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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科技大学党办、校办               2016 年 3 月 21 日 

 

【国内本周要情】 
￭ “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共 20 篇 80章。主

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经济社会发展宏伟目标、主要任务和

重大举措，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第十四篇提出提升全民教育和健康

水平。 

￭ 教育部党组就做好高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发出通知。

就高校“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工作

作出安排，列出了学习目标、内容、方法、措施、解决突出问题

等具体事项。 

￭ 教育部发布通知，落实国务院决定取消 7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的教育行政审批。分别为：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实施专科教育或者

非学历高等教育审批、校外学习中心（点）审批、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专科专业审批、省域范围内跨地区举办中小学校际体育竞赛

审批、教育网站和网校审批、港澳台本科在读学生转读内地（祖

国大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生的审批、对教育部实施的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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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尚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审批的初

审。 

￭ 第十二批“千人计划”青年人才、创业人才名单公布。3 月 14

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发布公告，共有 558 名青年人才

和 57 名创业人才入选。其中入选青年人才的来自浙江大学、北

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最多，分别为 33人、30 人、28 人；入

选创业人才的有 13 人来自苏州，7 人来自深圳，5人来自上海。

陕西高校 24 人入选：西安交通大学 12 人，西北工业大学 4 人，

陕西师范大学 3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 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 人，西北大学 1 人。至此，“千人计划”已分 12批引进 5823名

海外高层次人才。 

￭ 科技部公示 2015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拟入选对象。经申报推

荐、形式审查和专家评议等环节，共产生了 307名中青年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51个重点领域创新团队、214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和 34 个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拟作为 2015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

划入选对象，公示期为 2016 年 3月 17 日至 23日。 

￭ 《Nature》将于 2017 年上线 5 个子刊聚焦多学科研究。将于

2017 年 1月新增五个子刊：Nature Astronomy(《自然-天文学》)、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自然-生物医学工程》)、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自然-生态学与进化》)、Nature 

Human Behaviour (《自然-人类行为》)和 Nature Reviews 

Chemistry (《自然综述-化学》)。这五种新刊将于 2016年 4 月

开始接受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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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目录 2016 暂停更新。南大社

科评价中心发布公告称，将对 cssci 进行转型和改革，决定调整

cssci来源期刊的更新时间和办法，在新目录更新前，2016年目

录仍按照 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进行数据库录入。 

￭ 人社部启动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计划主要瞄准国家重大

战略领域、战略性高新技术领域、前沿和基础科学领域，通过“个

人申报、拟进站单位推荐、专家评审”的办法，每年择优遴选数

百名新近毕业（含应届）的优秀博士生，给予每人每 2 年 60 万

元的经费资助，支持其进入国内一流的高校、科研院所等平台从

事研究。 

￭ “E9 联盟”称将至少培养 20 万高端工程技术人才。中国卓越

大学联盟（以工科为特色的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九所国家“985工程”大学，也称

“Excellence 9”）认为 E9联盟高校有责任为《中国制造 2025》

培养高端人才，并建议打造“全链条”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包括

建立和完善制造业相关人才标准体系，改革企业职称评聘机制，

建立制造业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加快工程师认证与国际市场接

轨；建立企业行业参与大学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出台国家政策，

落实工程人才培养的实习实训环节；发布制造业人才状况报告和

人才需求报告等。 

￭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大换血。180门通识教育核心

课程重新规划，一些不符合通识教育培养目标的课程将进行调

整。据悉，整个调整过程将持续 3 至 5 年。复旦通识教育核心课



 

 4 

程，共分六大模块：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

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发展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

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此次调整后，核心课程增加了新

的模块社会研究与当代中国。这七大模块共分 50多个基本课程

单元，而且不再按照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大

科目进行分类。复旦大学将根据通识教育的目标，整合不同学科

的教学内容——每个课程单元成立教学团队，不同院系、学科和

专业的优秀教师共同规划同一个单元的课程，共同研讨教学读

本。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台《关于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

意见》。主要任务是，做好师资队伍建设顶层规划；加强高层次

人才培养力度；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完善高层次人才队伍

国际化培养机制；充分发挥学院和学科主体作用；推进人事分配

制度改革。将实施“长空学者计划”，并分为“长空英才”和“长

空之星”，实行聘期培养制每聘期三年。设立“绿色通道”、实行

“一人一议”政策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学校提供引进高层

次人才的岗位和资源，引进的优秀青年人才优先入选“长空学者

计划”。 

￭ 南方科技大学今年招 1000 人，首次招收 50 名国际生。4 月 30

日报名截止，继续采用“631”模式进行招生，即高考成绩占 60%，

南科大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 30%（其中笔试占 25%，面试占 5%），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 10%，这些成绩最终构成考生的综合成

绩，学校按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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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大学获四方共建 5 年将投入超过 15 亿。日前，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正式与福建省人民政府、泉州市人民政府和厦门市人民

政府正式签署共建华侨大学协议，四方在未来 5年将投入超过 15

亿共同建设华侨大学，同时将华侨大学纳入福建省高水平大学建

设。 

￭ 数据：去年逾 40万人学成归国。教育部公布，2015年我国 52.37

万人出国留学，有 40.91 万人学成归国。年度出国/回国人数比

例 1.28：1，10年前这一比例则为 3.15：1。2015 年度我国出国

留学人员总数为 52.37万人，比 2014 年增加 6.39万人，增长

13.9%，其中国家公派 2.59万人，单位公派 1.60万人，自费留

学 48.18 万人。2015 年，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40.91 万人，

比上年增加 4.43万人，增长了 12.1%，其中国家公派 2.11万人，

单位公派 1.42万人，自费留学 37.38 万人。 

￭ 复旦大学抗肿瘤药物专利 6500 万美元卖给美国公司。复旦大

学与美国 HUYA（沪亚）公司在上海达成协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杨青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 IDO 抑

制剂有偿许可给美国 HUYA公司。此次许可转让将至多为复旦大

学和杨青教授带来 6500万美元的收益。据了解，IDO 抑制剂作为

具有新药靶、新机制的药物，可应用于治疗肿瘤、阿尔茨海默病、

抑郁症、白内障等多种重大疾病，社会、经济效益前景广阔。 

【陕西本周要情】 
￭ 陕西省召开迎接全国学科评估动员会。3 月 16日省政府召开迎

接新一轮全国学科评估、促进全省高等学校“四个一流”建设工

作动员会，副省长庄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高校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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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建设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人才供给的重要手段，

是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是

高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大契机，对于陕西建设教育强省具有重

大意义。全省高教系统和省级相关部门要切实做好迎接新一轮评

估各项准备工作。要准确认识和把握陕西省高校在学科建设方面

的优势和不足，扬长避短，盯紧目标，形成合力，追赶超越。高

校要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细化方案，夯实基础，重视人才，集聚

优势，挖掘潜能，重点突破。各地各部门要紧密配合，整合资源，

大力支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院、一流专业”建设，

确保陕西省在新一轮全国学科评估中取得好成绩，努力推动陕西

省高等教育健康稳定发展。 

￭ 省教育厅召开普通高校教学工作会议。省教育厅厅长、省高等

教育局局长王建利出席。2016 年要深化 5 项改革。一是深化人才

培养机制改革；二是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三是深化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四是深化质量保障体系改革；五是深化教学管理制度

改革。 

￭ 陕西省 6 高校发布自主招生简章。分别为西安交通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条件与往年均有调整。 

￭ 陕西省与国家安监总局共建西安科技大学工作座谈会召开。3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徐绍川、陕西省副

省长庄长兴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对共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就

深入推进省部共建工作、支持学校安全学科发展作出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