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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朱

虹

（ 江西省人民政府，江西 南昌 330046）

摘要： 全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必须充分认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形势，把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总
体要求，全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举措，加快推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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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 the Ｒ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mprehensively
ZHU Hong
（ Jiangxi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Nanchang，Jiangxi 330046，China）

Abstract： We should clearly recognize the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grasp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ain
measure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mprehensively，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so a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of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高等教育的核心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的核心是本科教育，全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是深化高等
教育改革的“牛鼻子”，也是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 。

一、充分认清江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形势
当前，江西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的教学改革发展形势 ，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有成绩； 二是
有差距； 三是有必要。
（ 一） 有成绩。自 2012 年 5 月 16 日江西高等教育座谈会以来，全省高校实施“一个目标、两大转
变、五个一流”的发展战略，步入了加快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实现了
重大突破，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本科教育教学工作 ，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开
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是高校设置取得新成果。2013 年，一次性有 3 所学校升格为普通本科高
2014 年，又有 2 所民办高职学校成功升本，全省普通本科院校也由原来的 24
校，一所大学升格为大学，
所增加至 29 所，高校结构布局得到了优化，全省本科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得到了增强。 二是学科建设
取得新进展。率先在全国实施“2011 计划”，已评审认定 38 个省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 ”，高校人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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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近两年，新增 6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新增 29 个专业硕士学
位授权点，专业学位点由 61 个增加到 90 个；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由 1 个增加到 3 个； 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由 2 人增加至 5 人； 本土长江学者、百篇博士论文、全国社科成果奖等多方面实现突
破。三是教学成果取得新突破。江西中医药大学刘红宁教授问鼎 2014 年第七届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实现了“零”的突破。另外，还有 6 所高校的 7 项成果获得二等奖，这是江西高校在国家教学成果奖
获奖规格最高、获奖数量最多的一次，超过了前三届获奖项数的总和。四是教育改革迈出新步伐。理顺
了教育经费拨付体制； 江西与教育部、财政部、工信部等部委开展省部共建高校，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等高校开展省校合作取得新进展 ； 宜春学院、上饶师范学院、新余学院等一批新建本科高校积极开展转
型试点；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开设的“金牌讲解班”开创了高端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江
西师范大学开展免费师范生教育走在全国前列 。
（ 二） 有差距。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江西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教学还
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要求 ，制约着本科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全
省层面来说： 一是支撑教学的高精尖平台偏少。目前，几乎没有全国著名的高水平大学，国家级重点学
科、国家级教学科研奖项、国家级科研平台等代表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数量明显偏少 。二是
优秀教学成果不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在近四届评出的 2833 项国家教学
成果奖中，江西高校总共获得 30 项，占总数的 1． 06% ； 国家教学质量工程已立项 5990 项，江西总共获
115 项，占总数的 1． 2% 。江西获得的国家教学成果奖数和质量工程项目数均处于全国下游水平 ，所占
比例与江西高校规模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 。三是教学名师缺乏。没有在全国有影响的教学名家大师。
在已评出的 600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中，江西也只有 8 名。从学校层面来说，一是本科教育教学中心地位
亟需进一步巩固。部分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本科教学不受重视、本科教学经费投入不足等现象仍然存
在，本科教育教学的中心地位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教学改革亟需进一步深化。 突出表现在专业建
设方面，一些高校不是把着力点放在专业内涵建设和教学方法手段的创新上 ，而是贪多求全、重复建设、
