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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聚焦 

 

我校喜登 2016 全球自然指数排行榜全国高校第 54 位 

 

近日，自然出版集团发布了 2016 自然指数排行榜（Nature 

Index 2016 Tables），我校 2015年在自然指数分析所采用的 68种

自然科学类全球顶尖期刊上发表研究型论文 39 篇，加权文章总

值 15.59，位列全球自然指数综合榜亚太地区高校第 121位，全

国高校第 54 位，全国师范类高校第 8 位，地方师范类高校第 4

位，河南省高校第 2位。 

在纳入自然指数评价的四个核心学科领域中，我校有三个学

科进入全国高校前 100 强，其中，自然指数-物理学学科位列全

国高校第 38 位，全国师范类高校第 3 位，地方师范类高校第 1

位，河南省高校第 1 位；化学学科位列全国高校第 57 位，全国

师范类高校第 9位，地方师范类高校第 5位，河南省高校第 2位；

地球与环境科学学科位列全国高校第 59 位，全国师范类高校第

12 位，地方师范类高校第 8 位，河南省高校第 3 位。物理学科

还以第 94位进入亚太地区全部高校 100强。 

2014 年 11月，自然出版集团首次以全新的“加权分值计数

法”（WFC，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指数方式发布了“自然指

数”，全面衡量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产

业机构的高水平论文产出，并评估各院校在化学、地球与环境科

学、生命科学以及物理科学四个核心学科领域的排名。自然指数

的分析是基于前一年各科研机构在 Nature 系列、Science、Cell

等 68 种自然科学类顶尖期刊上发表的研究型论文数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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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计，涵盖全球 2 万多家科研机构。68 种来源期刊由全球在

职科学家所组成的两个独立评选小组选出，分为化学、地球与环

境科学、生命科学和物理学四类。 

作为近两年新推出的一项第三方科研评价指标，自然指数对

于科学评价科研机构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成果产出方面具有广泛

而重要的国际影响。在该评价体系中的先进位次，从另一个角度

反映了我校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杰出成果和突出贡献，是我校建校

以来特别是实现省部共建之后理科办学优势地位和学科建设水

平的一个缩影，也将为我校的“双一流”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校 2016自然指数大学综合排名 TOP200（中国内地） 

2015 Institution WFC 2014 WFC 2015 AC 2015 

1 Peking University (PKU), China  296.21  300.39  1113  

2 Nanjing University (NJU), China  213.92  253.62  666  

3 Tsinghua University (TH), China  210.64  231.33  785  

4     

5     

……     

54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HTU), China  17.78  15.59  39  

55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AU), China  17.2  15.26  35  

（省部共建研究中心  张顺利） 

教育资讯 

 

习近平考察中科大：要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 

 

4 月 2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观看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集中展示。在智能语音、智能机器

http://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outputs/China/Peking%20University%20(PKU)
http://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outputs/China/Nanjing%20University%20(NJU)
http://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outputs/China/Tsinghua%20University%20(TH)
http://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outputs/China/Henan%20Normal%20University%20(HTU)
http://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outputs/China/China%20Agricultural%20University%20(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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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生物医药、智慧新能源等展区，习近

平同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科技人员交谈时强调，创新居

于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用新动

能推动新发展。要依靠创新，不断增加创新含量，把我国产业提

升到中高端。习近平指出，我国的经济体量到了现在这个块头，

科技创新完全依赖国外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开放战

略，但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  

 

（新华社“新华视点” 2016年 4月 27日） 

 

政治局常委密集视察高校透露哪些信号？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两会后，政治局常委们密集赴各地视察。

多名常委视察时到访当地大学，同在校师生交流，包括清华、北

大、中科大、西安交大、长安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国防

大学等高校。 

常委视察高校，关注什么？创新、就业、文化、党建、高校

改革等话题是常委们考察的重点。 

创新 

李克强视察清华、北大时，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考

察。他指出，创新既要靠自己的力量，也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理

念和经验，加强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避免在同一水

平上并行研究，以更有效地利用人才和资源，形成合力，这样创

新的速度会更快、成果也会更多。 

刘云山视察长安大学时，详细了解学校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背景下培育的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4 

张高丽在中南大学时，视察学校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创业教

育的成果，察看了无人机、清洁机器人等大学生创新创业作品。 

就业 

李克强在考察四川大学时，与招聘企业和毕业生们交流，了

解今年就业市场情况，叮嘱学校不仅要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更要在做好毕业生就业中尽更大责任。 

文化 

习近平在中科大寄语大学生，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说，我

们对中国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培养国际一流人才充满自信。我们

的胸襟是开放的，包容并蓄。幸福不是从天降，中国人民取得的

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不要妄自菲薄，同时要自强不息。 

李克强在清华大学了解“清华简”的保护及研究进展情况。 

“清华简”是一批记录大量经、史类书籍的战国竹简。他说，你

们的工作很了不起，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希望加大研究力量，开展多方合作，争取有更多重

大发现，弥补史学研究上的一些空白缺憾。 

高校党建 

刘云山在长安大学调研时，重点调研了长安大学在党建工

作、意识形态与宣传思想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特色做法

和所取得的成效。 

刘云山在西安交通大学，听取崇实书院 2013 级学生党支部

以“青年好声音，网络正能量”为主题的支部组织生活会。 

 

