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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以精准定位服务海洋强国战略

中国的南海边，
春暖花开，到处生机
勃发。在那云飞浪
卷的天之涯，诞生了
中国最年轻的海洋
类高等学府——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

学校长期扎根
海南中南部少数民
族地区办学，为社会
培养了近3万名优
秀人才，被誉为“海
南少数民族地区人
才培养的摇篮”。

2013年，在省
委、省政府的号召
下，海南正式吹响
了建设海洋强省的
集结号。

2015年9月，琼
州学院正式更名为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标
志着作为全国最大海
洋省的海南，有了自
己的海洋类高校。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郭万洲 张帅

统一认识
为学院转型扫清思想障碍

更名以来，学院党委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
神，结合转型发展的实际需要，围绕学院
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科学谋划，坚持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大
力加强党建工作和组织建设，充分发挥
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总支的政治核
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增强了学院
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力
促进了学院各项工作的科学发展。

学院转型过程中，校领导班子对照
教育部和海南省委、省政府对学院的最
新要求，多次组织中心组开展学习活动，
更新思想观念，积极引导师生员工学习
海洋、认识海洋、研究海洋，切实带动师
生思想转型。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书记韦勇表
示，学院党委不断加强班子建设和基层
党组织建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海洋领
域科技知识学习等，统一思想认识，并出
台党委工作议事规则，保证学院重大决
策科学合理，不偏离大局。学院更名后，
对院系进行调整，改选基层党组，基层党
建工作得到进一步夯实。

今年5月，学院分别召开党委会会
议和全校副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工
作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海南省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加快推进学校
各项建设。

近日，为学习宣传贯彻好习近平总
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提升干部队
伍履职尽责能力，为学院转型发展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学院开展了干部学习培
训，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作培训讲座，并
组织干部进行研讨，促进学院科级以上
干部对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的理
解和运用。

“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应
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的领
导，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宗旨，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
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韦勇认为。

精准定位
服务海洋强国战略

海南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

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向海洋要质
量、要效益、要增长，建设海洋强省。这
就需要我们在增强海洋意识，不断发展
壮大海洋产业的同时，加快科技兴海步
伐。

海南是我国海洋合作和对外开放的
最前沿、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
支点。全省管辖海域面积达200万平方
公里，约占我国海域总面积的2/3，是全
国最大的海洋省份。

“海洋强省战略对海洋人才需求提
出了新要求，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作为我国
唯一的以热带海洋为特色的海洋类高校，
应该扛起培养高素质海洋人才的重任。”
韦勇表示，正是海南省委、省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给予的高度期望，为此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一定不负重托，抢抓机遇，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奋发有为，积极创新。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高度重视学校
建设发展，先后两次到学校调研指导、现
场办公，对学校建设发展指明方向，提出
明确要求。省委、省政府从政策、资金、
项目和用海、用岛、用地等各方面大力支
持学校转型发展。

2015年9月，经教育部批准，琼州学
院正式更名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成为
我国第一所从综合类向专业性更名转型
发展的高等院校。新名字带来新气象。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因此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学院发展思路也更加清晰明确。

两年来，学院坚持“面向南海、面向
东盟、面向国际旅游岛、面向产业发展”
的办学定位，加快推进思想、学科、专业、
师资、人才培养、治理结构、国际化办学
等方面转型升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学
科建设、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并逐步向建设国际化、开放
性、应用型、有特色的高水平热带海洋类
高校的目标阔步迈进。

同时，作为教育部十大“教育援外基
地”之一，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与教育部、
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多
个部委、高校和企业签订了共建协议，

“部省市共建”的办学格局初步形成。并
随着“部省市共建项目”的相继落地，有
效提升了学校教学和科研水平。

此外，学院高度重视国内外优秀人
才精准引进，按照专任教师、学科带头人
和领军人才三个层次，面向国内外重点
院所引进了近百名高学历高职称的涉海
专任教师；从德国和美国引进多名学科
带头人；聘用了“双聘院士”和共建单位
兼职教师。

“学院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引进王肃
文，成立海洋观测研究所后，王肃文任所
长；准备从德国引进9人科研团队，留德
博士何昌运、杨海军已经到学校在各自
领域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学校还向省

科技厅申报，拟成立院士工作站，引进两
位在海洋食品、海洋生态等方面具有突
出研究成果的院士。”副校长杨兹举告诉
记者。

“我们根据开设专业、研究机构的需
求，重点引进紧缺人才，打破传统用人观
念，不惟身份、不惟文凭，不分地域，只看
能力和水平，采取‘一人一策’、年薪制、合
同制等柔性引才办法，在住房、科研经费、
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给予保障，让他们能
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和潜能。”韦勇介绍。

多措并举
加快学校转型升级

“‘十三五’期间，学院的主要任务概
括为‘两转型’、‘一基础’。作为中国最
年轻的海洋类高等学府，要如何建设好
学院，转型是重点、难点。一是我们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向海洋类大学转
型；二是按教育部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向应用型大学转型；三是以学位
点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学校各方面建
设，为‘十四五’期间学院升格为热带海
洋大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校长曹瑜表示。

曹瑜介绍，在学科设置上，学院紧紧
围绕“四个面向”，优先发展海洋类学科
专业以及涉海专业。截至目前，学院已
有海洋科学等17个涉海类专业（方向），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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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海
洋科学以及海洋生物生态与环境等重点
建设的学科方向和领域，着力培育海洋
科学、海洋工程、民族学和海洋旅游等特
色学科。

目前，学院正将继续加大海洋专业
建设力度，不断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求
和国家南海战略增设海洋类专业。“十
三五”期末，学院海洋类专业将达到
20%。