盲目争上所谓的热门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还较为单一。三是师资队伍建设亟需进一步加强。 一些高校
专业课教师数量不足，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重视不够。部分教师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教学 ； 一些教师缺
乏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意识； 教授不愿给本科生上课，热衷于搞课题、搞项目、出论文。四是教学管理亟
需进一步规范。一些高校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完善 ，部分教学管理人员责任意识、法规意识不
够强，管理制度化规范化难以落实。
（ 三） 有必要。大学的本义是培养人才，其中大学本科生的培养，又是整个大学教育的基础。 首先，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在各个阶段教育中，本科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生能否形成健全的人格
心理，能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不断完善自我的行为模式 ，能否具备日后事业发展或者进入科学研究
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科阶段。 目前，江西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 49． 76 万人，
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 54． 30% ，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主体。因此，本科教育的改革发展方向决定着江西
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的发展方向。其次，从世界各地高校的办学经验来看，无论是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国
内重点大学，都把本科教育作为本校的荣耀。 本科生在一流大学里永远都是“天之骄子 ”，公众也是通
过本科教育直接认识大学的。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成立之初形成的导师制 ，哈佛大学的选课制和学
分制，芝加哥大学的“百科全书式教学计划”等，都直接指向了本科教育，并促使这些大学成为世界一流
大学。当前，随着世界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也在深度改变着现有的教育教学方式 、人
类思维模式和学术组织形式，国内外许多大学包括一些知名大学正在掀起一股本科教育的改革热潮 ，小
到一门课怎么上，大到整个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师资配置、课外实践要求，甚至学生宿舍体系的设计，
都在探索改革的新模式，有的几乎被“推倒重建”。再次，从解决当前本科高校同质化办学的问题来看 ，
需要抓好本科教学，尽快完成办学层次的转型升级。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所有高校都挤在同一
个轮盘上，按照同一速度和方向旋转，那么最先被甩出的一定是地方薄弱高校，最先得不到社会认可的
也一定是办学水平低、没有特色的地方高校。这个比喻值得警醒。江西本科高校几乎都是教学型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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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型为主的地方高校，不把教学工作抓好，办学水平上不去，将直接影响学校的生存。 各高校一定要
毫不动摇地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加强教学基础设施，保障教学一线，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创出品牌特色，
使自己在“生源萎缩”大势下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二、把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总体要求
加强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必须深入研究本科教育教学的新规律，研究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新问题，进
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理念，做到五个牢固树立。
（ 一） 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高校的中心地位
高校有四大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这四大功能是一个有机整体，
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任何一个功能发挥不好都可能成为影响其他功能发挥或者高校整体功能发挥的短
板。必须看到，这四大功能不是并举并重的，其中，人才培养是核心，科学研究是基础，社会服务是方向，
文化传承创新是引领。衡量一所高校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它所培养的学生质量。 各本科高校一定要
夯实办学的核心理念，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清醒认识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
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坚持把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学校内涵式发展的聚焦点 、着力点。
（ 二） 牢固树立教学工作在高校的基础地位
抓好教学工作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和关键 。 学校领导的精力、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经
费安排和工作评价都要体现以教学为中心 ，高校的书记、校长要亲自抓教学工作，深入教学一线，亲自讲
课听课，定期研究教学状况，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推进高校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将本科教
育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要结合各自实际，建立和完善教学工作会议协商制度 ，定期研究教学工作； 要
把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制度 ，将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聘任的一项基本条件 ，让最优秀的教
师为本科生上课； 要确立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教师业绩考核体系 ，突出人才培养工作的质和量在教师业
绩评估中的核心地位，努力形成领导重视教学、教师热爱教学、科研促进教学、经费确保教学、管理服务
教学的有效机制和良好氛围。
（ 三） 牢固树立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的最新概括 ，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它揭示了什么是教育、怎样发展教
育的科学本质，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最根本的还是坚
