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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学校作工作报告，请予以审议。 

一、过去一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

支持下，校党委和行政团结带领全校师生员工，认真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的重要批示，紧抓市委市

政府支持我校整体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历史性机遇，解放思想，

凝心聚力，全面加速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师

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项办

学事业取得新进展。 

（一）更新理念，学校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 

    一年来，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实施意见》（下简称“实施意见”）

的精神，结合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和新要求，专门组织调研与

讨论，全面修订完善了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修订出台了

《广州大学“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绘制了分“三步走”

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大学的宏伟蓝图，明确了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树立人心向学理念，坚持“三个面向”，深度

实施与广州发展的“三个对接”，走内涵建设、特色发展、创新

引领、开放办学路径的建设思路，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任务与思



路举措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共识。召开“高水平大学建设学科建

设专题工作会议”、“高水平大学建设管理工作会议”和“高水

平大学建设人才培养专题工作会议”，全校上下进一步统一了

思想，明确了责任，提振了精神，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注入

了动力活力。   

（二）统筹布局，学科建设扎实推进 

一是充分发挥学院学科建设主体作用。引导全校上下树

立“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之核心”的理念，明确学校学科建设

责任体系，推进实施学院学科建设目标责任制，按照每个学院

担负起一个或多个一级学科建设的主体责任，召开学院“十三

五”学科发展规划和 2017 年工作任务清单及建设经费预算交

流评估汇报会，统筹安排各学院综合经费预算包 11130.7万元，

支持各学院全面提升现有学科水平。 

    二是强化理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对现有学位授权点进

行动态调整，对理工科硕士研究生指标进行了重点倾斜。2017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1264名，其中理工科 688名，占 54.4%，文

科 576 名，占 45.6%。着力培育建设与新信息技术、先进装备

制造、机器人、生物技术、现代服务业等相对接的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应用型专业。2017年获教育部批准新增机器人工程、工

程造价管理、特殊教育、社会学 4 个专业；暂停物业管理等专

业招生。优化了理工科与其他学科门类本科生招生比例。2017

年计划招生 7560 人，其中理工科专业占比 45％、人数占比

45.7%，理工科专业以及人数所占比例同比均有增加。 



    三是认真做好博士点申报准备。按“早做准备、查漏补缺、

以报促建、整合资源、明确方向”思路，在第一阶段认真组织网络

空间安全、城乡规划学、机械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地理学、天

文学、生物学、中国语言文学、工商管理、教育学、法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公共管理等优势学科梳理材料基础上，又在 20日和

21 日召开了文科和理工科两场专家指导小组意见反馈会，最终

确定博士学位申报点。力争通过最后打磨和申报组织工作的持

续跟踪实现一级博士点倍增。 

（三）引培并举，师资队伍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一是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出台了《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

升评聘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启动了已停止三年的专业技术

职务晋升评聘工作，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已有专业技术资格

但未聘用的正高 80 人、副高 238 人的岗位聘用问题；顺利完

成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评聘，评定正高 24人、副高 75 人、中级

14 人。完成一轮涉及 858 人专业技术人员职级晋升工作，包括

正高 113 人、副高 444人、中级以下 301 人的职级晋升。出台

了《广州大学职员职级聘用管理办法（试行）》，并启动了竞聘

工作，旨在探索建立完整的职员职级体系，推进管理干部队伍

职业化、专业化。启动了绩效工资改革，学校分别组织校内教

授、副教授、讲师、教辅、行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不同

人员代表召开了 14 场专题意见征求会，广泛听取各方声音，

绩效工资改革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二是实施人才引进“倍增计划”。先后出台了《广州大学“百



人计划”人才引进办法（试行）》、《广州大学新进讲师聘用办法

（试行）》等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引入“非升即走”聘任方式

和绩效工资，实施学院人才引进目标责任制，着力拓宽人才引进

渠道。先后举办了两届国际中青年学者论坛，吸引了大批国内外

优秀师资人才来学校发展。截至 6 月 20 日，已有各类高层次人

才和优秀博士 237人与学校签订了聘用合约，通过“百人计划”

