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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校长办公室                    2017年 10 月 17 日 
                                      

 

学校 2017 年三季度重点工作任务 
进展情况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学校〈2017 年工作要点〉和〈2017 年党建

工作计划〉的通知》（校党发〔2017〕10 号），学校各单位需在

三季度完成的重点工作任务共有 22项（含二季度顺延工作 6项），

其中重点任务 7项、要点任务 15项。经逐一督查，截至 9 月底，

22 项重点工作任务已经完成 14 项、顺延 3 项、申请调整变更 5

项。 

二、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已完成的工作任务（1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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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召开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完成情况：4 月 10 日学校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校党委

书记李兴旺作主题报告，系统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并对标中央要求，结合办学实际，

就如何以改革创新理念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教师思想政

治素质，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等方面，对我校思想政治

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基本方向、重要遵循和路径方法。

（牵头单位：宣传部） 

2.出台学校《关于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完成情况：学校《关于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已经

7 月 14 日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已印发实施（校党发〔2017〕

79 号）。（牵头单位：宣传部） 

3.对教师思政工作队伍进行全国高校思政会精神专题培训。 

完成情况：3 月 21 日学校邀请教育部思政司副司长王光彦

就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教师思政工作队伍

进行专题辅导，强调要从提高政治站位、教育发展全局、全面从

严治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高度看待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牵头单位：宣传部） 

4.实施“本科生国际视野拓展计划”，选派 300 名以上本科

生赴海外访学。 

完成情况：2017 年全校共遴选 313 名优秀本科生，分别组

成 18 个访学团赴海外国际知名高等院校、企业进行访学交流。

通过课堂学习、专题讲座、学术报告、参观考察等，访学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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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外高校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实地感受当地社会文化，并开展

了科研基本方法训练；截止目前，各访学团均顺利完成目标任务，

达到预期访学效果。（牵头单位：教务处） 

5.出台学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的

决定》。 

完成情况：学校《关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双一流”

建设的意见》已经 7 月 20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现已印发实

施（校科发〔2017〕280 号）。（牵头单位：科研院） 

6.落实学校《科研创新团队认定与支持暂行办法》，支持一

批优势创新团队。 

完成情况：经 1月 10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康振生教授、

张涌教授、杨改河教授、马锋旺教授、王朝辉教授领衔的 5支团

队为首批认定科研创新团队；5 月 16 日学校召开专题会研究了

首批认定的 5支科研创新团队支持意见。下一步，将依据学校“双

一流”建设方案，适时启动科研创新团队支持工作。（牵头单位：

科研院） 

7.改革人才评价与考核机制，完善以学科贡献度为核心的聘

期目标任务和考核指标。 

完成情况：完成对人才评价与考核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按照

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发展为本的基本要求，以“分

类管理、分类考核”为原则，建立了重品德、重需求、重能力和

重潜能的新型人才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当前人才引进工作中

予以试行。（牵头单位：人才办） 

8.发挥好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作用，办好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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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合作论坛。 

完成情况：7月 2 日至 5日，由我校主办、赛福林农业技术

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合作论坛在哈萨克斯

坦成功举办，来自 7 个国家 45 个科教单位的 150 余名农林科学

家齐聚阿斯塔纳，共同讨论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联盟的深化合

作事宜；本次论坛新增阿塞拜疆国立农业大学、哈萨克斯坦霍尔

克特阿塔克孜勒奥尔达国立大学等 13 家国内外单位入盟，并成

立了中俄子联盟。现我校依托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赛福林

农业技术大学试验农场，在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建立的“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园”已挂牌，整体工作进展顺利。（牵头单

位：国际处） 

9.设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培育项目，支持 2-3 个学科团队建

设。 

完成情况：现已设立“旱区农业与环境生物资源科技创新引

智基地”培育项目，拟打造旱区农业与环境生物资源利用技术创

新基地与创新人才培养平台；设立“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技术创

新引智基地”培育项目，促进我校世界一流大学水土保持与生态

修复学科群的发展，提升学科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实力。

（牵头单位：国际处） 

10.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落地落实任务清单和推进时间

表。 

完成情况：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推进落实工作方案》

已经 6月 2日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已印发执行（党办发„2017‟

12 号）。（牵头单位：发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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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7 年招生录取平均分数较上年提高 5 分以上。 

