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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是海南的龙头高校，也是
国家“211工程”大学里的新兵。如何快
速发展，在全国众多重点高校中占领一
席之地？从2008年底创建“211工程”
之初，海南大学的建设者就决定以特色
作为核心和突破口。

“大学的学科有很多，如果不找准定
位、重点建设，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
效。”海南大学有关负责人说，“学校经过
仔细研究，最终确定了最能体现区域特

色，又符合地方以及国家需求的四个学
科方向，那就是‘热带、海洋、旅游、特
区’。”

细细推敲这8个字，不难发现它们
与海南的定位及发展趋势高度契合。

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
的热带岛屿省份，有200万平方公里的
海域面积。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海南正加快打造中外游客的度假
天堂和海南百姓的幸福家园；三沙市获

批成立，肩负着国家经略南海，维权维
稳、开发保护的重要使命；在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中，海南被列为重要的战略支
点；拥有良好的光热资源，是国家南繁育
种基地和全国冬季“菜篮子”，正着力打
造热带现代农业王牌……

确定了“热带、海洋、旅游、特区”这
四个方向后，海南大学坚持“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原则，分类部署、强化特色，优
先发展重点学科，着力优化学科结构。

组建了“热带作物遗传育种与生态保
育”，“热带海洋经济动物繁育和海洋生
物利用”，“热带特有优势资源开发和加
工新技术”，“海洋通信与信息岛建设”，

“海南特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海南历
史文化和黎族研究”等6个“211工程”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并获得国家批准。

与此同时，学校还取得了“热带生物
资源可持续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培育基地”、“热带水产动物繁育与健

康养殖技术创新与转化”、“海南特色矿
产资源制备先进材料的关键技术研究”、

“适应于海洋环境的移动通信关键技
术”、“南海资源开发与安全保障机制研
究”、“海南历史与民族文化博物馆”等多
个标志性成果。

这些丰硕的成果几乎都与“热带、海
洋、旅游、特区”8个字相关联。这也进
一步印证了海南大学立足省情，以特色
引领学校发展的路子走对了。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取得重大突破：

千帆并发破浪行
水清沙白，丛丛簇簇的珊瑚群间，狐吊、七彩

吊、公子小丑等色彩斑斓的热带海洋生物自由穿
梭……曾经全副武装潜入深海才能窥得的美丽景
象，如今竟能完整呈现在海南大学海洋牧场研究
室的几口“海洋牧场生态模拟试验缸”里。

别看鱼缸小，它模拟的却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洋。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王爱民主持建设的中
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三亚蜈支洲岛热带海洋
牧场，就是借助从这个研究室里诞生的最新技术，
为我省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恢复与保护起到带头
作用，也让“借助自然的力量恢复海洋环境”的梦
想成为现实。

这项研究只是海南大学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海洋生物实验教学中心的诸多课题之
一，更只是该校近年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取得重
大突破，特色优势和龙头作用彰显的一个缩影。

人才强校 学科建设成果丰硕

近几年，海南大学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不
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在人财物的投入方面创下
历史新高：利用“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
专项经费、省财政配套经费和学校自筹资金，筹集
1.4亿元用于师资队伍和团队建设。

“可以说，自己跟自己比，我们有进步、有跨
越，有提升。”如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所说，当前，
海南大学师资队伍的结构得到明显优化，高层次
人才汇聚效应凸显。该校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
数量从原来的376人增至528人，占海南省博士
总数50%以上；新增各类专家80多人，其中“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0人；拥有海南省
全部的国家级教学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农业
部创新团队。

这些高层次人才为海南大学哲学、经济学、法
学、文学、理学、农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9大
门类的多个学科，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发展动
力。近年来，各个学科教学研究成果丰硕——

推动海南大学入选首批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
育培养基地，新增1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1个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
个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7
个国家级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
2个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项目，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2项，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1个。

海南大学还在积极围绕国家战略和海南地方
发展需求组建特色创新团队、加强优势特色学科
建设，部分研究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促进
或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显著提升。

英才辈出 人才培养捷报频传

在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强大教学科研平台支
撑下，海南大学人才培养工作同样取得长足进
展——

从就业看，截至8月底，2015届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为89.58%，签约率为72.24%。其中本科
生就业率为89.76%，签约率为71.83%；

从升学看，共有447名优秀本科生被推荐免
试攻读硕士学位，其中推免至北大、清华等“985
高校”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达300多人；

从对外合作看，首批5名学生通过“海南大学
双一流留学项目”，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4所世界一流大学录取为本科插班生，开始为期
一年的留学生涯，还分享了母校提供的约117万
元的奖学金，可谓双喜临门。

近几年，“创客”火遍大江南北，宣告着“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真正来临。去年，海南大
学创新院继续开拓前行，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及

