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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要闻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9月 1日出版的第 17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思政课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文章指出，办好思政课，

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

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办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关键在教师。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

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一，政治要强，要让有

信仰的人讲信仰。第二，情怀要深，要有家国情怀、传道情怀、

仁爱情怀。第三，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创新课堂教学。第四，视野要广，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

历史视野。第五，自律要严，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下一

致。第六，人格要正，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文

章指出，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

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

做到以下几个“统一”。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

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

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

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

隐性教育相统一。要加强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领导。各

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

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来源：新华网）

▲教育部部署做好 2020年秋季学期教育教学和疫情防控工作

8月 27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0年秋季学期

学校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有关情况，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好全国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视频会议精神和《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选树一批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示范团队、教学名师、研究示范中心。特

别是要大力弘扬“抗疫”精神，要求各专业课程讲好“开学第一

课”。二是全面深入推进“四新”建设。新工科将建设一批未来

技术学院，布局一批现代产业学院。新农科将召开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重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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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一周年座谈会，推进一批新农科建设项目。新医科将研制

《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新文科将召开全国新

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持续推出中国

政法、中国新闻、中国经济、中国艺术系列大讲堂。下半年，

将继续遴选 3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推出首

批一流本科课程五类“金课”，公布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 2.0基地。三是举办世界慕课大会。加快建立“互联网+教
学”“智能+教学”新形态，11月将召开首次世界慕课大会，发布

《世界慕课发展北京宣言》，成立“世界慕课联盟”。四是办好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第六届大赛的总决

赛将于 11月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汇聚世界一流大学，打造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大赛。（来源：教育部）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启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工作

近日，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现代产业学院

建设指南（试行）》，以区域产业发展急需为牵引，面向行业

特色鲜明、与产业联系紧密的高校，建设若干高校与地方政府、

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的现代产业学院，造就大批产

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为提高产业竞

争力和汇聚发展新动能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现代产业学

院坚持育人为本、坚持产业为要、坚持产教融合、坚持创新发

展，聚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专业建设质量、开发校企合

作课程、打造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搭建产学

研服务平台、完善管理体制机制等七大建设任务。引导高校瞄

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探索产

业链、创新链、教育链有效衔接机制，建立新型信息、人才、

技术与物质资源共享机制，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创新

企业兼职教师评聘机制，构建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联动发展机

制，打造一批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

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性人才培养实体，为应用型高校

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来源：教育部）

※ 地方关注

▲上海：上海市近日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在教育内容、实践活动、支撑保障

等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努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和城市特色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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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体系。上海推动高校将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创新创业

教育有机结合，开拓适合大学生的劳动课程天地。同时，不断

拓展社会劳动实践基地，市教委将依托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

制度联动各委办局，进一步整合农场、企业、职业院校、科研

院所、社区街道等资源，建设都市农业、先进制造、现代服务、

文化创意等系列劳动实践基地。

▲浙江：为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来浙办学，浙江省

财政设立引进高水平大学省级引导资金，出台了《浙江省引进

高水平大学省级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办法》自 2020年 10
月 1日开始生效，规定了引导资金的支持对象：地方政府与国

内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的，支持对象是地方政府；省内高校

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的，支持对象是省内高校；地方

政府、省内高校共同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的，由地方

政府和省内高校协商确定支持对象；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高水平大学引进工作。支持额度为：对引进设立独立法人本科

高校的，支持额度最高不超过 5亿元；对引进设立校区（分校）

的，支持额度最高不超过 3亿元；对引进设立二级学院的，支

持额度最高不超过 1.5亿元；对引进设立研究生院的，支持额

度最高不超过 1亿元。

※ 院校动态

▲浙江大学 2020年暑期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主题是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浙江省委

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谋划学校“十四五”改革发展和新一轮

“双一流”建设，加快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而努力奋斗。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

少波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既是知识共同体、学习共同

体、学术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德育共同体。治理体系的

优化须以在尊重学术规律基础上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活

力为目标。一是要强化育人体系，抓好出口导向、组织实施、

质量管理、品牌塑造等有效治理环节。二是要改革学科治理，

开放搞活和落实责任相结合，全校统筹学科生态；问题导向和

自由探索相结合，积极推进任务强所；追求创新和落实责任相

结合，院系管好育人育才。三是要创新资源组织，以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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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树立全面资源观，创新人力资源体系，实现多元化开发，

