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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学校的发展，根据省政府有关会
议决定，我校将于近期成立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
事会。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已有60多年办学历史，
培养出一批批创新创业的有为才俊。办学以来，
尤其是学校更名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后，学校的
发展得到了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厚爱和
支持。

学校成为海洋类高校后，由省属二类地方本
科高校跃升为实施国家海洋战略和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的部省市共建高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优
秀海洋人才，推动海洋产业发展的重要使命。理
事会的成立可进一步统筹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和
市场资源，聚集发展动力，建设国际化、开放性、
应用型、有特色的高水平热带海洋大学。

理事会由办学相关方面代表参加，发挥咨

询、协商、议事与监督作用，支持和监督学校的发
展，是学校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
重要组织形式。理事会设理事单位和个人理事，
设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理事。理事会下设秘书处，设秘书长、副秘书
长。理事长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欢迎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报名参加理
事会，支持和参与学校的海洋学科建设、海洋科
学研究、海洋文化发展、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
等，共襄学校转型发展大计。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将铭记您支持学校发展
的助学善举！

海南高等教育将书写您支持海洋经济发展
的历史担当！

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将融入您胸怀祖国前途
的民族大义！

风好正是扬帆时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建设巡礼

2015 年 9 月 24 日，
南海之滨诞生了中国最年
轻的海洋类高校——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年纪虽
轻，资历非浅！学校前身
是广东省1954年创办的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师范
学校和1958年创办的海
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范专
科学校，已经有60多年历
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培育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几经调整、更名、升级，
2006年学校成长为本科
高校“琼州学院”。2009
年琼州学院主校区由五指
山市搬迁至三亚市，驶进
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60多年来，学校的发
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
心、支持和帮助。学校更
名后，由省属的二类地方
本科高校，上升为担当国
家战略任务的部、省、市共
建的高校，既服务于地方
经济发展需求，又承担着
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实施
南海建设重任，其功能、定
位更加明确，作用和影响
力更加凸显。风好正是扬
帆时！根据省委、省政府
决策，学校主动作为，一手
抓外延拓展，一手抓内涵
提升，凝心聚力，鼓足干
劲，扎实工作，已形成了
“人心思海、人心向海、强
力转海、担当闯海”的实干
氛围，呈现出了蒸蒸日上
的发展态势。目前，学校
正处于建校以来最好的发
展时期。

四个“面向” 科学定位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学校认真研究，先
后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制定了学校“十三五”发展
总体规划，明确了办学定位、办学目标、人才培养
思路。学校定位于面向南海、面向东盟、面向国
际旅游岛、面向产业，建设成为开放性、应用型、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热带海洋类高校，为国家、海
南的海洋产业发展培养优秀的应用型、技术技能
型人才。在总体规划的框架下还编制完成了学
科、专业、师资队伍、校园建设子规划，并初步确
定了配套实施方案。

省部市共建 拓展大格局

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直接推动下，从
中央部委到全省各厅局、各市县都对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巨大支持。海
南省人民政府分别与教育部、国家海洋局、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等正式签署共建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协议。国家海洋局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从政策、项目、人才、技术、资源等各个方面对学
校建设全力支持和帮助，国家海洋局将划拨1艘
科考船，支持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开展海洋科考和
相关研究。三亚市、三沙市将热带海洋学院的建
设工作列入规划，从政策、资金、土地、岛屿、海
域、岸线码头等各方面全力支持学校建设。北京
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
学、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三亚研究中心、国家海洋
局有关研究所、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等也与
学校签订了共建协议，目前已开展了相关共建工
作，中国海洋大学三亚研究生院在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挂牌成立。

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如此高度共识和协同支
持的力度，前所未有，由“省市共建”到“部省市共
建”的大格局已基本形成。

实干开局 成果丰硕

按照《十三五规划》方案，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人围绕着国家海洋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需求，以一天都不耽误的精神投入了全新的建
设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是面向南海建设确
立6大重点学科专业。学校确定了海洋人文历
史、海洋旅游、海洋管理、海洋食品、海洋信息、海
洋生物生态与环境等六大重点建设的学科和领
域，并优先发展海洋类学科专业。今年学校又获
教育部批准，新增了船舶电子电气工程、水产养
殖学、海事管理、财务管理等4个海洋类专业。
今年学校还拟申请海洋科学、海洋技术、文物与
博物馆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电子商务等5
个涉海专业，进一步完善海洋专业学科体系。

二是面向东盟与9个国家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2015年，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获教育部、外
交部批准，成为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此
后，学校先后与东盟9个国家建立起了合作交流