“阳光岛”创客空间正式揭牌成立，意味着一个“全
过程、阶段式”的创业教育体系、一个“全方位、多
平台”的创业服务体系、“有特色、市场化”的创业
团队孵化体系正在形成。

如今，海南大学学生不仅拥有“天空之城”浸
入式虚拟现实眼镜、“拉乌”古法红糖等多项创
新创业成果，在有着大学生科技创新“奥林匹
克”竞赛之称的“挑战杯”系列竞赛等大赛中斩
获佳绩，频频创下海南省高校参加本项赛事以来
的最好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师生在热带作物育种与
栽培的利用、热带海洋珍稀水产品的繁育、热带生
物资源的利用、绿色功能材料的开发应用、海洋通
信和旅游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转化和推
广应用不断推进，为海南农民脱贫致富、产业转型
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海之滨，千帆并发，一个历史悠久却充满活
力的高校正胸有成竹，迈步向前。 （文/林蔚）

围绕“热带、海洋、旅游、特区”，海南大学立足省情、找准定位、以“特”取胜——

四大办学特色引领发展服务海南

椰子树摇曳婀娜、红树林为湖面铺上绿毯，远眺海景风光尽收眼底……烙着大海之南印记的校园风光让人对海南大学过目
难忘。

同样，海南大学在办学中也深深渗入了海南的地方特色，围绕“热带、海洋、旅游、特区”这8个字，学校整合资源，优化结构，
提高质量，逐步形成了与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体系，以特色引领学校发展，以特色服务海南。

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担负着
先行先试全国“试验田”的作用。“改革、创
新、开放”的特区精神已经融入海南发展
的骨血。对海南大学来说，如何体现“特
区”特色？最关键的还是要“创新”，以创
新出理论成果，更好地指导实践。

为加强海南低碳经济研究，促进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2010年，由清华大学、海南
大学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等单位合作

创建的“海南低碳经济政策与产业技术研
究院”（以下简称“海南低碳院”）在海南大
学挂牌成立。其目标是搭建国际交流、合
作平台，为海南低碳经济示范区建设提供
技术支持、人才支撑、政策咨询等服务。
这对于中国探索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011年，学校与省社科联共建立了
海南省南海法律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海

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成员以
海南大学相关学科的专职教师为主，并
吸收部分校外优秀专家，重点围绕海南
省的南海海域管辖权，南海油气、旅游、
渔业等资源的开发，南海海域环境保护、
应急管理、信息服务、搜救、文物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展开研究，产出一批
优秀的科研成果和政策建议。

海南在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中，最

缺的是人才和智力支持。海南大学与南
开大学联合成立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发
展研究院”，主要任务就是对国际旅游岛
建设开展对策性研究，在政策体系、法律
法规、管理机制、社会事业、产业发展、教
育培训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打造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发展的政府智库、业
界智囊、学术高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此外，学校在“海南经济特区体制机

制创新研究”学科上，立足海南经济特区
体制机制建设，依托法学、政治学、经济
学、管理学学科，围绕海南经济特区法制
建设、大特区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服务
型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国际旅游岛建设
体制与机制创新等方面开展研究。

这些理论成果虽然无形，却对海南
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外交大局，发挥着积
极、深刻的影响。 （文/吉元）

近年来，海南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超过4000多万人次，但旅游专业人才的
短缺却是一大短板。

作为培养本土人才的高地，海南大
学立足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着重加强
了旅游人才储备和资源条件建设。
2010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顺利
完成收回旅游学院的共作，使旅游学院
真正成为海南大学的一份子；同年，在省
校合作框架下，经省政府批准，海南大学

与南开大学联合成立了“海南国际旅游
岛发展研究院”。

2014年，在省委主要领导的关心
下，学校又获批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MTA）授权点，开始招生旅游管理硕士
研究生；此外，旅游学院与爱尔兰都柏林
理工学院合作办学的会展经济与管理
（合作办学）专业也正式开始招生。

为“探索适应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旅游学院连续

承办了三届文科实验班，其中，2011级
文实班团支部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
部”称号。在实习实践教学上，海口书
香海韵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南大学邵逸
夫学术交流中心挂牌成为校内实训基
地；完成高尔夫管理实验室、3D旅行社
管理与模拟导游实验室、酒店及会展管
理实训中心的建设工作。学院还采用

“订单式”培养等，与旅游相关企业进行
广泛合作。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

就业上得到了检验。2012年以来，旅
游学院毕业生就业率每年居全校前列，
其中2014年就业率达92.68%，全校排
名第五，签约率达90.43%，全校排名第
一。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一直以来，海
南大学坚持挖掘整理海南本土文化，为
海南旅游增添了不少特殊魅力。