引进高层次人才 99 人（其中海外人才 35 人，占比 35.7%以上），

“长江学者”5人、“国家杰青”7人、“千人计划”2人；面向全

球招聘院长签订协议 7人。 

三是切实加强高层次人才和青年教师培养。出台《广州大

学青年拔尖人才培养方案》，首批遴选了 30名青年拔尖人才培养

对象对接国家以及省部青年人才项目。一年来，入选国家杰青 1

人（孔凡江教授），国家优青 1人（李进教授）；入选国家创新人

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谭平）；入选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 人（曹广福）；广东“特支计划”教学

名师（张春良），获省教学名师奖 1人（哈迎飞）；两个学科获设

珠江学者岗位，新增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王国军）、青年珠

江学者 1 人（李进）；入选省“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

才（李进、涂成林）、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涂成林）、青年文

化英才（龙其林、张玲）共 3人。加大青年骨干教师出国（境）

研修支持力度，2016 年出国访学教师人数达 61 人，获国家留学

基金委公派出国 43人，比 2015年有较大增长。 

（四）进一步确立人才培养新目标，人才培养各项改革措

施有序推进 



一是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召开高水平大学建设

人才培养专题工作会议，出台了《广州大学关于加强本科教育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及 13 个配套文件、《 广州大

学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意见》及 4

个具体文件，明确了“德才兼备、家国情怀、视野开阔，爱体育、

懂艺术，能力发展性强”的人才培养目标，全面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 

二是全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和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广大学生立德树人，励志勤学，刻苦磨炼。

推进实施“五个工程”，采取“一院一策、一院一品、一楼一

特色”等措施，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积极引导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打造人才培养的“广

大”底色。承办“教师真心热爱学生真心喜欢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研讨会，发起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广州宣言》。 

三是着力提升生源质量。通过有针对性的高考招生宣传，

2016年投档线均超过广东省一本招生控制线，文理科分别高出

7 分和 15 分。在研究生招生方面，2016 年出台了《广州大学

硕士生优质生源奖励办法》等相关文件，2017年硕士生网报总

数 8263人，同比增长 37.9%；招生计划 1449人，同比增长 24%；

合格生源共 2301 人，同比增长 62.5%，其中 985、211 高校生

源占 10%。2017年，我校精心制订本科和研究生招生宣传方案，

提出“选择广大的现在，拥有广大的未来”的宣传口号，总结



出报考广大的八大理由、推行五大惠及考生的政策和服务考生

的五条措施，着力提升学校对考生的吸引力，提升生源质量。 

三是深入推进质量工程建设。推进国际工程教育认证和专

业评估。环境工程专业通过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目前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正在申请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专业完成了教育部评估认证，完成对 17 个本科专业的校内审

核评估，作出初步总结。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组

建“福霖实验班”、“景中实验班”、“步云实验班”等拔尖创新

人才实验班及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强化创新型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土木工程学院 138班 46 人中 21人继续攻读研究

生，其中考入 985 和 211高校 5人。今年又将增加 9 个拔尖创

新实验班。推进协同育人与创新创业工作。开设“声像灯光”