关系。签订17份合作协议，与缅甸仰光外国语
大学、印度尼西亚万隆旅游学院、菲律宾圣名大
学、越南芽庄大学等高校建立了联系，拟在当地
合办汉学院、孔子学院或学生海外实训基地。

三是面向国际旅游岛战略重点打造4大省
级特色学科。学校紧扣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和三亚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建设需求，重点
打造海洋、旅游、民族、生态四大特色学科，目前
已经拥有旅游管理、动物学等省级重点扶持学
科，及民族学、环境保护等省级重点（培育）学科。

四是面向“十三五”重点产业市场，谋划建设
热带海洋“蓝色硅谷”。学校密切对接海南省

“12+1”重点产业，加强海洋生物工程、环境工程、
信息工程和船舶工程等重点专业建设。一年来，
联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科院遥感所、北京
大学、北京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陆续开展了海洋
观测、海洋信息、海洋大数据等方向研究。建设学
校国家大学科技园、海南海洋观测中心、亚太金融
产学研基地、海南邮轮游艇产学研基地等项目。
学校国家大学科技园区还将与在建的三亚荔枝沟
教育产业园区、规划中的三亚国家海洋蓝色硅谷
共生发展，“三园合一”，在三亚打造一个国家热带
海洋的产业集中区和人才聚集地。

深化内涵 拓展外延

突出内涵建设，夯实学校发展基础。今年，
学校编制完成了“十三五”发展总体规划和学科、
专业、师资队伍、校园建设等分规划，明确了办学
定位。调整和优化海洋学科专业布局，重点打造

“文、管、工”三个学科门类。学校以海洋类应用
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为重点，将海洋专业化教育和
专业能力训练集中在课堂和实训基地来完成，学
生整体素质得以明显提高。尽快引进高端人才，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申报教育部海南民族
教育研究基地（已获准成立）、海南省海洋食品工
程中心（已获准成立）、热带海洋生物资源利用与
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南省热带海洋渔业资
源保护和利用重点实验室、海洋环境工程中心、
南海文明研究基地等省部级科研平台，继续力争
在国家重大课题、重点项目上有新的突破。

保障教育教学发展，完善校区功能布局。学
校将建设艺术教学楼和艺术排演中心、海洋人文
社科大楼、国际教育与学术交流中心、专家公寓
楼、大学生活动中心、海洋科研综合大楼、东盟合
作教育综合楼、南海历史与文博教学实训楼、国
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楼9个项目，目前已被列入
2016年省市重点项目投资计划。艺术教学楼和
艺术排演中心项目今年6月动工建设。其他8个
项目的勘察招标已完成，设计招标正在启动，力
争年底开工建设。为拓展学校办学空间，在省
委、省政府和三亚市委、市政府支持下，省市划拨
学校周边681亩建设用地，以及岛屿、岸线、码头
等支持学校建设。目前，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届时，一个高层次规划、高水平设计、高标准建
设、国际化的新增校园与原有校园，将共同为学
校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筹备成立学校理事会，创新学校治理结构。

学校正在筹备成立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事会，目
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中。按照筹划，理事会
设理事单位和个人理事。首届理事单位为与我
省签订合作协议共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单位，
个人理事由政府、企业、高校、研究院所中具有代
表性和较高影响力的人士组成。首任理事长、副
理事长将由省市主要领导和省内外知名企业负
责人担任。“欢迎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报名
参加理事会，支持和参与学校的海洋学科建设、
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文化发展和产学研合作等，
共襄学校转型发展大计。”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
委书记韦勇表示。

聚集人才 支撑发展

大学之大，乃大师之大。学校已聘请到国内
海洋科研领域一流专家丁德文院士、朱蓓薇院
士、林浩然院士等为“双聘”院士。此外，通过“特
聘院士”、“特聘教授”、“讲座教授”、“住校教授”
等一系列人才政策，延聘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当代著名文学家王蒙、
余光中等一批高层次重要人才。2015年，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引进了首批高学历、高职称的43
名涉海学科专业教师。聘请中科院深海所、遥感
所和中国海洋大学等单位235名涉海科研人员、
教师作为学校兼职教师。

近期学校又制订了人才引进计划，强力引进
学科带头人、领军型人才及涉海类高层次人才。
今年学校将重点引进海洋人文、海事管理、海洋
旅游、海洋生物生态、海洋食品、海洋信息等6个
高精尖科研团队；引进海洋科学、水产学、船舶与
海洋工程等9名学科带头人和88名教学科研高
层次人才，以满足学校转型发展的需求。

学校还计划组建“热带海洋高等研究院”，进
一步吸引国内外顶级人才到海南创业创新。充
分利用三亚候鸟人才聚集的优势，通过邀请候鸟
教授在校园进行短期讲学、咨询指导、项目合作，
弥补了高校高层次人才短缺的问题。可以说，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正在逐渐形成三亚的高水平人
才聚集地。

