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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高端人才引进来后，更
关键的是留得住、用得好，广油又
是如何调动教师教学、研发积极
性的？

据了解，学校以“放管服”改
革为驱动，大力推进人才分类评
价和管理，将教师分为教学型、
教学科研并重型和研究型教师等
类别，明确提出了不同的教学和
科研业绩要求。李继凯教授便是
职称评审权下放到学校后，首批
被评为教学型教师的教授，曾获
学校十大师德标兵、教学名师、
南粤优秀教师等称号。他表示，
学校的人才分类评价和管理制
度，极大地激发了教师潜心教书
育人的积极性，有利于教师发挥
独特的教学艺术，获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
中青年教师是学校可持续发

展的后备力量。学校以高水平理
工科大学建设为契机，多措并举，通
过“学者计划”“海外委培博士计划”

“在职读博关爱计划”“博士预签约
培养计划”“教师素质提升计划”“人
才共建共培计划”“双师双能型人
才共培计划”“双博士引进待遇提
升计划”等八大计划促进中青年教
师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其中，“学者计划”设领军学
者 A岗、领军学者 B岗、杰出学
者 A岗、杰出学者 B岗、青年学
者 A岗、青年学者 B岗六个岗
位，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发展阶段
的教师进行选拔培养。目前，已
经开展了首批“学者计划”的评

选工作，其中 3人入选领军学者
B岗、3人入选杰出学者 A岗、2
人入选青年学者 A岗。人事处
处长蔡业彬教授表示，“高门槛、
高压力、高待遇”的合同管理模
式有效帮助教师不断挖掘科研潜
力，延长学术生命。

此外，学校全力支持中青年
教师到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等
进修培训，拓宽国际视野、跟踪
学术前沿，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教学方法。2017年以来，学校
赴国内著名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的
教师50名，选派到国（境）外攻读
博士学位的教师 136名；每年都
会选送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国内外
做访问学者或进行短期培训，以
提升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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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简称“广油”）和沈阳鼓风机集
团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广东茂化建集团有限公司结成
石化装备安全智能化共同体，联手为石化类企业提供

新的设备安全解决方案，此做法在全国石化行业尚属首创。
广油党委书记、校长张清华表示，学校正积极服务广东省的世
界级石化产业带建设，为广东石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人
才支撑。

作为石化特色鲜明的本科高校，如何走出一条特色兴校
之路？近年来，广油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现拥有“双聘院
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863计划”首席科学
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以及自
主培养的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珠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65人，承担了一批重大
项目和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研究生。

师资队伍质量是高校教育教
学质量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广
油抢抓机遇，着力实施人才强校
战略，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组织
人事部门牵头抓总、各部门全力
配合、二级学院主动抓好”的人
才工作格局，全面深化人才体制
机制改革，做好高层次人才引进
和培育的顶层设计，及时出台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人才队伍建
设行动方案》，为学校打造高水
平师资队伍引领航向。

学校围绕团队建设，聚焦重
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重点项
目、成果培育，奋力抓好高层次
人才引进工作。2018年底，学校
提出在现有学科、科研、教学等
团队基础上，优化整合，组建学
科梯队，致力构建“行业—学科
—学院（教学科研单位）—专业
教研室—团队（专业、课程群、实
验平台）—个人教学科研方向—
教学科研成果”链条和“行业—
学科—学科研究方向—学院（科
研机构）—团队—个人研究方向
—科研成果”链条。

为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加
盟学校，学校采取“年薪制”“柔
性引进”“团队引进”等灵活多样
的方式，引进了一批院士、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将高层次
人才融入到各教学科研团队中，
为学校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和学
科上的空白，支撑学校走出一条
引进高端人才、突破发展瓶颈的

特色兴校之路。
2018年初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杨春平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优
化整合学科团队资源，使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科成功获批2018年珠江
学者设岗学科，成为学校首个珠江
学者设岗学科。2019年，杨春平
带领学科团队申报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获得立项。

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不断融
合，进一步催生了广油教育教学
综合思想的改革。广油副校长周
如金教授创新提出“教必蕴育，
育必铸灵”的教育教学综合改革
思想，并深入实践“双体系融合
渗透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问
题导向式教学理念”，实现教书
与育人的交叉、融合与渗透，实
现全程育人。近年来，广油教育
教学成果丰硕，获省教学成果一
等奖3项、二等奖4项。

广油副校长彭志平教授表
示，广油近年来在广东省委“双
高”“冲补强”“组团帮扶”战略
的指引下，按照差异化发展路
径，全力推进石化特色鲜明、优
势突出的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
设，致力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差
异化竞争优势明显的学科专业
群，建设一批有明显竞争优势
的科技创新平台，产出一批能
解决关键技术的技术成果，学
校的社会影响力和综合实力大
幅提升。

据 了 解 ，在 人 才 强 校 战
略指导下，广油学科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学校目前共有
10个学科获省级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数量在省内同
类高校居于前列，其中包括 3
个省级优势重点学科，4个省
级特色重点学科，3个“冲补
强”计划建设学科。继 2018
年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获批
珠江学者设岗学科后，2019
年工业催化、检测技术自动
化装置两个学科又获批珠江
学者设岗学科。