等 7 个校企协同育人实验班。将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学分纳入必

修学分，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引进社会资本组建一个 3000

万元规模的创新创业投资基金，筹划引进国际优势资源建设国

际丝路创业教育联盟广州基地，累计培育优质学生创业团队 60

余支，学生创业团队获得社会投资 4000 余万元，市值突破 2

亿元，涌现了一批学生创业新星。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四届广东

省“挑战杯”竞赛中，我校 30 项作品全部获奖，其中特等奖 5

项，一等奖 16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5 项，再次捧得“优

胜杯”，总分排名全省第三。推进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出台

《研究生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制度》，2017年资助 50名

研究生参加国外高水平学术会议。2016年获省研究生教育创新

计划项目 32 项；推进教育部研究生课程建设首批试点单位相



关改革，确定 25 个示范建设专业点；资助“广州研究”研究

课题 41项。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级 8 名研究生继续攻读博士

研究生，其中考入 985高校 2人。 

四是不断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通过与世界高水平大学

开展本科教育交换交流、海外研修、带薪实习等合作项目，

约 700 名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约 330 名留学生来校

学习。2017年春季学期资助 268名学生出国留学，总资助额度

近 800万元，在研究生教育方面，2016年共送出 4 名硕士生到

意大利攻读博士学位，选派 16名博士生赴国外高校交流访学，

投入总经费约 150 万元；2017年，学校将投入经费约 200万元，

选派 30 名研究生赴国外高校进行交流访学；安排经费 270 万

元，资助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国外高水平学术会议。分别与意

大利帕多瓦大学、伊朗马赞德兰大学签署了联合培养博士合作

协议，与德国奥芬巴赫造型艺术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签署

联合培养艺术硕士、建筑学硕士合作协议等。 

（五）立足创新驱动，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有新发展 

一是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数量和质量有提升。制定出台《广

州大学科技创新培育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广州大学关于

进一步支持申报与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激励办法》等激励性

政策文件，加强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组织。2017年全校共申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51 项，比 2016 年 218 项增长超过 150%，

其中申报国家杰青、优青和重点项目共 27 项，比 2016 年 12

项增长 125%；申报国家社科基金 127 项（含艺术学、教育学）、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287 项，比 2016年大幅提高。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K60000j4TitYmGstFCjtEqEWXJLgMnI3r-Olf5jaaNhYNWX9t2ufj5X22Fy1kQl0B46JoPOEkIqhV7oIygLt_-cDaC3f6elZy-IhJ0bZe7UjKNvJY7GQL0CvcbIK0XCNlASKb8s.7D_aPny-eQC3pMrCCyFBPqKr1u_4X5QWdQjPakkLer1_R0.U1Yz0ZDqkTAv3nLxV55wGsKY5TgKV8jPLeH1YpT0pyYqnWcd0ATqIyNsT1D0Iybqmh7GuZN_UfKspyfqP0KWpyfqrjf0UgfqnH0kPdt1njDk0AVG5H00TMfqn1cL0ANGujYknWmsrNtkPjf4g1DYP1nzg1DYPjfYg1DsrjD1g1DzrjmLg1DYrjTsg1DYrHmkg1DznHnsg1D1rHnvg1DdrHm10AFG5H00UynqPHRvPHbLnHNxPjcLP1T1PWc30Z7spyfqn0Kkmv-b5H00ThIYmyTqn0KEIhsqnHD4nidbX-tknW01QH7xnHckQywlg1DznH6VuZGxnHczridbX-tknWRdQHPxnHcvPaYkg1DzrHbVuZGxnHnYraYYg1D1PHRVnNtznjunQywlg1f1nzYkg1fYnBYkg1RznBdbX-tLnHmVuZGxP1TLQywlg1T3PzYk0A7B5HKxn0K-ThTqn0KsTjYs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0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40A4Y5H00TLCq0ZwdT1Y4PjDsnHnkrjfzPjf1rjTzn1Dk0ZF-TgfqnHf1PHnsrjf4n1nYrfK1pyfqryc4njR1m1bsnj01PWDsn6K9m1Yk0AF_5H00mLFW5HfvnjT3&ck=9260.4.93.124.266.188.208.235&shh=www.baidu.com&sht=site888_3_pg&us=2.0.1.0.0.0.4&ie=utf-8&f=8&tn=site888_3_pg&wd=%E5%B8%95%E5%A4%9A%E7%93%A6%E5%A4%A7%E5%AD%A6&lm=-1&ssl_s=1&ssl_c=ssl1_14e2f0d853d


    2016年以来，新增省部级（含省高校）重点科研平台 11个；

获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滚动支持项目 1项；“973 计划”

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工业化建筑隔震与消能减震关键技术”

获“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立项（谭平教授）。

2016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8 项，其中重点重大类项

目 4 项，连续 5 年有收获；获国家社科基金 16 项（含国家艺术

基金），其中重点项目 3项；获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 14项，位列

全省第一。 

    二是布局并启动建设“5+2”大研究平台，发展新的学科

方向与增长点。按照“三个面向”和“三个对接”的思路，整

合校内外优势学科资源，布局“智能制造工程”、“移动数据科学

与工程”、“精准基因编辑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工程”、“华

南地理、环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5 个理工科和“岭南文化与艺

术”、“现代金融与现代服务产业”2个人文社科大研究平台建设。

目前，已成立了“智能制造工程研究院”和“智能软件技术研究

院”，设立了“精准基因编辑工程中心”等筹建小组；与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分别签署合作框架

