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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品质决定城市的品位，大学的
水平决定城市的高度。大学应成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海南大学的发
展要始终与国家尤其是海南的发展紧密
结合、同频共振。

近年来，海南大学主动服务国家战
略，紧密围绕海南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
海洋牧场、海洋信息遥感技术、耐盐作物
等方面科研成果丰硕。“南海海洋资源利
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
天然橡胶协同创新中心获批认定为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2018年，海南大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取得历史性
突破——自然科学基金获批立项数 85
项。其中，面上项目10项，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17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58项。与
2017年相比，获资助项目数、经费数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面上项目和青年
基金项目获批立项数有了较大突破，分
别增长66.7%和30.8%。

海南大学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管
理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成立了“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院”，加强从学校层面统筹社科
研究工作的能力，推动了全校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18年，海
南大学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总
数已达23项，为学校“双一流”和“新文科”
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法学院教授
王崇敏负责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
设路径及法治保障研究”和教授王琦负责
的“百年南海疆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整理研
究”喜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是海
南大学连续第3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也是首次同一年度获得两项以上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近半年来，围绕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海南大学还成立了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国际旅游
消费研究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院、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研究院等科研平台，
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智
力支持。

扶贫工作也是海南大学的一大亮
点。近两年，学校切实配合东方市委、市
政府抓好扶贫工作，精准扶贫成效明显。
定点扶贫单位——东方市大田镇乐妹村
村民年平均收入由1800元大幅增长至
3500元，超额完成年度脱贫计划，获得表
彰。今年，学校又新增临高光吉村为定点

扶贫单位。
“海南大学将认真梳理学校基础研究

的优势领域，面向国家战略和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需求，凝练学科建设方向，
组建若干协同创新共同体，着力推进有关
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建设，提高协同创新能
力。”骆清铭表示，下一步，海南大学将与
海南省海洋局共建“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
家重点实验室”，聚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等机构的优质资源共建“热带作物国家
重点实验室”，加强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合作，聚焦“陆海空”
等科学前沿和基础研究领域精准发力，形
成在南繁育种、海洋工程、海洋装备、航空
航天等方面的科研新优势。

新时代要有新目标，新目标赋予新动
力。笔者了解到，随着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积极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为海南和全国
热带地区唯一、面向南海最前沿的国家

“双一流”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海
南大学将全力加快学校转型升级和争创

“双一流”，力争到2020年，初步建成为人
才辈出、贡献突出、制度完善、特色鲜明、
有区域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
百强高校；到2035年，学校整体实力进入
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到2050年，若干学科
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学校服务国家战
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建
成以人才智力服务国家相关战略作用明
显、服务美好新海南建设贡献突出的有特
色、高水平大学。

武耀廷表示，承担建设世界一流学
科大学的重任，海南大学全体师生将牢
记嘱托，在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海南大学
在 60 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丹心耀南
疆”“草庐创伟业”“敢闯敢试”“开放包
容”等“海大精神”，恪守“海纳百川 大
道致远”的校训和“自强敬业 厚德弘
毅”的校风，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与质量，切实扛
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的使命担当，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勇当先锋、做好表率，阔步朝
着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内一流大学的
目标奋勇前进！

一甲子砥砺奋进 新时代更立潮头
——海南大学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浩浩寰宇，六秩春秋沧
桑砥砺。汤汤南溟，甲子复
始弦歌不辍。

今年是海南大学建校
60周年。60年沧桑变化，
抹不去海南大学砥砺奋进
的每一个闪光足迹——

1958 年，原华南热带
作物学院创办，热作先驱们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创业，
创造了北纬18°～24°地
区大面积种植橡胶的奇
迹，取得了我国天然橡胶
和热带农业科教事业的辉
煌成就。

1983 年，海南开发建
设的神圣使命指引原海南大
学应运而生，从一片荒滩上
起步，逐步建成全省规模最
大、社会影响力广泛的省属
重点大学，开启了海南高等
教育的新纪元。

2007 年，原华南热带
农业大学与原海南大学合
并。新海南大学秉承“海纳
百川 大道致远”的校训，弘
扬“自强敬业 厚德弘毅”的
校风快步赶超，先后成为国
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
校、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
振兴计划”建设高校、世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部省合
建高校。

一次次爬坡过坎，一次
次改革创新，一次次昂首迈
进，一代又一代海大人书写
了海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壮
美史诗。海南大学走过的
60年，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
扎根宝岛办学的60年；是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倾力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60年；是始终胸怀科教
兴国梦想，坚持服务国家战
略和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60年；是始终牢记嘱托，坚
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为立身之本而不懈奋
斗的60年。迎来60周年
华诞的海南大学，高举旗
帜、继往开来，正斗志昂扬
地走在创建世界一流学科
和树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标杆的新征程上。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近两年来，海南大
学主动适应新形势、顺应新要求、抢
抓新机遇，奋力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快
速发展——在2017年入选国家“世
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基础上，
2018年，省委、省政府作出“聚全省
之力办好海南大学”的重大决策部
署，同年该校成为教育部与海南省政
府“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
高校序列；新增了5个一级学科博士
点、1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4个专业
学位硕士点；以“作物学”为核心的