打木节、打陀螺、打狗归坡……
2015年4月，多项失传的黎族传统体育

项目在海南大学运动场再现。这是学校
黎族传统体育特色教学改革研究团队历
时8年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传承文化，为
海南旅游增添民族特色。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于2013年底启
动“琼古遗韵”项目建设，师生利用暑期
深入挖掘整理海南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剧目《琼古遗韵》，展演了海南八
音器乐等11个非遗项目，并参评2015
年海南省“文华奖”。

作为国内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
份，蓝色是海南的永恒底色。

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表示，党的十
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顶层战略
布局，海南从海洋大省迈向海洋强省，是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

“海洋”理所当然成为海南大学重点培育
和发展的办学特色。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学校坚持“引进

来、送出去，强化本土培养”原则进行师
资队伍建设探索，为开展海洋研究打造
出了一支高等教育的“梦之队”。学校自
主培养了省内唯一的“长江学者”并打造
了海洋领域的研究团队，同时还引进了
专门从事海洋建筑化学及相关新型建筑
材料研究的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在学科建设和科研上，学校鼓励倡
导教师围绕海洋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的

科研工作。学校组建了“热带海洋”学科
群，包括海洋学院的水产养殖学科、海洋
科学学科、药学学科、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的海洋工程学科共4个学科；配合和服
务于国家和海南省的重大现实需要，着
力将海洋政策与法律研究打造成国家一
流学科，与省社科联共建南海政策与法
律研究中心，研究南海重大法律问题；围
绕解决南海海洋渔业经济、渔业安全生

产、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军事海洋环境保
障和维护国家海权所遇到的信息技术与
服务问题，着力将“海洋信息与智慧服
务”打造成国家一流学科……

当前，海南大学在我国南海海洋生物
技术、海洋药物和海洋环境生态研究方
面，已经取得了“波纹唇鱼人工繁殖技术
研究”“驼背鲈健康高效工厂化养殖技术”

“点带石斑鱼规模化人工繁育技术研究”

等一批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
研究成果。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罗素
兰及其团队，证明了海洋药物芋螺毒素在
镇痛、治疗成瘾、帕金森症、癫痫等多种疑
难杂症和抗癌等方面具有极好的应用前
景；海洋学院教授王爱民主持建设的中国
首个热带海洋牧场——三亚蜈支洲岛热
带海洋牧场，为我省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
恢复与保护起到了带头作用。

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一大职能。作为
地方高校，海南大学鲜明的地域特色，为
海南发展提供了匹配、强大的智力引擎。

在热带研究方面，海南大学专门设立
了热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部，重点聚焦热
带农业、热带植物、热带畜牧业、热带渔业、
热带旅游、热带海洋资源等学科方向的教
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与此同时，学校以科
研创新平台和人才资源优势为依托，建立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大力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学校的科技工作者们研发出
了石斑鱼、罗非鱼新品种，改良了琼海油
茶、昌江芒果，开展了盐荒地治理、冬季瓜
菜病虫害防治、槟榔等热带水果虫害防
治，规范了农药使用等技术，帮助农民解
决了诸多热带农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
问题、新情况，提高了农民种植收入。

比如，通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方斑东风螺无公害养殖关键技术示范
与推广”，扩大海南方斑东风螺养殖规
模，年产量达6000吨，产值4.8亿元，带
动就业人数3000人，促进方斑东风螺养
殖成为我省贝类养殖第一大产业。“海巴
戟（NONI）规范化种植和产业化开发”
在海南省推广种植面积达1万多亩，推
广种植农户600多户，累计创造效益3.1

亿元，带领农民增收致富成效显著。
为了与地方发展的具体需求更好对

接，海南大学目前已与昌江县、儋州市等6
个市县开展了市（县）校合作，实施了一批
服务地方的合作项目，取得良好经济和社
会效益。在此基础上，学校创新方式，积
极开展二级学院“一院一市（县）”以及“一
师一点”特色服务，越来越多海大老师活
跃在全省各市县、乡镇的服务点上。

每年冬季瓜菜开种前，都是海南大
学环境与植物保护学院教师范咏梅最忙
的时候。她已连续三年到乐东各乡镇轮
流培训当地农民，传授冬季瓜菜病虫害
防治、农药使用等技术。“当地农民以往
习惯打‘保险药’，不管有没有病虫害，隔
段时间都喷一下。现在教农民判断冬季
瓜菜的常见病，对症施药，大大减少了农
药的使用量。”范咏梅说。

办学特色与地方发展高度契合

助力打造热带现代农业王牌

聚力保护开发蓝色国土

培养旅游人才增添文化魅力

为理论研究与创新献智献策

海南大学进行海上通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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