协议。 

三是重大科研奖项方面有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马玉宏教授），获二等奖 2项（张季超和谭平教授）；教育部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刘爱荣教授），省科技进步奖 3 项（张

季超、郭康贤、吴毅）；市科技进步奖 1 项。获教育部第七届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2项（杨文

登、苏启敏），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 项



（聂衍刚）；获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4 项，位列

全省第二；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5 项，获奖数量居省

内第六位。 

四是社会服务不断拓展。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州市工

商联、珠江电影集团、广州市工商联等 20 家单位签订合作研

究平台协议。推进与越秀区、番禺区、南沙区的深度合作。2016

年承担社会服务项目 914 项，经费 16988.1 万元；申请专利 252

项，获授权专利 141 项，成功转化应用的科技成果有 41 项，

经费 350.34 万元。 

（六）主动作为，一批涉及民生项目和校园基础设施加快

建设 

结合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实际需求，学校进一步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和校园维修改造工作，特别是对于教职工最为关注的一

批涉及民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其中，能解决 480 多位教师需

求的办公室改造工作积极推进中，至少能解决 160 位教师需求

的文清楼改造力争今年暑假完成，电子信息楼的改造在完成内

部清理后尽快启动；第一期教室改造、实验中心改造提升，理

工科学院实验室改造提升等项目已经校党委常委会批准，相关

工程将于今年暑假部分动工，预计 2018 年年中将完成。校园

基础设施维修工程目前正在挂网招标，相关施工工作将于今年

暑假启动。校园新增的 18.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已做好修规调整，相关建设设施《项目建议书》已获批，