持一切从培养创新型人才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出发 ，加强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研究，努力探索教学的新
内容、新途径、新方法和新机制，创新教育教学管理，使高校教学不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
性。要把科学精神、思想品德、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贯穿于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 ，教育学生既学
会做事，又学会做人； 既打开视野、丰富知识，又增长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既发展记忆力、观察力、思维
力等智力因素，又发展兴趣、情感、意志等人格因素； 既增添学识才干，又增进身心健康。
（ 四） 牢固树立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
质量是一所高校生存之基，立校之本。本科高校要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必须牢固树立以质量求发
、
展 以质量求卓越的指导思想，切实树立科学的教育教学质量观。要把搞好本科教育教学、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作为学校的核心工作，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 。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这个学
校培养的学生优秀不优秀，而不是看它的规模、数量有多大，特别是杰出的本科毕业生已成为大学品牌
和办学实力的名片。为什么都说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剑桥、牛津是世界最顶尖的大学？ 说北大、清华
是国内最好的大学？ 那是因为这些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对国家民族和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
的杰出人才。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看一所高校办得怎么样、教学水平怎么样，不是看一时的规模，而是
要以长远的眼光、历史的视野看它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看它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什么重
要贡献。
（ 五） 牢固树立改革创新是高校发展的动力源
这几年，江西高等教育能在一些重要领域进位赶超 ，在一些关键环节实现重大突破，很重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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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去年，江西在 7 所高职院校和 6 所本科高校实施联合培养
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的改革试点 ，充分发挥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各自培养人才的独特优势 ，搭建人才培
养的“直通路和立交桥”。这项改革一启动就受到社会和广大家长、学生的欢迎，有的试点班招生名额
只有 90 名，报考填报志愿的上线学生多达 800 多名。当前，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攻坚时期 ，各
本科高校要牢牢抓住机遇，以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来不断增添动力 、释放活力。 要坚持问题导
向，一仗一仗地打，一关一关地闯。去年，在南昌大学开展了综合改革试点，改革的核心就是坚持问题导
向，着力解决制约学校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瓶颈问题 ，目标是缩规模、调结构、转机制、提质量。 要坚
持底线思维，有序推进改革创新，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延，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
的不要急于求成，尤其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 ，更不能为了眼前利益去碰“红线”。

三、全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举措
全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必须着力在解决影响和制约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取
得新突破，当前尤其要抓好“五项重点工作”。
（ 一） 重点抓好专业综合评价。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载体，是反映高校办学水平和办学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在很多国家对大学并不搞学校排名，只公布大学的专业排名。 教育部也公布了我国高
校的一些专业排名，江西只有南昌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有一定的竞争力 ，排全国高校第 4 名，而
其它的专业都没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必须把加强专业建设摆到本科教学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 ，作
为高校推进本科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着力点。目前，江西省已研究制订了《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
专业综合评价实施方案》，目的就是想通过专业综合评价，让大家知道江西各高校专业到底办得怎么
样。比如，旅游专业，现在很多高校都在办，到底哪所大学办得好，孰优孰劣，一看就明白。上半年，将在
南昌大学、江西师大、江西农大和江西财大启动试点，下半年将在全省本科高校推行，以后每年都安排一
批专业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将向社会发布，并作为政府支持、专业调整和学生高考填报志愿的重要
参考依据。辽宁省通过开展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 ，目前已有 25 所高校正式向省教育厅提出 74 个专
业停止招生的报告，其中 18 个专业已正式向教育部申请撤销。 各高校要以此为动力，根据自身专业建
设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优化专业结构，该增的增、该并的并、该停的停、该撤的撤； 要坚持走差异化、
特色化发展道路，主动瞄准江西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优势产业以及社会文化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坚
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建设好自己的优势专业，打造出品牌专业，努力实现“学校有特色、专业
有特点、教师有特技、学生有特长”的办学目标。
（ 二） 重点抓好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要积极推进协同育人，探索建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
联合培养人才的有效机制，与行业、企业、用人单位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
系、教学内容，使学生在科学精神、知识结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职业素养等方面更加适应社会需求。
