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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 2017 年工作报告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明 

（2018 年 3 月 30日） 

各位代表： 

我受西南大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

请予以审议，并请列席的同志提出意见。 

2017 年主要工作 

2017 年，西南大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党委的领导

和行政的支持下，积极探索机制体制改革，大力营造校园学

术氛围，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立足“把握学术方

向、确定学术标准、规范学术程序和维护学术声誉”的学术

定位，切实履行了学术审议、审定、评定和咨询四大职责。 

一、建章立制，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 

科技伦理专门委员会自然科学工作组审议通过了《西南

大学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委员会章程》。《西南大学实验动物伦

理审查委员会章程》的出台是对国家有关要求及相关专业教

学科研人员诉求的积极响应，是稳步推进动物实验过程监督

与国际接轨的必然举措，为学校科研工作中实验动物使用的

规范有序提供了制度支撑。 

二、切实履职，稳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2017 年，学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 4 次主任会议，1 次全

体委员会议，8 次专门委员会议，46 次专题会议和 9 次通讯

评议，共计 68 次会议及评审，切实履行了学术审议、审定、

评定和咨询职责。工作内容主要涉及人才培养方案、学科专

业调整、科研管理办法、教学科研成果评定、科学研究项目

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学术人才推荐、教学名师评选和

科研机构设置等多个方面，较好地发挥了学术委员会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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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治学”中的主导作用，稳步提升学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以及科学研究等核心竞争力。 

（一）履行审议审定职责，把握人才学术标准 

审议审定学术事项 8 项，学校已发文或执行 6 项。主要

工作如下： 

一是审议了《西南大学“含弘人才特设岗位”实施办法

（试行）》及《西南大学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评审办

法（修订）》，确定了学术评价标准，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的

质量导向。  

二是审定了本科 2017 年本科培养方案的调整与变更，确

定培养方案中的学术标准，加强人才培养的学术导向。同时，

对《西南大学关于规范 2017 届本科辅修专业培养方案的指导

意见》进行了审定。 

（二）履行评审职责，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评审推荐国家及重庆市各类人才。经校学术委员会

评审，择优推荐各类学术人才 94 人次，通过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报送有关部委评审，最终：5 人入选 2016 年度国家级人才

并于 2017 年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1 人入选 “百千万人才工

程” 国家级人选；3 人入选国家级人才创新人才长期项目；2

人入选 2017 年度“国家级人才”，2 人入选“国家级人才”短

期项目；6 人入选 2017 年度“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3 人入

选“巴渝学者”特评教授；1 人入选重庆市第六批首席专家工

作室领衔专家；7 人入选重庆市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二是评审专业技术高级职务。在有关职能部门前期工作

的基础上，经各学院（部、所、校区）学术委员会评审（或

推荐），相关相近学科专家组推荐排序，以及专业技术职务评

审专门委员会评审，评审通过正高级职务 45 人，评审通过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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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务 85 人，推荐评审通过无评审权正高 2 人，无评审权

副高 1 人。2017 年，为吸引校外优秀人才，开展 2 次引进人

才特别评审，择优评审通过正高级职务 24 人(含确认正高级

职务 13 人)，副高级职务 30 人（含确认副高级职务 10 人）。 

三是评审科研项目、认定学术成果等。在相关职能部门

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评审推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辅

导员专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中国

移动项目，重庆市科协“科技新星培育工程”项目及霍英东

青年基金项目等。经相关职能部门报送有关部委评审，2017

年，学校新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2 项，教育部辅导员专项项

目 1 项，教育部-中国移动项目 1 项。择优评审通过人文社科

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团队项目 20 项、重大培

育项目 9 项、重点项目 29 项，自然科学类团队项目 10 项、

培育项目 7 项，重点项目 62 项；组织完成了自然科学类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及以上项目的结题验收。 

（三）履行学术咨询职责，为学校发展谏言献策 

承担学术咨询 8 项，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74 条。主要工

作如下： 

一是对《西南大学学科分类建设方案》及《西南大学学

部运行管理办法》提出咨询意见及修改建议，推动学校“双

一流”建设发展及进一步探索学术委员会体制机制建设。 

二是对《西南大学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评审办

法（修订）》及《西南大学“含弘人才特设岗位”实施办法（试

行）》，提出咨询意见及修改建议，确定具有中国特色、符合

学校实际的人才评价标准，坚持分类评价，不断优化教师队

伍结构，建设高水平团队。 

三是对《西南大学自然科学类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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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西南大学自然科学类研究机构

管理办法（修订版）》提出咨询意见及修改建议，深化学校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学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双一

流”建设。 

四是对《西南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西南大学本

科学生课程成绩认定与学分转换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咨

询意见及修改建议，确定人才培养的学术标准并规范管理流

程。 

三、多措并举，积极营造学术氛围 

为了营造良好的校园学术氛围，学术委员会 2017 年开展

了首届“西南大学重要学术成果”评选活动。经推荐申报、

资格审查、学术评价及学术道德专门委员会推荐评审、学术

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补充推荐以及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审定，最终 27 项成果入选首届“西南大学重要学术成果”，