按照“跳出浙大发展浙大”的思维做大物质资源增量并与人力

资源相互匹配，辩证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计利害时要明是非，

优化导向正确的评价体系。四是要落实大学德治，以精神引领

弘扬大学精神，以价值规范强化德性塑造，以自我养成培养道

德自觉，以组织保证落实政治建设。

▲西安交大召开“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 西安交大

党委书记张迈曾强调，规划编制的战略眼光要向前延伸到 2035
年、2050 年，一定要紧紧追踪国家布局、国家节奏，为国家

服务，体现“突破、目标、战略、改革、学习”五个关键词。一

是突破。水平要突破，起草小组成员要突破自己原有的水平；

定位要突破，“十四五”规划一定要把这个思维的定位、角度转

过来，紧紧围绕国家规划、国家政策，为国家服务。二是目标。

学校“十四五”、2035 年、2050年的奋斗目标要具体化。客观

上要分析今天的形势、挑战和机遇，主观上要确定好办学定位，

要总结好、分析好以往的缺憾，既要补足补强，又要做到有所

为有所不为。三是战略。要从战略层面分析国家战略、西部战

略中西安交通大学的不可替代性；要在战略思维的指导下提出

相应的任务，按照目标、规划、计划组织好“十四五”规划的编

制。四是改革。改革要有清晰的改革思维和强有力的改革手段；

改革不能等，要在实干中总结，依靠制度和政策实现改革目标；

改革应该要实现两个标准，一是激发大家内心的活力，二是使

外部运作的体制机制更加流畅。五是学习。要研究国内外成熟

的高等教育经验，高度重视“跑 5”和前期调研访谈的成果，提

炼融入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

▲华东师大出版全国首本课程思政教学指南 为全国课程

思政落地生根提供“上海方案” 近日，全国首本课程思政教学

指南《生物学科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为应对课程思政改革深化难题交出首份答卷。接下来，学

校将结合“四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化课程思政工作，“建设一

批优质课程，开好思政课程；录制一批讲课说课视频，提升教

师思政整体水平；汇聚一批学习成果，重在学生有收获；服务

基础教育，建设‘四史’学习资源库；勇担教育使命，培养师范

生讲‘四史’的能力。” 上海市教委 2018年起支持高校开展课程

思政教学指南研制工作，华东师大作为上海市课程思政整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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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示范高校，成立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率先开展分学科专业的

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研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获批成立 12个新学院 为落实全

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发挥社科院办学优势，培养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后备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印发《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院系调整暨推进科教融合改革工作方案》，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院）一起，共

建 12个本硕博一体化的科教融合学院，并进一步加强各研究

生教学系建设。它们及其牵头合作单位分别为：哲学院（中国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法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府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文学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新闻传播学院（媒体学院）（中国社

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历史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 双一流建设

▲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1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发布

2020年 9月 2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了 2021年度世界

大学排名。来自 93个国家和地区、创纪录数量的高校进入 2021
年排名（1527所），较去年增加 9%；在进入世界前 200位的

大学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中，美国上榜高校最多（59 所），在

其之后是英国（29所）和德国（21所）；英国牛津大学连续

5年蝉联排名世界第一；今年入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行榜上榜高校中，共有 137所中国高校（其中：内地 91所、

香港 6所、澳门 2所、台湾 38所）；中国大陆进入前 100位
的高校数量破纪录，共 6所，比去年的 3所增加了一倍；清华

大学成为首次进入世界排名前 20 位的亚洲大学（并列第 20
位）；排名位于中段的中国大陆与美国高校在研究质量指标上

首次现趋同汇合趋势。国内部分高校排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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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要闻