同时，广油主动聚焦石油
化工产业及区域主导产业需
求，在石油化工领域形成一批
有较大影响力、有较高显示度
的高水平科研成果，为广东省
石油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茂
名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日
前，由广油施继成教授主持的

“三联芳膦钯碳氮偶联催化剂
的研发及产业化”首获 2020
年度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
划“先导性新材料与技术”重
点专项立项，资助经费 1000
万元，实现了学校在该类项目
上的重大突破。

此外，广油先后获中国石
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广
东省科学技术奖 7项，吴文俊
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1项；授
权专利 1565项。全校共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7项，
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
题、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项目、省重大科技专项、省自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等 。 在
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报项目上，广油共获17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较2019
年立项数增幅达 113%。“这是
学校加快推进高水平理工科大
学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标
志性成果。”科研处处长程丽华
教授表示。

张清华透露，到 2025年，
广油的师资队伍建设将更上新
台阶，并将建成支撑粤港澳大
湾区绿色石化产业的科技服务
体系，覆盖全省、辐射全国的石
油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学科体
系，学校整体科研实力和服务
社会能力显著提升，建设成为
石化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
水平理工科大学。

依托人才队伍建设 助力石化产业发展

近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引领特色兴校之路 推动人才分类评价管理 挖掘教师学术科研潜力

腾腾 海归教授陈辉在实验室给学生上课飞飞

如何节约粮食的调研，
作珍惜粮食的倡议，化
身“小小农夫”体验插

秧、种植和喂养牲畜，制作竹筒
饭，践行光盘行动……9月 20
日，第 44期小主人论坛“铭记
抗战历史，涵养勤俭家风”——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活动
圆满举行。

本次活动由广州市妇女联
合会主办，广州市儿童活动中
心承办，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
究院、从化区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从化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越秀区登峰小学协办，当
天，“羊城小市长”、羊晚小记者
和从化、越秀学生代表约90人
参加了活动。

如何倡导新“食”尚？且看
小记者们发回来的报道吧！

食食
第44期小主人论坛：铭记抗战历史，涵养勤俭家风

羊城少年倡导新“ ”尚

1活动前期，同学们在自己
家、亲朋好友家、社区、学校饭
堂、餐馆等地方开展以“节约
粮食”为主题的调研，了解身
边人们的粮食浪费情况和节
约举措。

第十二届“羊城小市长”申
晨走进一家餐厅，向餐厅经理
和食客进行调研，他发现剩饭
剩菜的情况挺普遍的，但如果
剩菜较多时客人会打包。而对
没有被打包的剩菜，餐厅一般
会分类，由专人收走处理。申
晨建议：服务员再忙，也要主动
提醒客人适量点餐和打包多余
饭菜。

很多同学也参与调研，他
们发现生活中还存在很多浪费
现象，比如减肥挑食导致剩菜、

孩子吃不下但家长使劲夹菜、
吃饺子不吃皮、吸引眼球的“吃
播”、喝汤不吃渣、猪肉只吃瘦
肉……当然也有很多“珍惜粮
食”的好榜样，比如很多学校饭
堂和餐馆在显眼处张贴了“节
约粮食”“文明就餐”“光盘行
动”等宣传标语，学生们也能遵
守；餐馆小份菜逐渐增多，有的
还实行“半碗菜，半量价”“光
盘行动菜品打折”等活动，鼓励
广大市民节约粮食。

除了进行调研，同学们还
走进社区、校园、企业、饭堂等
地方当起倡议员，设计“节约粮
食”标语，并拍摄了短视频和照
片，在朋友圈等线上传播平台
进行宣传、倡议，引导更多人加
入“节约粮食”的行动中。

32020年是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5周年，中华儿女
都在以各种方式来铭记抗战
历史，致敬抗战英雄。最近
电影《八佰》很火，很多同学
去看了电影，了解英雄们在
以前缺粮少食的艰苦岁月中
仍然艰苦奋战、为人民开创
当今幸福生活的事迹。

玉树小学的黄则岚说：
“我终于理解了国旗和国歌
的意义，太沉重了，因为背
后是无数先烈们的鲜血和
尊严。”羊晚小记者李景浩

深有感触地说：“战争残酷，
连睡觉都奢侈，更何况一天
三餐。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国家提倡珍惜粮食拒绝浪
费了，因为天堂和地狱只隔
了一座桥。”

论坛现场也邀请了从
化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原
从化市人大法制工委主任
李树根，他今年 68岁，说起
革命历史情绪激昂，在场的
学生无不动容，他还叮嘱大
家要珍惜当下幸福生活，好
好学习，长大为国家和人民
作贡献。4论坛上，大家纷纷分享了

