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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激励是动力。近年来，学校
以深化开展综合改革为重点，积极推
进人才培养体系、分类评价体系和内
部治理体系等三大体系改革，并把优
化评价激励作为综合改革的突破
口，一方面建立形成覆盖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的突
出业绩奖励体系，对各条战线上取
得的重大突出业绩给予相应奖励，
另一方面对教师设置教学科研型、
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
型等不同的管理考核系列，实施有
竞争性的“保、奖、促”收入分配体系
改革和“竞争上岗、能上能下”的岗位

考核聘任体系；对管理服务人员探索
开展职员制改革，实施中层干部轮岗
交流制和任期责任制，设立管理人员
年终二次分配津贴；对学生突出学生
主体地位，完善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制
度，增加单项奖比例和过程性评价比
重，强化个性发展激励措施，引导学
生多样化发展；对学术则强调以质量
水平和实际贡献，建立学术成果的多
元评价体系，提高学术科研的层次水
平和服务能力，由此在全校上下形成

“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
鲜明导向，有效激发了全校师生的干
事创业激情。

八秩征程俱风流 扬帆逐梦再出发
——江西师范大学十年改革发展巡礼

赣山鄱水赣山鄱水，，形胜之区形胜之区，，巍巍学府匡国运巍巍学府匡国运。。

杏岭瑶湖杏岭瑶湖，，东南之美东南之美，，灼灼桃李竞芬芳灼灼桃李竞芬芳。。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3131日日，，岁值江西师范大学建校岁值江西师范大学建校8080周年华诞周年华诞。。站在历史的洪流中站在历史的洪流中，，抚今追昔抚今追昔，，感慨感慨

万千万千，，特别是回顾学校近十年特别是回顾学校近十年,,也就是也就是““十二五十二五””以来的改革发展进程以来的改革发展进程，，不禁让人心潮澎湃不禁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激动不已。。

党的建设是保证。学校
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扎实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建
立实施思想政治工作、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清单制度，创
新实施“三级书记”抓党建述
职考核活动，深入开展干部
作风、师德师风、学生学风

“三风”建设活动，积极推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全校干部师生展现良好精神
面貌，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得到有力加强，学校获批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
训研修中心，马克思主义学
院党委获评全国党建工作标
杆院系，4 个党支部获评全
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学
校被确定为全省高校基层党
建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
设试点单位。

“十二五”以来的十年，是学校各项
事业快速发展的十年，是学校办学实力
升级跨越的十年，是学校不断造梦追梦
圆梦的十年。

“十二五”期间，江西师范大学取得
了系列重要突破：成为全国第 2所省部
共建的地方师范大学，入选首批中西部
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获批全国
师范院校第 2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第3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进入“十三五”后，江西师范大学的
好消息更是接踵而来：2016年，获批 32
项国家社科基金首批年度课题，立项数
位居全国高校第 7 位；2017 年，参加本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获教育部专家组
盛赞为一所具有历史底蕴、文化情怀、

名校气质的“模范大学”；2018年，新增
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新增一级学科博
士点数位居全国高校第 14 位，学校一
级学科博士点数量从 3 个增加至 9 个；
2019 年，15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位居全国师范院校第
10 位；2020 年，化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
前 0.4%学科，材料学科新增进入ESI全
球前 1%学科，获批立项 27 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国家级科研平台、一级学科博士
点、国家级一流专业、国家基金项目，
这些都是衡量一所高校学科水平、培
养质量、科研能力的重大关键指标。
伴随着这些核心办学指标的不断突
破，学校综合实力排名在国内具有较

大影响的校友会网、软科、武书连等大
学排行榜都有较大提升，并均创下历
史最好排名成绩，其中在校友会网
2020中国大学排名中学校由 2011年的
179 位提升至最新的 109 位，累计提升
70位。

作为一所地方师范大学, 江西师
范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始终紧扣内涵建设工作主题，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锐意推进改革创新，积极攻坚
重大项目，精准发力关键指标，有力推
动学校各项事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书写出江西师范大学事业发展辉煌
灿烂的十年华章。

学科建设是龙头。学校把握大学
的学术组织特性，在遵循学科建设规律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现有学科基础和未
来发展可能，先后制定学科建设“1385
工程”“1152 高峰计划”“3520 高原计
划”，出台“学科特区政策”和申博学科、
ESI全球前1%学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推出“定特色、定方向、定团队、定目标、

定责任、定奖惩”的“学科六定”举措，实
施学科分层建设，突出建设重点，打破
平均用力，有效推动一流学科建设，带
动学科集群发展。除在一级学科博士
点上取得重大突破以外，学校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在第四轮全国高校学科评
估中进入A类学科（全省共 4个），学科
评估成绩进入全国师范院校前十强；马

克思主义理论、化学、心理学、中国语言
文学等4个学科以高分进入省一流学科
建设行列，入选数量和层次均居全省高
校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
学、教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音
乐与舞蹈学、外国语言文学等 7个学科
成功入选江西省高校学科联盟首批牵
头学科名单，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一。

