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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高水平本科教育
高校正在这样做

在教育部近日推

出的 2018 教育年终
盘点里袁 加快建设高
水平本科教育被列入
其中遥
去年 6 月的新时

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上袁教
育部部长陈宝生的

野本科不牢袁 地动山
摇冶掷地有声曰之后袁
教育部又推出 野新时
代高教 40 条冶袁 启动
实施拔尖计划 2.0版袁
提出系列创新举措袁
打出改革野组合拳冶遥

育人袁 本就不是
一朝一夕之功曰 育人
成效袁 也难以有统一
的标准量化遥半年来袁
各大高校也结合自身
实际袁 开始了改革和
探索遥
西南交通大学校

长徐飞院 大学培养的
人袁不应该仅仅是具有
某些专门技能和专业

知识的野单向度冶人遥
野应致力于把学生培
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堪当大任的人遥

具体怎么做钥 高
校交出具有自身特色
的答卷遥
天津大学教务处

处长巩金龙院学校开辟
了以野新工科冶为导向
的工程教育改革袁加强
新工科教育国际交流

与合作袁 倡导成立新
工科教育国际联盟袁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工程教育新标准遥

野全校上下尧课堂
内外都把本科教学作
为基础性工作袁 建立
全校联动机制袁 共同
完成人才培养过程遥 冶
巩金龙说袁 学校坚持
贯通培养袁 实施大类
招生选拔机制尧 主修
专业确认和转专业机

制尧 学分制教学运行
模式袁 建立本研贯通
人才培养模式袁 培养
面向未来卓越的时代
一流新人遥
北京理工大学教

务部部长栗苹院 学校
大力推进以大类招生

培养和书院制为核心
的人才培养改革袁野构
建了耶素质教育+大类
专业基础+专业+X爷
的多路径人才培养模
式袁 让学生充分发掘
自我袁 找到适合自己
的发展方向袁 给他们
更多选择权遥 冶
一流本科教育是

野双一流冶建设的核心
任务和重要基础袁而本
科教育的核心在课程遥

教育部高教司司
长吴岩曾指出袁野两性
一度冶也就是高阶性尧
创新性和挑战度是

野金课冶的标志袁而野水
课冶是低阶性尧陈旧性
和不用心的课遥
激励教师院 本科

教学不再是陪衬遥
怎么改钥 在制度

上袁既要设要求袁也要
给激励遥 天津大学强
调 野无论如何重视本
科教学都不过分冶遥巩
金龙介绍袁 学校把给
本科生上课作为研究

生导师聘任的基本条
件袁把教授尧副教授上
讲台作为考核基层教
学单位教学业绩的关
键指标遥 野明确教授给
本科生上课的责任袁
最优秀的教师为本科

一年级学生上课袁激
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和
学习动力遥 冶
北京理工大学则

实施了 野懋恂名师引
领计划冶袁 并于 2018
年设置了懋恂终身成
就奖遥 该奖项原则上
每 5 年评选一次袁每
次评选表彰 1 到 2
人袁奖金 100万元遥 学
校还进一步完善了教

师教育教学奖助体
系袁 设立 野师陶名师
奖冶野名师工作室冶遥

野要实现课堂革
命袁 就必须要有全身
心投入的高水平教

师遥 冶四川大学校长李
言荣曾表示袁 学校采
取了双管齐下的方
法要要要一是重奖一线
教学老师袁 二是实行
教师野双证冶制度遥

推进学校本科教
学工作上新台阶袁还
需久久为功遥

中国共产党山东科技大学第三次代表
大会胜利召开

2018年 12月 28日袁 中国共产党山东科技
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遥大会听取审议通
过了罗公利代表中共山东科技大学第二届委员

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袁 审议通过了纪委工作报告袁
选举产生了中共山东科技大学第三届委员会和