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大力推进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和参与式教学，通过引入“翻转课堂 ”、提高小班
授课率，加强师生互动，推动本科教育的主体从“以教为主 ”向“以学为主 ”转变。 要深化课程体系和教
学内容改革，精简必修课程门数，多开一些高质量、大学分的课程，增加学习挑战度；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建设一批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资源共享课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激发和培
育学生的企业家精神、首创精神、团队精神。在当今这样一个创新致胜的时代，创业家将成为真正的社
会骨干。要通过第一、第二课堂等各种途径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并将其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支持
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
（ 三） 重点抓好本科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要不要通识教育、要多少通识教育、如何实
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效结合 ，一直是高校本科教育的争论焦点。在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本科教
育都非常重视人文素质为主的通识教育 。工业革命之后，古典人文素质教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
多数大学开始实行较为完全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 ，淡化通识教育。这种理念对近代工业发展起到了
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专业人才供给的增多，人才短缺问题得到缓解，人们又开始认识到，较高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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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是专业创新能力的不竭源泉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大学经历几十年的探索，最终形成今天以通识
教育为核心的本科教育教学理念 ，学生在大二前都可以不确定专业，选修各类课程。目前他们的通识教
育这张王牌还在革新与推进，比较典型的有“杜克沉浸学习”、“Bass 计划 ”，主张设置跨专业的课程、跨
专业的教学团队、跨专业的课堂构成。我国许多大学也在开始通识教育的探索 ，清华大学提出要探索建
立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专融合的本科教育体系，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顶层设计，扭转那种把通识课当
成概论课的错误认识，把通识课程与课程之外的其他培养环节结合起来 ，切实提高通识课程的挑战度，
使通识课也能达到专业课的水准 。前两年，清华大学还开始试点书院制博雅教育 ，探索在部分院系推广
较为完整的两年期通识教育体系 ，实行不同院系、学科的学生混合住宿，为差异更大的学生创造直接的
思想交流和碰撞的条件。江西高校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试点 。
（ 四） 重点抓好实践互动教学。实践互动教学是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创造素质的重要环节和
手段，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和现实条件的限
制，江西大多数高校的实践教学仍比较薄弱 。必须把强化实践教学作为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突破
口，不断完善和创新实践育人体系，加快实践教学的改革步伐。要结合本科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
分类制定实践教学标准，落实实验实训教学环节，增加实践教学比重，不断优化实验实训教学、科研社会
实践、见习实习相结合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实践应用互动、校内校外互通共融的实践教学体系 。要把
加强实践教学方法改革作为高校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大力推行基于问题、基于项目、基于案例的教学
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综合性实践科目设计和应用。要打破“学科壁垒 ”，各类实验室、图书馆要全面对
本科生开放，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使用效率。 要加快建设能充分满足学生实践教学要求的实习实训基
地，支持行业企业与高校在对方建立实验室和技术转移中心 ，为学生深入了解和参与研究企业实际问题
拓展渠道、创造条件。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考试考核和监督检查 ，把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与
实践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导学生紧紧联系教学实验和实习遇到的实际问题 ，深入钻研，大胆尝试原
创性的理论研究和创新性的实践探索 ，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要保证高水平教师从事实践教学，
有计划引进技能型人才进入实践教学队伍 ，定期选送理论课教师到科研和生产一线培养培训 ，不断提高
实践教学水平。
（ 五） 重点抓好本科教学的基础建设。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必须把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工
程抓好。要切实保证教学工作的经费投入 。经费投入是衡量各级领导重视教学工作的“试金石 ”，看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各高等学校的领导是否重视教学工作 ，就要看教学经费投入落实得怎么样 ？ 各高校要
舍得在教学上投入，把经费多花在本科生的教与学上。要加快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实验室建设，
及时补充和更新教学仪器设备，尤其新建本科院校要使生均仪器设备值尽快达到教育部规定 5000 元的
要求； 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化技术推动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 要建立健全教学管理规章制度。
把教师的管理、学生的管理以及教学过程各个环节的管理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上来 ，确保教学工作的每一
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章可循，真正实现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要规范办学行为。加强民
办本科教育、成人函授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和自考助学的管理，坚决杜绝任何违规办学行为的发生 ，统筹
协调各类教育的健康发展。要建立健全本科教学评估体系，完善好实施方案，扎实稳妥推进，做到“以
评促建、以评促管”。

四、加快推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 ，有的地方甚至开始进入普及化阶段 。在
