Geology,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Safety Science 等国际地学期刊，获授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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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明专利 10 项。 

2 社会服务 

（1）为资源勘查利用提供人才、理论和技术支撑。通过加强

一流学科建设，充分发挥一流学科人才优势，面向固体矿产和化

石能源国家重大需求，以成矿成藏系统理论为指导，在三江、青

藏、新疆、内蒙古、胶东和华北等成矿区带发现和评价多个大型

超大型矿床，为形成新的国家固体矿产战略基地做出贡献；以地

下水理论为指导，在鄂尔多斯高原和柴达木盆地等西北干旱地区

构建地下水监测、模拟和预报体系，推动干旱区生态环境和地质

环境保护。 

（2）积极参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立与学科建设密切

相关的研究中心 3 个，为相关国家和社会培训一批地质找矿、油

气勘查、地下水资源开发管理、地质环境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

地质工程钻探工艺技术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的骨干人才；面

向国际办学，招收培养本学科领域 20 余名硕士和博士留学生，为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做出积极贡献。 

（3）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完善科技成果管理制度，成立

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积极鼓励教师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通过参

加 EGU、AGU、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等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博览

会，多渠道向社会各行各业宣传与推介符合市场需求的 50 余项科

技成果，并通过加强校地、校企的产学研结合，将科研成果直接

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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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1 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学校制定《关于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

实施意见》，成立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创新文化建设工作

机制，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落实文化建设条件保障，通盘

谋划，统筹布局，全面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立足办学传统和现实

定位，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

特色鲜明的地球科学领域一流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坚持用价值

观引领知识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双一流”学科教

育教学的全过程，形成优良校风、教风和学风。 

2 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创建“北地印象”新媒体平台，挖掘

和创新地学文化的传播方式。大力宣传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和优

秀学生事迹，继承热心教学、刻苦学习的教风和学风。通过“求

真讲堂”，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进行讲座，增强青年教师的学

术兴趣、进取精神，传播地学文化。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创新性科

研成果，营造勇于创新、潜心科研的学术氛围。传承和弘扬“艰

苦朴素、求真务实”校训精神，全面展示地质工作者献身地质、

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神。 

（五）国际合作交流 

1 推动科学研究国际化。针对重大科学问题，联合申报科研

项目和联合组建跨国（境）研究机构，2018 年获批“千人计划”1

人，获批“青年千人计划”2 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外国人才引进

计划 1 人，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 计划）1 项，“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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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教科文卫引智计划 1 项。与世界一流科学家通过共同组织

国际前沿学术交流会、联合野外调研、共同撰写高水平科研论文

等方式，开展实质性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2 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国际化。通过“求真名师计划”，2018

年学校支持 50 余名优秀中青年教师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德国

亥姆赫兹地学研究中心等国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或研究所进行访

学或研修，提出每人发表 1 篇国际 SCI 论文、结交 1 位国际合作

伙伴、观摩 1 门优质专业课程的要求，实现中青年教师的国际化

培养。 

3 促进学生双向国际化交流。通过“求真学子计划”，以世界

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为目标，2018 年学校支持 150 余名学生到海

外学习、实习、参加 EGU、AGU 和 Goldschmidt 等国际高水平学术

会议，接收 30 余名留学生来校学习，促进学生双向国际化交流，

推进学生互换、课程和学分互认、学位互授或联授等多种中外联

合培养模式。 

三、制度建设 

（一）组织领导 

1 加强党建引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目标。全面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学校党委统一

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体制机制，加强党对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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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领导，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提升学科建设工作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学习领会党中央有关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围绕国家

宏观决策提出科学问题，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交流；坚

持科研与思想政治工作并重，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营造和

谐的科研文化氛围；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杜绝学术不端，严守学

术诚信，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成立学校“双一流”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组建“求真研究群体”党支部，加强党对学科建设

