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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校长办公室                       2017年 1 月 11日 
                                      
 

根据学校 2016年重点工作安排，党委校长办公室对学校

2016年四季度重点工作任务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形成了

•学校 2016 年四季度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报告‣,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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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16 年四季度重点工作任务 

完成情况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年工作要点‡的

通知‣（校党发„2016‟8 号），2016 年学校各单位需在四季度

完成的重点工作任务共有 40 项，其中重点任务 7项、改革与建

设任务 19项、指标任务 14项。 

2016 年 12 月 19 日，党委校长办公室在校内发布通知，组

织相关单位填写了•重点工作任务执行进度情况表‣，对 40 项

重点工作任务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督办。 

二、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40 项重点工作任务整体完成情况较好，其中工

作任务已经完成 37 项、申请调整变更 3项。 

（一）完成的工作任务（37项） 

1.按照中央和教育部统一部署，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 

完成情况：3月 25 日印发•关于在全校党员中开展“学党

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实施方案‣（校党

发„2016‟16 号）,5 月 10 日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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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学习安排具体方案‣（校党发„2016‟35 号），对学校学

习教育作了全面安排；8 月 31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学校下

半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安排‣（校党发„2016‟63 号），

对学习教育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向中组部督导组上报学习教

育相关材料 12次、向省委高教工委督导组报送材料 8 次，及时

汇报了学校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相关工作。（牵头单位：

组织部） 

2.巩固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抓紧抓好不严不

实问题的整改工作。 

完成情况：已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三严三实”

整改工作做了一次全面“回头看”，通报了校领导班子“三严三

实”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收集了相关建议及意见，并向班子

成员进行了反馈；已完成对不严不实突出问题的重点整改，进

一步完善了相关制度，推动了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制度化、

常态化、长效化。（牵头单位：组织部） 

3.大力开展“学王辉、鼓士气、创一流”活动，努力营造

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思想文化氛围。 

完成情况：已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学榜样、铸师魂、争

一流”为主题的首届师德师风演讲比赛及巡回演讲活动，在校

园网开辟了“王辉先进事迹”专栏，累计刊登报道 30 期，并编

印了王辉教授先进事迹校报专刊；开展王辉教授话剧剧本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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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创作快板•学习王辉好榜样‣，并在校内演出 10 余场次；

组建了王辉先进事迹宣讲团，赴全省开展巡回宣讲 13 场次；人

民日报、新华网等中省媒体先后 2次聚焦王辉教授先进事迹。（牵

头单位：宣传部） 

4.探索建立向重点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派驻纪检监察员制

度。 

完成情况：已完成向资产经营公司和后勤管理处（后勤服

务中心）两个重点部门派驻纪检监察员，并发文任命（校党干

发„2017‟2号）。（牵头单位：纪委） 

5.持续落实“本科教育质量 40 条”，贯彻落实学校•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完成情况：已印发•“金牌教师”奖励办法（暂行）‣（校教

发„2016‟413 号）、•MOOC学分认定办法（试行）‣（校教发„2016‟

226 号）等文件；完成•本科生创新创业与素质教育学分管理办

法（修订）‣（校教发„2016‟414 号），建立了学分积累和转换

制度；已健全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完成开设新生研讨课 86门、

创业类通识课程 14 门、科学研究方法课程 19 门、学科专题课

106门；2016年共获得创新创业各类大赛国家级奖励 187项。（牵

头单位：教务处） 

6.获批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新增国家级实验

教学中心 1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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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已完成建设跨专业、多功能综合性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6 个，建设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16个，并获批“国家级实

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获批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1个（物理实验

教学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农业水工程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待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工作开展后积极组织申

报。（牵头单位：教务处） 

7.建设 10 个以上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获批“全国高校

实践育人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完成情况：已建设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16个，并获批“全