“热带农业”学科群、以“法学”为核心
的“文化旅游”学科群、以“信息与通
信工程”为核心的“南海海洋资源利
用”学科群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在天
津大学对口合建海南大学的基础上，
与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
贸大学成为对口合作高校；成立了海
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国际
旅游学院等等。

特别是今年4月13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大会上作出了“要支持海南大学
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指示，为
海南大学确立了一个既振奋人心又
任重道远的奋斗目标。机遇叠加、政
策汇聚，可以说，海南大学迎来了大
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进入了快速发

展的快车道。
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学
科”“部省合建海南大学”和“聚全
省之力办好海南大学”各项工作？
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武耀廷表示，海
南大学将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高
等教育主旋律，贴紧靠实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需
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用“四个意
识”导航，用“四个自信”强基，用

“两个维护”铸魂，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党的
领导、党的建设贯穿办学治校的全
过程和各环节，牢牢把握“九个坚
持”和“六个下功夫”，坚持办学正
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师队
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以
一流学科建设为抓手，以体制机
制改革为动力，以支撑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和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
展为导向，全面落实《教育部 海
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海南大学
工作手册》和“聚全省之力办好海
南大学”各项决策部署，办好人民
满意的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海南大学将坚持‘ 学科引

领、特色取胜，高位嫁接、协同创
新’发展理念；以创建世界一流学
科为引领，构建优势特色学科专
业体系；以高层次人才集聚为支
撑，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以创
建一流本科教育为基础，全面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以协同创新为
抓手，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和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以扩大开放办学为突破口，加快
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海南大学
校长骆清铭说，海南大学将紧密
围绕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定
位，调整优化学科布局，创建优势
特色学科“本-硕-博”一体化人
才培养体系，引导学科要素集聚，
集中投入建设资金、集成整合建
设资源、集群定向引进人才，构建
以“三个世界一流学科群”为核心
的高水平优势特色学科体系，并
以此为牵引加强其他配合学科的
建设，形成全面服务海南海洋经济、
热带高效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等地方主导产业发展的学
科体系，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同时，加快
推动生命科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等
的筹建工作，为新时代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贡献力量。

牢记嘱托，抢抓机遇 加快世界一流学科（群）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明确指出，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础工作。

“一直以来，海南大学坚持把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教育事业
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全力引
进培育培养一流人才，努力建设一支
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武
耀廷告诉笔者。

据统计，近一年来，海南大学快
速引进和培养了“长江学者”“国家
杰青”“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高层
次人才6人；引进95名博士人才，其
中B类高层次人才2人、C类9人、D
类21人、E类25人，引进的人才层
次进一步提高，规模进一步扩大。

特别是，该校教授唐朝荣入选“2018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
助项目申请人名单”，成为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以来自主培养的第一位

“国家杰青”。
笔者还了解到，近几年，海南大

学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出台了《海南
大学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指导意见（试
行）》《海南大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
法（试行）》等有关制度，结合学科和
队伍建设需要，实行教师岗位分类管
理，明确不同类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条件，激活人才内生活力。

“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海南大
学引进培育培养一流人才。接下
来，海南大学将坚持高位嫁接，以省
委实施的‘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为契机，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充分利用办学自主权和在人才体制
机制改革上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通过扩大师资规模、努力培养卓越
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大力引进和造
就领军人才等方式，汇聚一批国内
外一流的学科领军人才和学术精
英，构筑人才高地。”武耀廷表示，海
南大学计划5年内引进1200名左右
的高层次人才，力争在引进以院士
为代表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方面取
得新突破。

同时，海南大学还将深刻理解
把握新时代人才培养工作的方向和
目标要求，坚持“以本为本”，推进

“四个回归”，推进“三全育人”，使创
新创业教育全面融入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努力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
体系。

创新机制，引培并举 构建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搭建平台，加强研究
服务国家战略与海南发展

海南大学北门校训石。

海南大学。 高林 摄

（本版策划撰文/林蔚 谭勇 林琛 余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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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引进层次

高层次人才

B类

1

0

0

4

2

7

C类

0

4

2

11

10

27

D类

10

15

11

21

24

81

E类

0

17

11

11

32

71

小计

11

36

24

47

68

186

学位来源

普通博

士

40

45

25

46

46

202

境内

博士

41

76

43

75

103

338

境外

博士

10

5

7

20

13

55

合计

51

81

49

93

114

388

备注：

2009-2018年本科生一本录取平均分高出各省（市）控制线平均分分值

（2009-2018年） （单位：分）

8 11 13 16 19 22 27 32 37.2 39.8

12 14 17 21 24 33 36 45 49.2 58.6

文史类

理工类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没有一本线的省（市），按相应省（市）自主招生分数线或一段线统计入学校一本录取情况。

2、不分文理科的省（市），所有录取学生同时在文史类录取情况和理工类录取情况中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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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引进层次 学位来源

高层次人才 普通
博士

境内
博士

境外
博士

合计

B类 C类 D类 E类 小计

海南大学近5年人才引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