纪律检查委员会遥罗公利代表中国共产党山东科
技大学第二届委员会作大会报告遥报告提出建设
野工科主导尧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冶
的新目标遥 为实现这一目标袁要坚定不移实施三
步走发展战略院第一步袁优化布局袁完善条件袁到
2020年袁 确立省内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领先
地位曰第二步袁固本拓新袁提升内涵袁到 2025年袁
建成工科主导尧特色鲜明的国内高水平应用研究
型大学曰第三步袁强特扩优袁创新开放袁全面建设
工科主导尧特色鲜明的世界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
学遥到本世纪中叶袁即建校 100周年前后袁学校跻
身世界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行列袁建成一所实
力雄厚尧特色鲜明尧发展强劲尧社会认可的科技大
学曰建成一所国际知名尧包容开放尧文明和谐尧绿
色生态的现代化大学曰建成一所能够给师生带来
强烈归属感尧巨大成就感尧充足获得感和满满幸
福感的魅力大学浴

今后 5年要实施 野十大工程冶院野一流本科固
本工程冶野一流学科筑峰工程冶野一流人才强校工
程冶野科技创新攀登工程冶野双服务提质工程冶野国
际化水平提升工程冶野校园文化建设工程冶野管理
创新工程冶野一流设施建设工程冶和野智慧校园建
设工程冶遥

大会号召袁全校各级党组织尧广大党员和师
生员工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袁 在新一届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奋进新时代袁抢抓新机遇袁
实现新跨越袁为实现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
标任务而努力奋斗浴

我校一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8年 1月 8日袁 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
申报的项目野煤矿深部开采突水动力灾害预测与
防治关键技术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袁矿业
学院刘伟韬教授代表项目组赴京参加了颁奖大

会遥 该项目在理论上有重大创新袁首创了大比例
数控机械动压模拟与三维柔性及半柔性加载相

似材料实验装置袁研制了双向加载底板流固耦合
突水模拟实验系统及新型试验材料袁揭示了高应
力条件下断层滑剪尧散面裂隙扩展等突水通道形
成机制及灾变演化规律遥该成果已在全国 200多
对矿井得到应用袁 近 3年安全采出原煤 3200余
万吨袁新增销售额 130多亿元遥 研发的探渊监冤测
及注浆堵水等仪器装备推广应用到国内外矿山

和科研院所袁经济社会效益巨大遥

科大精神科大传统教风学风正式发布

2018年 11月 7日袁在学校召开的传统文化
建设专题会议上袁科大精神尧科大传统尧教风尧学
风等精神文化建设成果正式发布遥 学校自 2016
年 3月开始袁 开展了对科大精神尧 科大传统尧教
风尧学风的总结凝练工作遥为做好此项工作袁学校
成立了传统文化建设工作组和研究项目组袁制定
了工作方案遥在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袁工作组尧项
目组按照系统性尧历史性尧简明性原则袁广泛收集
资料袁开展约稿征稿袁集中挖掘提炼袁反复修改完
善袁广泛征求意见袁形成了最终方案袁与原有的校
训尧校风一并进行了诠释遥 科大精神是野坚韧不
拔尧发奋图强冶袁科大传统是野爱校奉献尧敬业实
干冶袁科大教风是野尚德尚学尧严谨严格冶袁科大学
风是野勤学笃行冶遥 校训尧校风尧科大精神尧科大传
统尧教风尧学风尧校歌共同形成了科大精神文化体
系的核心袁是学校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遥

我校获“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称号

2018 年袁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2018 年度野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冶名单袁我校榜上有名袁
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进入全国高校前列遥
2018年 1月袁 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总
结宣传工作袁我校高度重视袁由学生工作处牵头袁
积极组织申报袁经山东省人社厅推荐尧教育部组
织专家初选和社会调查袁 成功入围候选高校遥 5
月 31日袁教育部组织专家组入校实地调研袁学校
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准备积极迎评袁学校创新创业
工作受到专家组高度认可和评价袁成功通过各评
审环节袁最终入选 2018年度野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冶遥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入
选中文核心期刊