工作的领导，营造和维护风清气正的创新环境。 

2 加强内部治理。修订学校章程，制发新的校党委、校行政

议事决策规程，成立学校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围绕“治理结构、

人事制度、科研体制、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落实“发挥学科牵

引作用”等 21 项具体工作。成立重大项目办公室、督查室和招标

与采购办公室，加强资源统筹与协调，构建面向服务需求的资源

集成调配机制。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

学术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

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考核评价机制 

1 建立综合考核评价体系。根据学校“双一流”建设需要，

坚持多元综合性评价，建立符合办学定位、学科特色的自我考核

与评价机制，制定求真人才工程系列管理办法，涉及人才选拔、

资助方式、考核办法、奖励机制等内容；制定求真研究群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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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试行办法；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学科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

价；聘请地学领域的校外专家，评估求真研究群体聘期成果；改

革两大建设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案。 

2 改革教学科研评价机制。综合精品课程、精品教材、教学

名师、重大科研项目、标志性期刊论文、ESI 高被引论文、国家科

技奖和科技成果转化情况，采取定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完善科研评价体系。根据评价结果对求真研究群体的人员和资源

分配进行动态调整。 

3 探索学科建设激励机制。完善学科建设奖励分配机制，明

确激励标准，开设“求真印迹”专栏，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争先

创优的学术氛围。加大对重大科研项目、重点科研成果、国家科

技奖和国家级教学名师的奖励力度，鼓励多出有标志性、有显示

度和有国际影响力的教学科研成果。 

四、存在问题与改进机制 

（一）存在问题 

学校在建设地质学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流学科的过程中

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师资队伍水平仍需提升。具备国际视野、敏锐科学洞察力

和原始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中青年杰出人才规模依然不够，对原创

性重大科学问题和前沿热点问题的把握能力尚需提高。 

2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还需提高。科技发展对学生的基础

理论、专业技能、思维方法、国际交往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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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的培养模式进行进一步完善。 

3 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尚需加强。以 SCI 检索收录论文为标

志的科研成果数量居于国内地质类单位前列，但原创性成果和高

质量标志性成果仍然不多，高被引论文数仍然偏低。 

（二）下一步思路举措 

1 注重“双一流”学科建设内涵式发展 

创新办学理念，转变发展模式，以多层次多类型一流人才培

养为根本，以学科为基础，更加注重结构布局优化协调，更加注

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更加注重资源的有效集成和配置，统筹近

期目标与长远规划，实现以质量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实施引领

学科发展的杰出人才求真系列建设工程和创造一流业绩的教学名

师、教学团队建设计划，构建年龄结构合理的人才培养梯队，培

育具备国际视野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型科学家，进一步加强实

验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完善开放灵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育、

吸引和使用机制，着眼长远，构建以学科带头人为领军、以杰出

人才为骨干、以优秀青年人才为支撑，衔接有序、结构合理的人

才团队和梯队，注重培养团队精神，加强团队合作。以一流学科

为引领，辐射带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形成重点明确、层次清晰、

结构协调、互为支撑的学科体系，支持大学建设水平整体提升。

深化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改革，不唯头衔、资历、

论文作为评价依据，突出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激发教师积极性和

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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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双一流”学科建设管理体制机制 

充分发挥学校党委在“双一流”建设全程的领导核心作用，

推动重大安排部署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确保“双

一流”建设方案全面落地。健全学校“双一流”建设管理机构，

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完善部门分工负责、全员协同参与的

责任体系，建立内部评价制度，加强督导考核。完善学科管理体

制改革，切实发挥学科建设的龙头作用，以学科建设统筹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根据学科类型和特点设置和调整教学

科研单位，有效投入和科学配置办学资源。完善学科带头人建设

管理制度，建立二级学科建设管理机构，逐步理顺学校与学院之

间在学科建设上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明确学院作为学科建设的

主体地位。以一流学科建设为中心，积极调动学校广大师生员工

的积极性，增强其在学科建设中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全面提

升学校科学管理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