产教融合 协同创新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实现飞跃发展的重要举措。学校与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中国惠普有限公司、三亚鸿洲国际
游艇会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多家企
业展开校企合作，整合各界资源优势，推行“嵌入
式”、“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合作单位共建
了115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并聘请了75名企业
的行家里手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目前，这样的
校企合作模式已覆盖到学校海洋、旅游、民族、生
态、信息等各个主要学科和主干专业。

学校依托大学科技园，支持和鼓励师生创新
创意创业，园区现有在校教师开办的企业32家，
学生开办的企业24家，由学生自主研发的兼果
APP、六旋翼无人飞行器的藻类叶绿素监测装置
等成果深受业界好评。

一年来，学校密切对接中科院深海所、中科
院遥感所、国家海洋局第一、第二、第三研究所等
研究院所，以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上海骄
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清蓝金融集团等知名企
业，共同开展海洋观测、海洋遥感、海水淡化、亚
太金融等方面的科技合作；与北京协同创新研究
院、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
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联合开展海洋协同创新研究院、一带一路互联互
通研究中心建设，发布一带一路指数，开展南海
研究和南海大数据中心建设，一个具体的产学研
协同创新、合作育人体系逐步构建起来。

瞄准国际 放眼未来

依托三亚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的
区位优势，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围绕海洋特色学科
专业建设，整合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高
国际化办学水平。目前已拥有教育部教育援外
基地、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区域学中方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南）三亚基地、中国
—东盟教育培训中心等多个国际交流平台。

借助国际交流平台，学校先后与58个国家
和地区高校开展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教育文
化交流与合作。如在学院、学科和专业层面，学
校与奥地利 IMC应用技术大学共建了中奥学
院，拟在本科项目基础上筹建研究生点；引进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团队建设实验室；与美国
迈阿密大学共建邮轮游艇专业；与德国不来梅大
学、哥廷根大学、汉堡大学共建海洋专业，共同培
养研究生，建设实验室。

为拓宽视野，招揽国际人才，学校与乌克兰国
立马卡罗夫上将船舶大学初步商议，建立中乌船
舶与海洋工程联合重点实验室，计划整体引进乌
克兰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教授、中国留学生到
学校工作。学校还通过教育部“春晖计划”，邀请
6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博士到学校考察并作学术
报告，目前正商谈引进9名旅德博士团队事宜。

为提升国际影响力，学校致力于推动国际性
的学术交流研讨会议。学校于2010-2015年连
续承办六届教育部援外基地项目，来自亚非的共
42个国家160名旅游部官员和旅游行业高管、大
学旅游学院院长参加论坛。自去年以来，学校连
续主办了三亚国际旅游教育论坛、国际旅游教育
论坛暨中国—东盟旅游发展研讨会、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三亚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区域学中
方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年会等国际学术会议。进
一步加强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学科专业、
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

“汇力八方沐新雨，同声四海众相倚”。站在新
征程的起点，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坚持服务国家战
略，高目标定位、高起点布局、高标准建设，一定不负
山海的厚爱，人民的嘱托，国家与民族的期待，尽早
建成一所立足海南、服务南海、面向东盟的国际化、
开放性、应用型的高水平热带海洋类大学。抓住国
家战略机遇，扛起中国的海南担当和学人的国家担
当，这座文化意义上的“南天一柱”将以崭新的姿态，
屹立在浪漫天涯，展姿于神州大地！（肖皇 文/图）

设
备
齐
全
的
实
验
大
楼

椰风海韵的优美校园环境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校区现有校园计划建设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项目名称

海洋人文社科大楼

国际教育与学术交流中心大楼

专家公寓楼

东盟合作教育综合楼

南海历史与文博教学实训大楼

大学生活动中心楼

海洋科研综合大楼

新建项目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楼

合 计

预计开工时间

2016年下半年

2016年下半年

2016年下半年

2016年下半年

2016年下半年

2016年下半年

2016年下半年

2016年上半年

2016年上半年

建筑面积

（㎡）

15000

34100

(地下面积10000)

37800

（地下面积7800)

27600

(地下面积7600)

25351.35

(地下面积1351.35)

27700

(地下面积10700)

34600

(地下面积7300)

15165

217316.35(地下面

积54751.35)

投资金额

（万元）

4936

14118

14858

11442

11459

17216

14604

4005

5637

98275

备 注

教学行政用房

基础设施配套

基础设施配套

教学行政用房

教学行政用房

教学行政用房

科研用房

水电及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

科技园用房

教学行政用房面积6.6万㎡

(不含地下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