据介绍，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是
学院向海洋类大学转型的重点建设专
业之一，该专业2016年开始招生，目前
学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专业建设，
主要内容包括涉海专业人才引进、专业
设备购置、课程建设、船员评估体系建
设。

“在学位点建设上，学院取得重大突
破。学院获得省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海
南省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海洋
科学等12个学位点获批硕士学位授权
点立项建设。”曹瑜告诉记者，学校还与
中国海洋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今年这
一学期已经在海洋食品、海洋环境、海洋
渔业3个专业方向招收了30名研究生，
近日将举行开班仪式。

近年来，学院不断加大科学研究方

向转型，以服务海洋事业发展为重点，以
加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为目标，鼓励和
引导教师申报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项
目，科研项目经费逐年增加。近几年，学
院科研项目立项经费每年保持在30%以
上的增长速度。在此基础上，重点引导
和推进科学研究向海洋方向转型，如“南
海几种珍稀特色动物资源开发利用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批为海南省重
大科技项目，资助经费2000万元；“中国
南海不可再生资源跨期开发利用机制研
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
洋人文方面研究也取得历史性突破，“南
海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与研究”等
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建设海南国际
旅游岛的需要，学院重点打造的旅游学
院已成为我省旅游管理人才的重要培育
基地，大量的优秀毕业生成为省内外多
个行业的精英和业务骨干。

“作为海南省‘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
才培养项目’，学院的旅游管理硕士专业
2013年开始招生，目前在校学生有近
120人，研究方向主要有海洋旅游、人文
旅游和休闲旅游。”旅游学院院长黄学彬
告诉记者，这些研究方向的设置与海南
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加快实施，
为旅游学院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韦勇表示，“十三五”期间，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还将充分链接企业、行业和产
业资源，将大学园区、科技园区、产业园
区建设以“多园合一”的方式纳入学院办
学的总体框架，以“政府主导、学校主体、
产业参与、市场应用”的方式，实现政府、
学院和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创新学院

“产学研”发展模式。
此外，作为历史悠久的海南高等学

府，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始终坚持本土文
化的传承与发扬。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宣
传统战部部长符玉梅介绍，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通过校内的海南民族研究基地、
以及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
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等方式，为海南民族
文化的发掘、整理、传承以及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瞄准国际
促进对外合作交流

“这里有特别的吸引力，这里的人们
热情助人，学习氛围浓厚，还拥有独特的
海洋文化，让人印象深刻。”今年，已经是
乌克兰艾瑞娜博士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担任俄语教学工作的第五个年头，说起
自己的工作，她依然兴奋不已。

“海南和越南在气候方面很相似，但
人文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能到这里
学习中国文化和旅游课程，非常地有意
义。”来自越南的留学生武成达说。

“这里与西非有着相似的海洋环境，
但这里的生活水平更好，未来我愿意在
这里工作和生活。”在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许多像王丽同学一样来自佛得角等
西非国家的留学生由衷地说。

如今，走在校园中，国际化的面孔越
来越多，多元化的语言相互融合，促进着
琼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近年来，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步伐的深入推进，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依
托三亚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的
区位优势，整合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不
断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

目前，学院已拥有教育部教育援外
基地、外交部和教育部的中国—东盟教
育培训中心、教育部的上海合作组织大
学区域学中方研究中心、教育部的中国
国际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南）三亚基地、
教育部的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来西亚研
究中心等多个国际交流平台。

借助国际交流平台，学院先后与欧
洲、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
洲，以及6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高
校和教育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
教育文化合作与交流，并签署协议135
份。

同时，共派出760名学生做交换生
和汉语志愿者，接收来华留学生218名，
派出100多名教师做访问学者和汉语志
愿者，交流合作项目数十个。其中，包括
教育部批准的我省首个中外合作本科项
目——中国—奥地利旅游管理项目。招
聘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澳大
利亚等13个国家的25名优秀外教，加
强学校师资力量。

“未来三年，学院还将在海洋学科与
专业方面与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
等国家的海洋类高校进行本科、硕士课
程合作。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扩大学
院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夯实对外人才基础。”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魏
晶介绍。

山的重负，海的志向。如今，站在新
征程的起点，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将继续
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以高目标、高起点、
高标准扛起中国的海南担当和学人的国
家担当，尽早建成一所立足海南、服务南
海、面向东盟、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开放
性、应用型的高水平热带海洋大学。让
这座文化意义上的“南天一柱”，以崭新
的姿态，屹立在中国的南海之滨！

（本报三亚9月7日电）

■ 学校共
有 11 个项目入
选“万名旅游英
才计划”项目，
成为海南高校
之最。

■学校学生在各类
学科竞赛、创新活动、技
能竞赛、文体竞赛中共有
417 个项目获奖，其中国
际级 1个，国家级248项，
省部级 168项。

■与21个国
家以及港澳台地
区 63 所高校建
立了友好合作关
系，签署合作协
议38份。

■举办了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三亚论坛、上
合组织成员大学会议、中
国-东盟大学校长、国际
儒联论坛等，参加国内外
合作与交流会议 10余场。

■各项公派留学项目
19 人，派出赴台湾交换生
82 人，派出我校汉语教师
志愿者 24名。接收来自东
盟等地区 15 个国家交换
生、留学生96名。

2016届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90.70%
高于海南省平均水平

到基层就业的比例
达到80%以上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2016年主要亮点

2016 年，
全校共引进高
层次人才61人

聘用了 2名“双
聘院士”和共建单位
66名兼职教师。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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