2018年袁叶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曳2017年
版渊第 8版冤正式公布袁叶山东科技大学学报渊自然
科学版冤曳入编野综合性科学技术冶类核心期刊遥
叶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曳2017年版袁 由北京大
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袁统计源
文献数达93亿余篇次袁涉及期刊 13953种袁评价
指标包括被摘量尧被摘率尧被引量尧他引量尧影响
因子等 16个袁参加核心期刊评审的专家近 8000
位遥 经过定量筛选和专家定性评审袁 评选出共
1981种核心期刊遥 近年来袁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影
响因子不断提升袁2017年进入中国学术期刊 Q1
区袁并被收录为野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冶遥

山东科技大学 年度十大新闻

吕亚男获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一等奖

2018年 8月 31日袁 第四届全国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落下帷幕袁我校泰
安校区基础课部教师吕亚男以第四名的

成绩获理科组一等奖遥 吕亚男历经学校教
学比赛初赛决赛尧省初赛复赛决赛尧国赛
遴选赛等袁一路过关斩将袁最终获得了代
表山东省参加本届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理科组决赛的资格遥 决赛中袁吕亚男沉
着冷静尧发挥稳定袁以扎实的业务功底和
良好的课堂教学风范袁展现了我校青年教
师积极进取尧爱生敬业尧勇于拼搏的精神
风貌袁最终取得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遥 本
次竞赛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

会主办袁共有来自全国 31个省渊区尧市冤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05所高校 129名青
年教师参加遥

煤矿充填开采国家工程实验室
落户我校

2018年 4月 4日袁煤矿充填开采国家
工程实验室验收会召开遥 验收专家委员会
专家一致认为建设单位圆满完成了国家

批复的建设任务袁 达到了预期建设目标袁
同意通过验收遥 野煤矿充填开采国家工程
实验室冶于 2013年 6月由国家发改委批准
建设袁项目建成了充填开采技术等 9个研
发平台曰 建成了数值模拟等 6个实验室曰
建成了翟镇尧 新巨龙等煤矿 6 项验证工
程袁以及长城尧福城等煤矿 22个示范尧推广
工程曰在综合机械化固体密实充填等 7个
方面取得技术突破曰制订了 9项充填行业
技术标准曰 出版专著 12部曰 发表论文 58
篇曰培养博士尧博士后人才 25 名曰取得授
权专利 82项袁其中发明专利 55项曰获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奖尧山东省科技进步奖等奖
励 28项遥

“煤矿工作面采煤机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获首批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

2018年袁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国家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结果袁我校机电学
院教师曹连民主持的野煤矿工作面采煤机
虚拟仿真实验冶项目成功入选遥 学校为贯
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袁于 2016年立项
建设了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平台袁
2017年投入专项经费开展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建设工作遥 本次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评选共有 105个项目入选袁分
布在全国 91所学校袁山东省共有 6个项目
获教育部认定遥

蒋宇静当选日本工程院外籍院
士

2018年袁我校矿山灾害预防控制省部
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蒋宇

静教授当选为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遥 蒋宇
静长期从事环境地层力学尧地下资源渊固
体与深海天然气水合物冤开采尧边坡工程尧
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尧高速公路与轨道交通
设施健康诊断等方面研究遥 在担任国家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期间袁带领实验室
在采动力学与围岩控制理论尧开采沉陷理
论及控制技术尧 矿尘灾害机理及防治技
术尧灾害监测与大数据分析方法等领域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尧 实验装备研
发尧工程实践等工作遥 作为宋振骐院士主
要助手袁在建立和发展我国野实用矿山压
力控制冶理论及应用该理论指导现场实践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我校新增学位授权工作获新突
破

2018 年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叶关
于下达 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尧硕士学位
授权点名单的通知曳袁 公布了审核增列的
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名单遥 山东科技
大学新增土木工程尧系统科学 2个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袁 新增电子科学与技术尧
环境科学与工程 2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袁新增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袁首次
获批理学博士学位授权门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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