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五年工作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转型升级和争创“双一流”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扎实培育一流学科

大幅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竭力履行社会服务责任

大力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稳步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

全力打造一流师资

有序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快建设智慧校园

精心打造美丽校园

全面从严治党，
保证党委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着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

广泛凝聚学校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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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至7日，中国共产党海南大
学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海口举行。笔者
从会上获悉，自2008年7月海南大学第
一次党代会召开以来，该校党委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教育部的大力
指导下，在省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
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团结带领全校
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励精图治，
奋发有为，谱写了海南大学健康快速发
展的辉煌篇章。

八年多来，海南大学攻坚克难、砥
砺前行——奋力完成了两校合并融

合、校区规划建设、旅游学院回收、
“211工程”建设、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计划重点项目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
与热带农林学院挂牌运行等一个又一
个艰巨任务，跨过了学校发展提升中
的一道又一道坎，实现了两校合并建
设有特色高水平“211工程”大学的阶
段性目标。

八年多来，海南大学抢抓机遇、锐
意进取——继成为国家“211工程”建
设高校之后，又争取成为了国家中西
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重点建设高校、

国家中西部“一省一校”重点建设高
校、海南省“双一流”建设重点支持高
校，构建了学校发展提升的更大格
局。此外，该校还深入推进了人才培
养方案优化、冬季小学期、文理科实验
班、教学科研工作量互换、学院目标管
理、干部任期制和轮岗交流制等一系
列重要改革举措，不断增强了学校的
办学活力和发展后劲。

八年多来，海南大学科学发展、大
步跨越——紧紧围绕内涵发展这条主
线，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

校、开放活校”战略，主动推进由规模扩
张向内涵发展的办学转型，积极面向国
家和海南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内外学
术前沿，着力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和教
师学术影响力，推动学校综合实力和核
心竞争力迈上了新的台阶。

通过总结成果、梳理经验，该校
党委深深体会到：发展学校各项事
业，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
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必须
始终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内涵发展，注重

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必须始终坚
持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和担当；
必须始终坚持人才强校，不断增强
学校发展的人才优势；必须始终坚
持改革创新，加快将学校各项事业
推向前进。

会议明确：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海
南大学将以更加科学的理念指导办学
治校、引领改革发展、促进转型升级，
加快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合作交流的
能力与水平。

今后五年，海南大学将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省第七次
党代会精神，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创
新体制机制为保障，全力加快转型升
级和争创“双一流”，到“十三五”期末，
争取初步建成为人才辈出、贡献突出、
制度完善、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
全国百强高校。

海南大学第二次党代会要求：

为加快学校转型升级和争创“双一流”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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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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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

985高校

211高校

2012年

161名

41名

2013年

288名

70名

2014年

293名

94名

2015年

282名

114名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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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名

合计

1341名

519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自然科学

44项
51项
53项
64项
75项

社科

12项
18项
11项
12项
18项

总计

56项
69项
64项
76项
93项

师资队伍
在编教职工2570余人，专任教师1928人。

1.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已达648人，占全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33.8%；

2.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已达362人，增幅122%；具有海外留学

经历的教师已达320人，增幅272%。新增国家级和省级各类专

家近100人。

3.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情况：

自主培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1名：

罗素兰

引进“千人计划”特聘专家1人：何朝族

引进学校认定的E类以上高层次人才105人。

学科建设
1.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名称：2个

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热带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2.国家级重点学科名称：3个

作物遗传育种、植物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培育）

3.一级学科博士点名称：

生物学、法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生态学、作物学

科研情况
2012-2016年学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基金立项情况（单

位：项）

学生培养
1.海南大学录取平均分平均高出各省控制线的分值：

备注：
2009年在一本录取省份为29个（广东、江苏仅在二本招生）
2010年以后一本录取均为31个省份

2.外校接收海南大学免试推荐研究生情况：

（以上数据来自海南大学统计）

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
本科招生录取分数线大幅提升。“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取得