这种背景下，地方高校向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转型 ，向培养应用型人才转型，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
然趋势。
（ 一） 切实汲取国外经验。有学者在研究欧盟各国竞争力与高等教育关联性时发现 ，与经济结构和
产业结构相匹配的高等教育结构 ，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瑞士、德国和丹麦一直位于国际竞争
力排行榜的前列，他们的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和培养高级技术人才院校的结构与其国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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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匹配程度相当高。而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三个国家竞争力排位落后，与其脱离经济产业结
构，不切实际地搞研究型大学而忽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有很大关联 ，结果不但培养学术大师和思想家等
精英人才的成绩不理想，还导致大量的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 。西班牙看到问题后，现在提出了要向德国
学习。目前美国有 3600 多所高校，但其中学术水平高、注重精英教育的研究型大学只有 130 余所，绝大
部分都注重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 。这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告诉我们 ，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盲目攀比办研究型大学，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 将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
型高校转型，既能充分发挥本科传统理论知识教育优势 ，又能克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办学定位过于趋同
化、人才培养同质化、与地方产业结构脱节、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弱、学生就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 二） 切实抓好转型试点。目前，全国已经有 22 个省（ 市、区） 启动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工作。 江西
很多高校已经认识到转型发展的重要性 ，纷纷提出转型试点的请求，省教育厅结合江西实际，今年已经
从中遴选出 10 所普通本科高校开展转型试点。省教育厅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结合应用技术型
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促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
制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推动本科高校办出特色，全面提升地方本科高校服务现代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
展的能力； 要加大对试点高校的支持和指导力度 ，加快制定促进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措施，形成区别于
普通高校的应用技术类型高等教育评估体系 、评价方法； 要扩大试点高校办学自主权，加大对试点高校
经费倾斜，激励全省本科高校加快转型发展 。各试点高校要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转型发展的
重要突破口，大力推进战略协作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管理运行机制、教师培训机制、工作协调机制的创
新，加快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新模式。
（ 三） 切实明确办学定位。地方高校本来就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产物 ，为地方服务不仅是地
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呼唤 ，更是地方高校神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 各地方高校特别是我
们正在转型的试点高校，要认真全面分析自己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面向地方、面向行业、面向企业，
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握产业升级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结合自己的办学历史、办学基础，从中
找准自己的位置，致力于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培养出本校独特的具备新知识、应用新技术、掌握新装备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成为支撑产业升级和技术积累的重要战略平台 。 只有突出特色，准确定位，
各安其位，才能避免卷入同质化竞争的怪圈 ，避免盲目攀比、盲目跟风、盲目照搬他人的办学模式和发展
模式，才能确保在激烈竞争的高等教育领域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 。
（ 四） 切实深化产教融合。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本科高校转型的核心。 各本科高校，特别是
各转型试点高校要抓住高校和行业企业共同构建课程体系这一关键环节 ，遵循“需求导向、能力本位 ”
的原则，以人才的综合素质、创新创业精神和专业技能为要素，建立学校独到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为
地方、行业企业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彻底改变一方面人才供给过剩、大学生就业难、结构性失业，另一
方面社会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又得不到较好的满足 ，特别是众多企业难以找到所需的大量应用技术型人
才的局面。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通过组织教师到企业生产第一线去进行科技开发 、
参与组织管理等方式，加强企业锻炼经历，着重培养和提升教师学术经历与企业经历双重素养； 另一方
面，积极从企业行业、科研院所聘用专业素质高、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构建灵活多样的弹性用人机制，努力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要面向
地方、面向行业与产业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以产学研结合为纽带，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通
过方法创新，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领域，解决社会生产实际问题，不断发明新技术、新工艺，创造新方
法，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向前发展。
（ 责任编辑： 余小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