（凤凰资讯  2016 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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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教育部有关司局 2016年工作计划要点带来哪些发展机遇？ 

 

高等教育司： 

1.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二期），用“硬件”

建设支撑“软件”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推动省部共建高校充分利用共建平台,对接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扩大社会合作，优化育人环境。建设一批与行业企业

共建的协同育人开放共享实践基地。 

3.完善教育部门与实务部门、行业企业全流程协同育人机

制，促进培养目标协同、教学团队协同、资源共享和管理协同，

继续实施系列卓越计划，组建各类人才培养联盟。 

4.启动实施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引导各地各高校深

化改革、优化结构、提高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 

5.支持一批高校建设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加快培养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紧缺人才。 

科学技术司： 

1.聚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布局建设高水平科研

平台和创新基地，组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2．加快区域高校创新体系建设，会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围绕建设优势特色学科，启动区域高校创新体系建设试点。 

3．优化技术创新和工程化平台体系，培育建设面向区域和

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4.开展第三批协同创新中心认定工作。落实“2011计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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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及各项配套政策支持措施。探索省部共建机制，推进分层实

施。 

5．高标准实施“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计划”。加强“一带一

路”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布局建设内地和港澳地区高校协同创

新平台。 

教师工作司： 

1.改革实施国培计划，提供符合乡村教师实际需要的持续混

合式培训，培训乡村教师校长不少于 100万人。推动地方整合高

等学校、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和中小学校优质资源，建立乡村教师

校长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 

2.深入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

训教师不少于 200万人。 

（省部共建研究中心  张顺利） 

高校动态 

 

河南大学与北京大学签约共建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2016 年 4 月 26日上午，河南大学与北京大学共建黄河文明

协同创新中心签约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举行。 

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由河南大学牵头，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等 18 家单位协同共建，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

担任中心主任。其宗旨是：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

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大力推动黄河文明传承与转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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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才、学科“三位一体”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该领

域国际著名的学术中心，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与会领导： 

河南省副省长张广智；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国际合作与科技局局长尚宏琦； 

河南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张

亚伟等。 

双方人员： 

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王博；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校长娄源功，副校长张宝明； 

相关专家学者。 

主要内容：会议分三个阶段，一是签约仪式，关爱和与王博

分别代表河南大学与北京大学签署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共建

协议。二是召开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工作会。三是开启

黄河文明学术论坛。 

根据共建协议，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将按照“国家急需，

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标准，申报国家黄河文明协

同创新中心；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延续性和现实生命力中寻找自

信，探索在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学科融合建设方面的协同创新

模式；建设思想中国，以思想与学术的软实力与世界对话，共同

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黄河文明学术话语体系。 

  张广智在签约仪式上讲话指出，河南大学是河南省重点建设

的两所高校之一。2011年，河南省人民政府专门颁布了《百年



 8 

名校河南大学振兴计划(2011—2020年)》，进一步确立河南大

学重点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今天，河南大学与北京大学

牵手合作，按照“地位平等，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任务共担”

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入开展黄河文明相关研究，这对

于河南高等教育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河南

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要在“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河南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中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张东刚对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提出要求：第一，进一步汇

集优质资源、优势力量，打造创新高地。第二，紧扣国家需求，

增强服务能力。第三，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综合改革。“2011

计划”涉及到组织管理、人事制度、人才培养、资源配置、国际

交流等八个方面的内容，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做好顶层设计。

第四，促进学科交融，着力创新人才的培养。黄河文明协同创新

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实验区，要围绕高素质、综合性、

国际化的目标，深化教育教学的综合改革。 

  

华南师范大学试水高水平大学建设人事制度改革 

 

今年 1月，广东省出台《高水平大学建设人事制度改革试点

方案》，启动高水平大学建设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此次改革

以下放人事管理权限为重点，提出了“五个下放、两个完善、一

个加强”的意见，即下放岗位设置权、下放公开招聘权、下放职

称评审权、下放薪酬分配权、下放人员调配权，完善人员考核晋

升退出机制、完善服务保障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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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的“进、管、出”等关键层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对形成

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将起到关键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将在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上出台多项新规

划。如，推行教师分类管理，建立健全以职责为基础的岗位管理

制度；探索长聘预聘，畅通人员流转和退出机制；推行校内津贴

改革，建立以岗位、职责、薪酬为支点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高

层次人才引进快速反应机制，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重视青

年教师培养，加大力度支持骨干教师到国（境）内外知名大学、

机构研修学习；加强师德建设，把承担教学任务和履行教书育人

作为教师职务聘任与考核的必要条件。 

（省部共建研究中心  张顺利） 

后  记 

2015 年 8月，河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共

建河南师范大学的意见》（豫政〔2015〕52号），我校在走过

了 92年的风雨和辉煌之后，成为河南省第三所由省政府与教育

部共建的重点高校。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校的省部共建工作，为

学校事业改革发展提供有关国家政策资讯和兄弟院校经验借鉴，

也为了加强部门职能建设和作用发挥，河南师范大学省部共建研

究中心在校党委正式宣布成立一周的时间，完成第一期《共建信

息》供各级领导参考（今后将根据形势变化和学校发展需要，不

定期编发）。同时，也诚恳地期盼各级领导、全校师生对我们的

工作多加关心、指导、支持和帮助。衷心祝愿河南师范大学的明

天更加璀璨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