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牵头单位：教务处） 

8.主动适应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科研评价办法，

推进科研组织模式改革，创新多学科研究中心运行机制。 

完成情况：整合校内资源，组建跨学院多学科科研机构，

成立生态预测与全球变化研究中心、环境污染过程与控制研究

中心（校科发„2016‟383号）以及苹果研究院（校科发„2016‟

383 号）。（牵头单位：科研院） 

9.落实•科研创新团队认定与支持暂行办法‣，加大优势创

新团队精准化支持力度。 

完成情况：已完成 2016年学校科研创新团队评审认定工作，

待校长办公会研究。（牵头单位：科研院） 

10.加强对教学科研实验平台统筹管理，提升大型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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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服务效率。 

完成情况：已完成作物生物学创新中心、园艺科学研究中

心和资源环境科学研究实验中心的场地装修、水电改造、现有

设备迁移、人员招聘等工作，并于 11 月份正式投入运行；完成

对共享大型仪器设备运行成本的调研，制定了大型仪器设备收

费标准；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的

通知‣（校科发„2016‟146号），落实了二级单位在大型仪器设

备开放共享工作的主体责任；完成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平台

升级改造，并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运行。（牵头单位：科研

院） 

11.到位科研经费 5 亿元以上。 

完成情况：2016年全校科研合同经费 5.10亿元，到位经费

4.69 亿元，较 2015 年到位经费增长 0.2 亿元。（牵头单位：科

研院） 

12.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0 项，其中重点（重大）

项目 5 项以上。 

完成情况：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72 项，其中重大

研究计划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1 项、

重点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 1项、优青项目 4项。（牵头部门：科

研院） 

13.新增省部级创新基地 2-3个；主持获评国家科技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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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4 项以上。 

完成情况：获批省部级科研基地 2 个（国家林业局“古树

名木保护与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天然产物化学生

物学重点实验室”）；获评国家科技奖 2 项（其中技术发明奖和

科技进步奖各 1 项），获评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5 项。（牵头

单位：科研院） 

14.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SCI、EI、SSCI 论文 2000 篇以上。 

完成情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19日，我校三大检索收录论

文总数为 2642篇，第一署名单位收录文章为 2035篇。（牵头单

位：科研院） 

15.完成生命科学公共平台建设并投入运行。 

完成情况：已完成平台改造、实验台建设以及平台相关工

作人员的招聘工作；完成购臵相关仪器设备 60 台（套），其中

共聚焦显微镜等部分仪器设备已经完成安装调试并投入运行。

（牵头单位：科研院） 

16.全面实施“陕西省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科技推广新机制。 

完成情况：已通过纵向整合和横向联合，实现了高校、地

市农科院和基层农技推广站技术人员的整合，培育了一支覆盖

全省主要产区的农技推广服务团队；建设科研试验站 5 个、区

域示范基地 19 个、技术推广站 59 个，形成了集“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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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示范、技术推广、农产品加工、市场销售”等多主体协同

运行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98 项，建立核心示范基地 4.2万亩，辐射带动 30万亩，建设省

级标准化养殖场 16 个。（牵头单位：推广处） 

17.加强试验示范站（基地）绩效考核和财务收支监管，建

立动态管理与考核退出机制。 

完成情况：已印发试行•试验示范站技术服务性收入管理

细则‣，规定科研副产品收入实行申报制与“收支两条线”管理。

（牵头单位：推广处） 

18.在中亚国家建立 1-2 个产业试验示范基地（科技示范

园）。 

完成情况：已与吉尔吉斯斯坦田园牧业公司和莫斯科区政

府达成了合作建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尔吉斯农业示范园区”

协议，相关工作正在落实中。（牵头单位：推广处） 

19.全年到位科技推广项目经费超过 1 亿元。 

完成情况：向农业部、国家林业局、陕西省农业厅等部门

申报各类推广项目 326项，获批 213 项，落实项目经费 10746.65

万元。（牵头单位：推广处） 

20.完成第三轮岗位聘用考核准备工作及启动第四轮岗位

聘用的前期工作。 

完成情况：已完成第三轮岗位聘任的聘期考核摸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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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照聘期目标和完成情况，对第三轮岗位聘用实施效果进行