完成情况：2017 年学校本科一批理工类录取分在全国高出

一本线平均分 77 分，较 2016 年的 71.3 分提高 5.7 分；本科一

批文史类录取分在全国高出一本线平均分数达 49分，较 2016年

的 40.7分提高 8.3 分。（牵头单位：学生处） 

12.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建立创业教育统筹推进机制。 

完成情况：学校《创业学院建设方案》已经 7 月 20 日党委

常委会审议通过，创业学院挂靠就业指导中心，院长由吕卫东副

书记兼任，常务副院长由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兼任，副院长由教务

处、研究生院、团委、就业指导中心、经管学院相关负责人兼任，

创业学院综合办公室设在就业指导中心。（牵头单位：就业中心） 

13.加强党委对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人才工作的领导，设立

学校党委教师工作部、党委人才工作部。 

完成情况：设立党委教师工作部方案经 3 月 27 日党委常委

会议研究通过，党委教师工作部挂靠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教师

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等工作（校人发〔2017〕120号）；

设立党委人才工作部方案经 9 月 25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党

委人才工作部与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合署办公。（牵头单位：

人事处） 

14.出台学校《研究生指导教师激励与问责管理办法》。 

完成情况：学校《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职责及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已经 10 月 11 日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待进一步修

改完善后印发实施。（牵头单位：研究生院） 

（二）顺延的工作任务（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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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学校常设议事机构责权和工作规程。 

进展情况：对学校现有常设议事机构名称、人员构成等信息

进行了梳理，并提出理顺和规范初步方案，待提交学校相关会议

研究。（牵头单位：党校办） 

2.出台实施学校《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强校战略实施的决

定》。 

进展情况：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强校战略实施的决

定》初稿；经走访调研管理干部、各类人才，形成学校《人才工

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调研报告，于 6 月 2 日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

讨论，会议对《决定》的修改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目前，正根

据“双一流”建设方案要求进一步完善中。（牵头部门：人才办） 

3.新增本科专业 1-2 个，通过国际认证或行业认证专业 1-2

个；新增建设 MOOC 课程 8-10 门，建设本科生全英文课程 15 门。 

进展情况：学校新增化学生物学专业，已于 9月开始招生；

申报经济林、视觉传达设计 2个专业，相关材料已上报教育部；

组织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完成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组织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农业水利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3 个专业申

报 2018 年工程教育认证，并启动农学专业第三级认证工作。现

已立项建设本科生全英文授课课程 15 门，近期正在制订《在线

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办法》，对课程建设进行规范，拟于 11月底

前完成 MOOC 课程建设立项。（牵头单位：教务处） 

（三）需调整变更的工作任务（5 项） 

1.出台关于促进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配套政策。 

进展及变更情况：学校《关于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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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已经 7 月 22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并原则通过，现根据常委

会要求做进一步调研后修改完善，申请将完成期限调整至四季

度。（牵头单位：推广处） 

2.完善岗位贡献为主导的职员职级晋升机制，打通专业性较

强的管理岗位人员选聘与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渠道。 

进展及变更情况：专业性较强的管理岗位人员选聘与专业技

术职务晋升条件已在相关文件中予以明确，该类人员聘任有关要

求将与第四轮岗位聘任办法一并出台，现申请将完成期限调整到

四季度（牵头单位：人事处） 

3.做好第三轮岗位聘期考核，完成第四轮岗位聘任。 

进展及变更情况：根据学校工作安排，申请将任务完成时限

调整至四季度。（牵头单位：人事处） 

4.制定学校《学科负责人管理办法》。 

变更情况：因陕西省“三秦人才津贴”发放政策将进行重大

调整，以及“双一流”学科群建设将涉及首席科学家、PI 科学

家等管理，需统筹考虑学科负责人管理办法，现申请将该项重点

任务调整变更为出台《“双一流”学科群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组

织完成学科群方向科学家和 PI 科学家遴选工作，完成时限为四

季度。（牵头单位：发改处） 

5.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编制印发《明规守纪手册》。 

变更情况：因手册涉及内容较广，需要多部门配合完善，现

申请将完成期限调整至四季度。（牵头单位：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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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校领导 

发：各学院（系、部、所）、机关处室、直属（附属）单位负责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