并获市政府同意开辟绿色通道，加快推进有关工程招投标和财

政投资评审工作。学校人才周转用房和教学科研用房等基础设



施建设即将启动。减震控制与结构安全实验大楼建设资金共

3.5 亿元已获批，现已进入施工准备阶段，将于近期动工。信

息化建设方面，2017 年将投入 4500 多万元对校园网络、视频

监控系统、数字化校园业务应用系统、图书馆 RFID 系统、实

验室信息化设备等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改善学校教学和实验

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 

（七）注重效率，内部管理改革全面推动 

一是整合了相关机构。结合中层换届，整合了科技处、社

科处和服务经济社会工作处成立科研处。设置成立发展规划

处，加强对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高水平大学建设、重大重点

专项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拆分后勤产业处基建处为后

勤服务处与基建处，进一步完善学校后勤保障与教育辅助设施

的管理，加强对学校基建、维修项目的建设管理。成立了经营

性资产管理办公室。 

二是做好各项自主权下放的对接工作。学校按照《广州大

学章程》的要求，全面梳理学校现有规章制度，做好制度的废、

改、立。同时，按照市委市政府简政放权，大力支持我校高水

平大学建设的意见精神，落实放、管、服，重点在设置专业技

术岗位、职称评审、自主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提升办学自主权方

面，积极与市人社局等做好对接。充分把握学校被列为市一级

预算单位的契机，进一步修订了《广州大学财务管理办法》、《广

州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系列规范性文件，加快完善资产

处置制度体系，着力提升学校通过经费预算规划工作、通过督

促经费支付推进工作能力，结合市财政局对市属高校、科研院



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招标管理方面权力下放，学校出台了

《广州大学采购管理办法（试行）》和四个配套文件与之配套，

明确了各类采购项目的细则，进一步提升校内部门自主采购的

额度，提升工作效率。 

三是着力推进“精细化”和“品质化”管理。召开高水平

大学建设管理工作会议，明确了“精细化、品质化”的管理工作

要求。狠抓会风建设，建立党政会议督办机制。通过安装网上

公文处理系统，强化网上办文、请示的培训以及流程管理，大力

推行无纸化办公系统使用；通过全面升级学校 OA 系统，建立学

校微信企业号，推进新财务管理系统、电子招标采购管理系统应

用等一系列信息化项目的实施，不断提升管理工作的速度和效

率。开展“校园细节补缺随手拍”和“戴党徽、亮身份、树形象、

作表率”等活动，强化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探索学院经费预算

模式改革，着力提升学院办学的方向感、自主权和管理水平。 

四是高度重视廉洁建设。以制定校党委主体责任清单、校

纪委监督责任等责任清单为契机，不断压紧压实廉洁建设主体

责任。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

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等制度的

实施，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对廉洁建设重点部门实施

人员竞聘上岗，着力防范风险。2016 年 9月以来共受理信访件

51 件，对实名举报、上级交办督办、线索具体的信访件，核查

率达到 100%；立案 14 件，其中自立案件 10件，司法机关查实

移交案件立案 4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6 人。积极践行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实施谈话提醒 49 人次，对领导干部个人函



询 15 人次。扎实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开展《廉洁自律

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学习教育，大力推进廉政文化进校园。 

各位代表，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学校党委的团结带领下，

依靠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所取得的。在此，请允许我代表

校党委和行政班子向过去一年里辛勤耕耘的全体师生员工，向

为学校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学校已经全面进

入高水平大学建设进程。在顶层设计已确定，发展共识已达成，

各项工作已进入快车道的背景下，我们仍需瞄准目标，抢抓机

遇，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不断前进。接下来，学校主要将围

绕六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紧紧围绕人才培养“24 字目标”，扎实做好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 

聚焦“三创”人才培养，着力推进本科人才培养“1+13”

和研究生人才培养“1+4”文件精神的落地实施。大力推进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着力做好 12 个本科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

班，探索特色人才培养；深入开展出国留学资助计划，实现学

生留学资助同比增长 20%以上，拓展人才培养国际化渠道；继

续深入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改革，拓宽创新性人才培养思路；以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学分纳入必修学分和“挑战杯”等创新创业

竞赛为抓手，引导学生心向创新和学术。大力做好人才培养条

件建设，通过研究生推免和硕博连读计划，提升本硕学生继续

深造比例；按计划今年内完成对 53 个本科专业的校内审核评



估，理清专业建设思路，明确专业建设责任；以提高课堂管理

水平为突破口，多措并举，促进教风学风明显改善；充分发挥

文体艺三个中心的统筹协调作用，着力强化学生的文化、艺术

和体育素养教育。强化学院优质生源拓展的责任，凝练办学优

势和特色，做好生源状况分析，精心做好招生宣传。 

（二）统筹现有队伍建设与人才引进，持续打造师资队伍

建设新高地 

进一步增强“人才是核心竞争力”的观念，强化高层次人

才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引领作用。完善人才引进的体制机制和

人文环境建设，面向世界引进高端人才和资源向高水平大学建

设平台集聚。根据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学校高水平大学 5+2

新研究平台布局，重点引进高水平团队有效实现“三个对接”。

“百人计划”和优秀青年博士、博士后引进日常化，鼓励学科、

研究平台、团队按个性化需求进行专题人才招聘。健全完善跟

踪服务和综合协调机制，帮助引进团队和人才尽快步入工作正

轨。根据学科方向规划，遴选资助 20-30 个有特色有实力的科

研团队。建立各类人才库，分类管理，加强培育，大力支持教

师申报“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千人”、“万人计划”