了综合评判，为第四轮岗位聘任做好了前期工作。（牵头单位：

人事处） 

21.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调整部分机构设臵。 

完成情况：已完成农民发展学院、扶贫办公室、党委研究

生工作部、人事档案室、研究生质量评估与监督处、科技发展

中心、曹新庄农场、西安办事处、西安研究院筹建处、大学生

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化学与药学院、考评督查办公室等 12个部

门的成立、调整、隶属关系变更、工作职责确定及人员编制核

定工作。（牵头单位：人事处） 

22.选聘“预聘制”青年教师 120 人左右，显著提升海外著

名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比例。 

完成情况：已选聘青年教师 89人，其中海外知名大学博士

10 人。（牵头单位：人事处） 

23.以实施“人才队伍建设年”为契机，深入落实•全面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探索建立“人才特区”。 

完成情况：已协同科研院制定•关于试行“科研特区”的

暂行办法‣，并印发实施（校科发„2016‟134 号）。（牵头单位：

人才办） 

24.加大高水平团队、学科领军人才和拔尖青年人才引进力

度，引进国家千人计划 1-2 人，青年千人计划 5 人以上，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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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国家杰青 2-3 人，副教授以上人才 30 人。获评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青年学者 2-3 人，国家杰青、优青 2-3 人，国家万

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2 人。 

完成情况：已引进“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 1 人（于

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 人（祝凌燕）、（国家杰

青）讲座教授 2 人（李胜、俞景权）、副教授 37 人；已完成获

评“万人计划”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1 人（吴普特）、“万人计

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王晓杰）、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

项目 4项（陈帝伊、刘慧泉、魏孝荣、管清美）；另外，2016年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公示入选 5 人（王进义、刘福来、刘西

莉、赵敏娟、王晓杰）、“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公示入选 4 人（袁

黎、朱霞、王丽、叶荣忠）、第十二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 2

人（吴江维、马闯）。（牵头单位：人才办） 

25.完成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预评工作，提出优化整合方

案。 

完成情况：已完成植物保护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国际评估

工作，同时完成了 15 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一级硕士学

位授权点和 11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预评估工作，提出了学

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方案。（牵头单位：研究生院） 

26.研究生发表 SCI、EI、SSCI 论文 1000 篇以上，获评陕

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0 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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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研究生发表 SCI、EI、SSCI 论文 945 篇，获评

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3 篇（公示中）。（牵头单位：研究生

院） 

27.探索成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 

完成情况：“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已于 2016

年 11 月 5日在我校成立，由我国与俄罗斯、中亚、南亚、西亚、

非洲、欧洲等丝绸之路沿线 12 个国家的 59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

组成，致力于推动成员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推广、

人文交流、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共同促进丝路沿线国

家与地区农业教育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牵头单位：国际处） 

28.推进开展“联合基地、科研合作、研究生联合培养”三

位一体实质性国际学术合作。 

完成情况：全年依托国际合作机构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43 批次、273人次，为研究生授课 76 次。（牵头单位：国际处） 

29.实施学科引智基地培育计划；获批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

实验室。 

完成情况：已获批学科引智基地 1 项（作物抗病育种与遗

传改良创新引智基地）、中国科协“中俄联合政策研究中心”1

个。（牵头单位：国际处） 

30.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培育，到位经费 2000 万元以上。 

完成情况：2016年到位国际合作项目经费 2106.82万元。（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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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单位：国际处） 