积极成效。在校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数量显著增长。一批学生创业团队
获得风险投资支持，“开椰神器”、虚拟现实眼镜等一批学生创新成果走上技术
转化之路，入选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考研率逐年提升，
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稳中有升，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
校之一。

学科水平大幅跃升
新增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8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别。热带农业、生态与环境保护、海水养殖、海洋药物、
海洋工程、热带岛屿化工材料、海洋信息技术、南海政策与法律、海南历史文化
等领域在国内彰显一定学科优势。水产养殖学科在第三轮全国学科评估中进
入前十名。

科研竞争力显著增强
年度科研到账经费增长近10倍。新增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

计划”创新团队和农业部“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各1个。获得近
40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约占全省此类项目的40%。获
得省级科技成果一等奖15项、省级社科成果一等奖17项。获批建立南海海洋
资源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相继建立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
心、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研究院和海南低碳经济政策与产业技术研究院，并入
选中国智库索引。

社会服务喜结硕果
在人工岛礁建设、热带果蔬优质高产栽培、家畜养殖、海水养殖、石英砂资

源利用、热带海洋牧场建设等领域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
技支撑与智力服务。创新“一院一县”“一师一点”科技服务地方模式，与海南多
个市县、厅局的合作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东方市大田镇乐妹村精
准扶贫取得阶段性成果。面向本省党政干部、企业高管和技术骨干举办的各类
高级培训受到了广泛的积极评价。

人才队伍迅速壮大
引进学校认定的E类以上高层次人才105人。全职引进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专家1名，自主培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均实现海南高校零的突破。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已达648人，占全校专任教师总数的33.8%；具有正高职称
的教师已达362人，增幅122%；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师已达320人，增幅
272%。新增国家级和省级各类专家近100人。

国际合作交流稳步提升
与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合作举办的本科教育项目正式实施。与美国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创建国际旅游学院进展顺利。年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
习人数达到450多人，占当年入学学生人数的5%，超过全国“211工程”建设高
校的平均水平。构建了学历层次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留学生人才培养
体系，入选教育部第二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获批成为省内首家接收中国政府
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的高校。

办学条件和师生福祉极大改善
第四教学楼等一批项目交付使用。新增校舍面积39.7万平方米，新增仪器

设备67410万元。图书馆藏书新增205万册，文献保障体系建设得到加强。教
育事业经费财政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教职工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落实
了学生热水洗澡设施建设和学生宿舍空调安装。加大文明卫生校园创建力度，
有力支持了海口市“双创”工作，被评为“海口市文明卫生单位”。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以制订《海南大学章程》为契机，完善了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

内容的学校治理体系。出台了《海南大学二级单位党组织工作条例》《海南大学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试行）》等一批党建制度。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创先争优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念、提高认识、改进作风。共发展了15865名
党员，创建57个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切实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营造了风清气
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海南大学
第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

作成果

小目标

师资
队伍 专任教师达到2250人

具有海外经历的
专任教师比例提高到

到2020年

具有博士学位的
专任教师比例达到

5050%% 4040%%

人才
培养

到2020年
在校本科生规模控制在35000人左右

在校研究生
规模达到

6500人

博士研究生
300人

硕士研究生
6200人

科研
创新

到2020年

实现教育部
人文社科研
究基地零的
突破

打造 1- 2 个
国家级科研
创新团队

建成 1-2个
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国家
级工程中心
等国家级科
研平台

新增国际合作办学项目3-5个

办学机构1-2个

建成国际科技合作平台1-2个

学科
建设 围绕学校“热带、海洋、旅游、特区”形成优

势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布局

到2020年

新增一级学科博士点2-4个
实现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零的突破

社会
服务

到2020年
新增3-4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各协同创新中心对
国家和海南相关领域的创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文化
传承 到2020年

2-3个富有特色的高水平文化团体

3-5个形成学校品牌效应的文化活动项目

推出一批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优秀文化成果

打
造

国际
交流 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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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五年的几个过去五年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