其中人文社科类成果 13 项，自然科学类成果 14 项。入选成

果均在学校第三次科研大会上接受学校公开表彰。 

首届“西南大学重要学术成果”评选过程中，自然入选

成果及候选成果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系列宣讲，共举办报告

会 29 场，约 5300 人听取了报告；校园网首页“学术看板”

板块及学术委员会办公室网站发布新闻及宣讲预告 61 篇，西

南大学校报连续 3 期开辟专栏进行系列报道；同时，学术委

员会办公室联合党委宣传部、党委网络工作部在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上开设“学术西大”板块，宣传此次成果宣讲，该

板块阅读量已近 130 万，反响热烈。 

此次评选活动是学术委员会积极营造学术氛围，加强学

校重要学术成果宣传的重要举措。系列宣讲及多渠道宣传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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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全校师生对学校学术研究成果的关心了解，营造了积极

活跃的校园学术氛围。 

四、学习调研，不断提升学术委员会建设水平 

在探索推进学术委员会各项工作的同时，为提升工作水

平，学术委员会积极开展业务学习与工作交流。一是与兄弟

院校保持线上交流，互相学习探讨学术委员会运行经验。二

是加强与学术分委员会的沟通交流，根据学术委员会工作要

求，对部分学院（部、所、校区）进行了走访调研，了解各

学术分委员会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为学术委员会下一步工

作开展及相关办法的制定奠定前期基础。三是增进与有关职

能部门的协调合作，进一步厘清工作职责，理顺工作程序，

提升学术委员会的履职能力。 

各位代表，2017 年学术委员会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但对照十九大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学校学

术委员会还需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手段,提升自身履职能力，学

术委员会工作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深化，如：人

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以及科研项目的评审程序及评价标准

需进一步完善；学术评价与学术事务管理信息化系统的构建

亟待开展；学术委员会自身建设及机制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

深化、“学部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及运行和学术委员会发展的

有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2018 年工作思考 

一、真学实干，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一是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学术委员会工

作始终；二是立足“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



6 / 7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发展理念和重点任务，组织委员论坛，

凝聚学术委员集体智慧，结合区域需求与学校实际，为学校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描绘蓝图；三是充分发挥学

科优势，重点围绕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判断、新战略、

新目标，开展研究、转化成果、服务决策，并组织开展研究

成果系列报告会，在全校积极营造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调查研究的浓厚氛围，积极推动全校师生对十九大精神的学

习及践行。 

二、继往开来，认真做好换届工作 

2018 年是学术委员会换届之年，换届工作是学术委员会

的重要工作。一是组建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组，保障换届工

作领导科学，组织有力；二是起草完成换届工作方案，明确

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工作分工及工作流程；三是形成《西

南大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工作报告》，全方位回顾总结第三届

学术委员会运行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推进学术委员会机制

体制建设，并根据需要适时修订学术委员会相关规章制度。

四是做好对学术分委员会换届工作的指导及监督。 

三、规范履职，科学引导学术发展方向 

一是更加扎实地履行审议审定职责，积极凝聚校院两级

学术委员会集体智慧，科学引导学术发展方向。二是更加公

开公正地履行学术评定职责，完善评价标准，规范评价程序，

注重评审信息的公开公示。三是更加主动地履行好学术咨询

职责，组织学术委员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

队伍建设的专项咨询，在学术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

切实加强对学术分委员会的指导与监督，充分发挥学术分委

员会的作用，进一步落实“教授治学”。 

四、与时俱进，大力提升学术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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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响应“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号

召，深入推进信息化评审及管理服务。启动“学术评价与管

理信息化系统”专项建设工作，更新评价手段，提升工作效

率。二是围绕学校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

和学校有关部门，探索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标准，为建立中

国特色的评价体系做出积极贡献。三是进一步规范学术评价

程序，出台学术评价工作流程与细则。注重同行评价，适当

引入校外国际国内同行评价；完善评价过程的监督检查，注

重有关评审信息的公开公示。四是进一步加强办公室建设，

规范办事流程，提升业务能力，做好办公室日常工作，更好

地服务全校师生。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行政

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学术委员和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学校学术委员会统筹并依章履行学术职责，坚持推进“教授

治学”，积极营造学术氛围，在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内部治理

结构道路上稳步前行，收获良多。2018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校学术委员会将继续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升履职能力，积极为学校发展谏言献策。校学术委员

会将继续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行政的支持下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进一步凝聚和发

挥全体学术委员和广大教师的集体智慧，倡导潜心学术、追

求卓越，为学校“双一流”建设、为实现建设高水平综合性

大学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