31.到位办学经费 25 亿元以上。 

完成情况：2016年实现办学总收入 25.52 亿元。（牵头单位：

计财处） 

32.建设南北校区 24 小时餐饮服务点；维修改造部分离退

休职工活动场所；在南校区体育馆建设健身房；完成南北校区

部分主干道路灯节能改造。 

完成情况：已将南校区学生第二调剂餐厅、北校东区学生

第四调剂餐厅中各一个窗口改造成为夜间餐饮服务点，每天营

业到 24点；完成西林校区离退休职工服务中心办公楼室外散水

缝隙处理、水保所校区卫生间改造、西林校区离退休职工室外

活动中心场地改造等项目；完成对南校区体育馆现有闲臵场地

装修、改造，采购健身器材 33套并安装到位，12月初已面向师

生开放试运行；已完成南校区银杏南路、栾树路及北校区树基

路、尚德路等十条主干道 227盏路灯更换工作。（牵头单位：后

勤处） 

33.改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场所；启动北校区图书馆建设

立项论证；加快南校区幼儿园、北校区实验动物中心、小麦育

种能力提升科技创新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 

完成情况：已完成北校东区超市二楼创客空间和植物所校

区创新创业楼改造工程；完成北校区图书馆建设项目可行性报



 13 

告，并通过了教育部专家组评估；完成南校区幼儿园项目施工

招标，以及该项目“三通一平”、基础试桩施工工作；完成北校

区实验动物中心项目施工招标，以及该项目施工场地“三通一

平”及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南校区 1、2号加代室主体工程建设。

（牵头单位：基建处） 

34.2016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年底就业率

超过 95%。 

完成情况：据统计，我校 2016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91.65%，年底就业率为 96.18%。（牵头单位：就业中心） 

35.实施校园无线网（二期）建设项目。 

完成情况：2016 年 9 月份完成校园无线网（二期）建设项

目公开招标；现已完成设备安装（共布设 AP点 1820 个），正逐

楼进行调试运行。（牵头单位：网教中心） 

36.整合人事、教学、科研、财务综合服务数据系统，实现

管理信息共享。 

完成情况：2016年 7 月 13日常委会研究决定，将该项目更

名为“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同时调整完成期限为 2017 年 5

月。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平台建设方案、个人数据标准、数据

交换共享接口标准的调研编制，平台与其他业务系统数据接口

对接、统一身份认证改造等工作；一期建设项目 3 个标段的招

标，相关软件工具、数据库的部署工作也已完成。（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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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教中心、人事处） 

37.加快农业农村干部学院建设，筹建农民发展学院。 

完成情况：3月份学校正式成立农业农村干部学院和农民发

展学院；10 月份成立陕西省职业农民培训学院，获批省农业厅

培训项目和建设经费 500 万元；11 月份省发改委批准农民发展

学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先期拨付建设经费 1000 万元；目前，

已完成•中国杨凌扶贫培训基地建设方案‣并报送陕西省扶贫

办，同时向国家扶贫办提交建立全国扶贫培训基地申请。（牵头

单位：成教学院） 

（二）需调整变更的工作任务（3 项） 

1.着力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做好新一轮全国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工作。 

进展情况：已选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教师 20 名、思

政课教师助教 15名，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及“王辉精神”等活动 20 余项；完善易班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平台，开展了“模拟长征”等活动；完成学生年度思想

状况调查，形成•大学生思想动态调查报告‣；现已完成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测评相关准备工作，下一步，待教育部相关部门

启动该项工作后立即实施。（牵头单位：学生处） 

2.新增国外高水平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2 项。 

进展情况：目前已与阿德莱德大学商讨确定了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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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计划、课程设臵等事宜；2016 年 10 月 18 日，阿德莱德大

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John Williams 率团访问了我校，就

合作办学事宜进行了商谈；因阿德莱德大学目前无法满足 40 名

学生培养的教学实验条件，双方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下一步继

续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系，待条件成熟时签订合作办学项

目协议。（牵头单位：国际处） 

3.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争取进入陕西省重点支持马

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序列。 

进展情况：2016 年 8 月份已完成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设申报工作；目前，陕西省相关部门未组织开展申报工作，

下一步待申报工作开展后积极争取。（牵头单位：马克思主义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