等各级各类人才项目。启动新一轮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制

订教师分类评价考核方案，实施教师分类管理。根据绩效工资

改革思路，启动“广府学者”、“广府良师”特聘岗位评聘工作；

加大对业绩突出的教学科研团队和个人奖励激励力度。 

（三）主动适应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平台建设

提升学科水平 



按照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积极整合资源，持续加

快推进 5+2研究平台建设。研究制订学科分类建设评价体系，

加强推动 ESI学科建设。指导各学院认真根据“三个面向”和

“三个对接”凝练主干学科和特色学科方向。进一步优化学科

专业结构，进一步突出工科专业。强化政策引导，鼓励教师瞄

准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开展原创性研究，提升服务地方的能力

水平。切实做好学位点，尤其是博士点申报的跟踪服务工作。

研究制订保障和提升学位点建设质量的指导意见。着力做好

2017 年各类科研项目申报的跟踪工作，提前布局 2018 年科研

项目申报组织工作，重点发动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青年博

士申报项目。加强统筹，积极组织力量做好军工资质申报工作。

认真组织三个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重点学科群项目接受考

核评估。对校内各类科研机构进行重新认定，建立完善的评估

考核体系，引导其回归学科建设。 

（四）借助“广州”城市品牌影响力，突出重点强化国际

化办学 

对接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书院挂牌成立。

利用政府资源，探索成立广州国际友城大学联盟。对接广州国

际大都市进程和“一带一路”全球重要支点，谋划建设 3-5个

具有国际合作特色的学科。积极与世界高水平伙伴开展合作，

谋划建立国际教育园区和国际科技合作园区。根据高水平大学

建设要求，高标准开展“引智”工作，重点突出国际科研合作，

打造国际科研团队，建立国际合作平台。以美国、意大利、伊

朗 3 个孔子学院为平台，拓展合作交流项目，提升合作交流水



平。充分把握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政策支持，积极动员和资助青

年骨干教师出国进修学习。 

（五）把握高水平大学建设机遇期，整体性提升校园基础

设施保障条件 

做好新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确保明年全

线开工。按计划推进减震控制与结构安全实验大楼建设，力争

2018 年完成项目建设和实验室全部设备的采购安装及搬迁工

作，2019 年竣工验收。加快实施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园设施维

修工程，今年暑假启动部分设施的维修，争取年内基本完工。

把握机遇，倒排进度，力争年底前合益围涌黑臭问题治理明显

见成效。尽快启动大学城校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管

网与河涌系统整治）的前期工作，争取明年立项实施整治。今

明两年进一步加快教师办公室改造，解决至少 800 名教师的办

公室需求；完成全部公共课室和部分专业课室的改造；完成约

3000 ㎡公共实验教学大平台升级改造和大部分理工科学院专

业教学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改造。完成图书馆首层共享空间、

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升级改造。尽快启动校园步行空间环境、水

环境、综合管网、屋顶等改造项目，逐步实施校园绿化和景观

改造。启动桂花岗校区修规编制的前期研究，重新思考桂花岗

校区的发展定位。努力寻求办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重点做好

体训楼工程验收、商业中心消防验收和行政西楼、图书馆等验

收办证工作。以“智慧校园”建设为目标，启动基础网络的全

面升级改造，构建便于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大数据中心、

网上服务大厅和微门户平台。 



（六）按照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要求，切实提高管理服务中

心工作的能力水平 

充分体现绩效工资改革的导向作用，引导各单位和广大教

职工围绕学校发展做贡献，营造学术共同体。以问题为导向，

建立各职能部门责任和任务清单，强化责任意识。启动定编、

定岗、定责“三定”工作，强化岗位和责任管理。强化会议制

度和会风建设，进一步完善党政会议决策督办机制，提升作风

建设水平和党员干部执行力。以学校被列入市财政一级预算单

位为契机，建立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体系，强化经费预算和预

算执行能力，提升资产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招投标和设备采

购制度流程，增强保障和服务教学科研的能力水平。进一步强

化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依法治校和民主治校水平。突出廉洁建

设，强化对风险高发领域和细节的有效监管，突出教育和预防，

大力治理校园微腐败。狠抓意识形态工作、安全稳定和校园综

合治理，为党的 19 大召开营造和谐氛围。 

 

各位代表，高水平大学建设是未来一段时期学校重中之重

的工作，这承载着广州城市历史梦想，寄托着市委市政府和全

市人民殷切期待，关系着所有“广大人”的发展和荣誉。使命

在肩，任重道远，要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需要我们提振心气，

聚焦发展，共同努力。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刚刚落下帷幕，学校

第三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在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重要批示

精神的鼓舞下，让我们每个“广大人”在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进



程中团结一致，不忘初心，加快建设具有学科、城市区域和国

际化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