自己的调研成果，并积极举手
就“如何节约粮食”谈想法，
献良策。

“羊城小市长”潘鹏安说：
“抗战时期，人民和士兵饿得只
能吃草根、树皮，但他们仍坚持
战斗。我们绝不能好了伤疤忘
了疼，而要牢记历史之痛、勇担
自身之责。”“羊城小市长”陈誉
满建议，全面持续开展食堂“光
盘行动”，采取多种方式激励师
生吃完所购食物。“羊城小市
长”严绰颖表示，“吃多少盛多
少，吃不完就打包”这句话是没
错，但现在出现“过度依赖打
包”的问题，总有人想着“吃不
完就打包”，随后超量点餐，最
后打包带走，但被打包的食物
真被吃了吗？还是被搁置在冰
箱？他建议餐厅应限制点餐的
食物数量。

“羊城小市长”张岚婷则

希望，政府可以出台有关节约
粮食的政策和法案，从源头上
解决浪费粮食的问题。“羊城
小市长”王亿依号召：“节约
不仅限于粮食，地球资源的生
长速度远远小于它的消耗速
度，水、电、气这些我们生活
必不可少的资源也在慢慢流
失，‘节约’要在更广的范围
上，在宣传节约粮食主题的同
时，把节约更多资源的思想传
递出去。”

越 秀 区 小 北 路 小 学 的
张馨予希望科技发展，让机
器人作为我们节约粮食的
好帮手，根据每人的身体情
况提建议，让技术帮助我们
养成节约粮食的习惯，也能
吃得更健康。

在场的所有大小主人还
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宣
誓要做珍惜粮食的践行者、示
范者和传播者。

宣读《珍惜粮食倡议书》

调研倡议活动

插秧

广 东 石 油 化
工学院西城校区
综合教学楼

缅怀先烈，珍惜当下幸福生活

节约粮食，小主人献良策

2化身农夫，
体会粒粒皆辛苦

深入调研，节约粮食我先行

“羊城小市长”：陈誉满 张岚婷
申晨 王亿依 严绰颖 潘鹏安
广外从化实验小学 李景浩
农林下路小学 戚朗誉
广州市二中应元学校 蒋昀哲
南武小学 陈珈嘉
玉树小学 黄则岚 黄则尊
体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 王泽欣
执信南路小学 金俊宇

作

20日，同学们一大早便来到从
化区麦田生态园，在农民阿姨的带
领下，大家来到一片已经翻过的土
地。“用锄头挖洞，把幼苗的根部种
进去，然后轻轻把土掩盖上”，看似
简单的步骤，同学们进行得不太顺
利，有同学洞挖得太浅，只能眼睁
睁看着蔬菜苗“有气无力”倒了下
去，有的则把土压得太实，伯伯说
这不利于蔬菜的生长。 最“煎熬”
的是，当天室外摄氏30多度高温，
毒辣的太阳晒在身上连后背都发
烫，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上掉下
来，不过大家还是坚持，直到菜苗
屹立不倒为止，种下的一排排菜苗

也成了一道风景。体验结
束后，所有人不禁感慨：今

天只是体验半小时都这么辛苦，农
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在劳作，
真不容易。

插秧体验的时候，大家脱鞋
挽裤，小心翼翼地把脚踩进水田
里，脚刚触碰到泥巴，身边响起此
起彼伏的喊叫声，每走一步都很
艰难。同学们一手拿着水稻苗，
一手把它分开，然后把水稻苗深
深地插进田里，手上沾满泥巴。
看似简单的插秧，因为重复弯腰
而腰酸背痛，这让大家真正理解
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
含义。同学们还看了视频《水稻
的一生》，从浸泡种子，到播种、
放水打田，再到插秧，抽穗，到最
后的晒稻米，去壳，足足有十几个
程序，有同学表示，第一次对每天
吃的米饭，是如此陌生和敬仰。

中午同学们体验制作竹筒饭，
吃了玉米、番薯等农家菜，经过一
上午的辛苦劳作体验，这一顿简朴
的饭菜大家吃得很香。这次活动
的主题是珍惜粮食，大家践行“光

盘行动”，不浪费饭菜，你一筷、我
一勺，同学们分工就把剩余的菜吃
完了，有个小组剩下一笼玉米，组
员则主动跟老师拿袋子，说打包回
家吃。大家都表示，不仅这次午
饭，以后的每顿饭，都要有“光盘”
的意识。

越秀区小北路小学张馨予的爸
爸表示，“勤以养德，俭以修身”，城
市孩子难以切身体会农民伯伯对土
地深沉的情感，“水稻的一生”只停
留在李子柒唯美的视频里，这次“沉
浸式”的研学活动，“润物无声”地
让孩子们体会到了一粥一饭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他衷心感谢
主办方为孩子们组织了这次既有教
育意义又充满乐趣的活动。

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
彭桑子说，希望活动结束后，同学
们能做真正的行动使者，把节约粮
食的意识传递给身边的人，也希望
大家能爱上乡村，未来有机会来建
设我们的乡村。“未来的建设就不
是光着脚下田了，更多要依靠高科
技，依靠头脑和智慧，希望同学们
能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