▲招生录取工作：（1）本科生。2020年共招收本科一批

新生 6011人，其中湖南省 3030 人，占比 50.41%，其他省份

2981人（含港澳台 16人），占比 49.59%。从考生类别看，文

史类 1464人，占比 24.36%，理工类 3845人，占比 63.97%，

综合改革（新高考省份，不含艺术）500人，占比 8.32%，艺

术类 186人，占比 3.09%，港澳台 16人，占比 0.27%。从性别

比例看，男生 2996人，占比 49.84%；女生 3015人，占比 50.16%。

从学院招生情况看，排名前五的学院是商学院（828人）、机

械工程学院（561人）、自动化与电子信息学院（385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381人）、化学学院（378人）。从分

省招生人数看，排名前五的省份是湖南（3030人）、陕西（357
人）、河北（273 人）、山东（207人）、河南（194人）。

（2）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一志愿报考人数 7694人，相比去年

增加 45.31%；录取人数 3003人，其中学术型 1432 人、专业

学位 1571人（含非全日制 123人）；一本生源 1669人，占比

55.58%。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 515人，录取人数 210人，其中

学校 国际排名 总得分

2021 年 2020 年

清华大学 20 23 84.8

北京大学 23 24 83.9

复旦大学 70 109 66.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7 80 63.4

浙江大学 94 107 62.5

上海交通大学 100 157 61.8

南京大学 111 144 61.0

南方科技大学 251-300 301-350 48.0-50.5

中山大学 251-300 251-300 48.0-50.5

北京师范大学 301-350 301-350 45.6-47.9

省内高校

中南大学 351-400 401-500 43.6-45.5

湖南大学 401-500 401-500 39.8-43.5

南华大学 1001+ 1001+ 10.3-25.0

湘潭大学 1001+ 1001+ 10.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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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连读 84人、申请考核 19人、普通招考 107人。

▲就业工作：截至 8月 31日，学校 2020届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为 81.17%，毕业生总数 8124人，其中：本科生 5997人，

就业率为 79.14%；研究生 2127人，就业率为 86.88%。机械

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化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 5个学院初次就业率统计达

90%以上。受疫情影响，下半年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学校将

继续加大对 2020届毕业生就业帮扶力度。目前，已启动 2021
届毕业生校园招聘工作，已向全国企事业单位进行宣传和发动

工作，线下校园专场招聘活动将于 9月 7日开始。

▲人事工作：（1）科研助理招聘。发布科研助理招聘方

案，首批到岗 40余人，新开发岗位 41个。（2）人才引进。

公示 71人，到岗工作 50人。（3）公开招聘。招聘 42人全部

公示，9月 8号到岗上班；落实合同制幼师招聘 15名。（4）
博士后。发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招聘公告，1名全脱产博士后

进站，2 名博士正在办理相关手续。（5）韶峰学者考核与遴

选。基本完成韶峰学者考核工作；初步修订新一轮遴选条件，

近期拟召开讨论会征求意见。（6）高层次人才遴选。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答辩暂停，合并到明年；国务院特贴专家评审工作待上

级部门启动。

▲基建工作：西湖学生公寓一期进入收尾阶段，预计 9月
10日前竣工并投入使用，同时配套的供水、供电及室外工程

和道路工程均同期施工，其中供水和供电将于 9月 10日完成；

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楼、文科实训大楼完成封顶，目前正在砌墙

和粉刷；环境与资源实验大楼完成基础和地下室工作，目前进

入到二楼主体施工；第四田径运动场进入收尾阶段，预计 9月
初竣工验收；完成幼儿园增设厕所、600亩北侧围墙、中央空

调机房、永雄楼的供电与供水等维修工程项目。

▲三下乡工作：我校 2020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共组建包括博士团在内的 99支团队参加，其中，有

31支团队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8支团队投身打赢脱贫攻

坚战，29支团队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19支团队参加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11支团队开展返家乡社会实践。截至 9
月 3日，87支团队已经完成三下乡活动，9支团队正在进行实

践活动，3 支队伍还未开展；共发表相关新闻稿件 436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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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家级新闻报道 677篇，省级新闻报道 2914篇；微博、

动态等媒体平台相关词条 6937条；抖音、腾讯视频等视频平

台发表 67个。

采稿、编辑：尹秋香 策划、审稿：易臣何

报送：全体校领导、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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