师资队伍是关键。学校大力实施
人才强校战略，专门成立正处级建制的
党委教师工作部和高层次人才办，研究
出台“百万年薪、千万资助”等有竞争力
的薪资水平吸引拔尖人才，创新举办全
省高校首届“青年英才国际论坛”，先后
推出包括资深教授、首席教授、特岗教
授、“正大学者”和高端人才培育计划、青
年英才培育资助计划等在内的梯度人
才培育体系，建立人才引进“双周调度”

和校领导“一对一”服务制度，系统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全力引培一流人才，集
聚起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学校现有
专任教师 1800 余人，其中博士近 1000
人，拥有国家杰青、国家海外高端人才
等国家领军人才10人，全国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等国家级人
才 17人，国家海外高端青年人才、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等青年拔尖人才6人，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等国家级荣誉获得者67人，省教学名师
等省级荣誉获得者 270余人。2019年，
学校在五年一度的全国教育系统表彰
推荐评选活动中收获大满贯荣誉。在
中国高教学会的2012-2019全国普通高
校教师教学竞赛数据统计中，学校位居
全国高校第 70位。在前四届全省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学校获文理科一
等奖数占总数的一半。

人才培养是根本。学校牢固树立以“学”
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将学生的学习成长置于
办学的中心地位，围绕培养社会中坚骨干人
才的目标，着力推进“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
设，大力强化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创新实施

“正大学子”人才培养计划，锐意推进课程教
学范式改革，扎实开展“新兴教学法”全员轮
训工作，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全力推
动一流本科建设，努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
育，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稳步提高。学校创新
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教育的经验做法均获

《教育部简报》刊发推广，在校友会 2020 中国
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排名中，学校位居全
国高校第 63位，全国师范院校第 6位；除获批

15 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外，有 57 个专业
在为期四年的全省首轮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专
业中位居全省前3（共66个参评专业），其中28
个专业位居全省第一；累计获批1项国家教学
成果一等奖（第二单位）、2项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和2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9年
获 12 项本科层次教学成果一等奖，获一等奖
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捷报
频传，实现全国“互联网+”“挑战杯”“创青春”
三大赛中特等奖金奖的全覆盖，为全国唯一
连续三届蝉联主赛道“先进集体奖”（全国 20
强）的师范院校，在中国高教学会发布的《中
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
中位居全国师范院校第8位。

科学研究是支撑。学校全面修订科研管
理相关制度，充分发挥科研工作在建设高水
平大学中的支撑作用，积极探索以高水平科
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社会服务，切实加大对重
大项目、奖项和成果的配套资助和奖励力度，
科研工作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并产出了以

“糖、剂、布、膜、湖”等“五朵金花”和“中医药、
淡水鱼、VR、新材料、新能源”等“五朵新花”
为代表的一批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成果。十年
来，学校累计获批5个国家级科研平台，6个部
级科研平台和6个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高校科研优秀

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各1项和5
项省科技三大奖一等奖、27 项省社科优秀成
果一等奖；立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2 项，
国家“863”和“973”课题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558项；立项国家社会基金项目247项，
包括 5 项重大招标（委托）课题、18 项重点项
目，其中2016年获第一批年度项目32项，位居
全国高校第 7 位。学报（哲社版）2017 年新增
入选 CSSCI 收录来源期刊，学校进入全国高
校智库指数排名前50强。

十年跨越发展 书写辉煌灿烂华章

打破平均用力 学科建设成绩喜人

强调引培并举 师资队伍呈现新貌

坚持“学”为中心 育人质量显著提高

聚焦“顶天立地”科研成果可圈可点

优化评价激励 创业激情充分激发

强化党建引领
思政工作成就斐然

2019年7月，
江西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入
选第三批全国重
点马克思主义学
院，成为江西唯一
入选的高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

2020年5月，江西师范大学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这一专题进行集中学习。

校园一隅

校
园
全
景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第五届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第五届““互联网互联网++””
大赛大赛、、第十六届第十六届““挑战杯挑战杯””大赛总结表彰大会大赛总结表彰大会。。

20182018年年77月月，，江西师范大学召开一流学科与博士点建设工作会议江西师范大学召开一流学科与博士点建设工作会议。。

2017年11月，江西师范大学召开本科教学工
作审核评估专家意见反馈会。专家组盛赞江西
师范大学是一所具有历史底蕴、文化情怀、名校
气质的“模范大学”。

2018年5月，江西师范大学举办首届青年英
才国际论坛。

2020年1月，江西师范大学召开人才与科
研工作会。

各条战线上取得的累累
硕果，有力托举起学校品牌
建设的浓墨重彩。2011年以
来，学校成功收获省部共建
高校、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
建设工程高校、全国毕业生
就业典型经验 50强高校、接
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
生院校、全国第一批本科院
校教育信息化试点单位、全
国“推进实施卓越中学教师
培养”项目院校、全国首批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全国“高校教师考核评价
改革示范校”、全国首批“国防
教育特色学校”、全国创新创
业典型经验 50强高校、全国

“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高
校等11个国家级办学实力品
牌，以及全省“文明美丽校园”
示范高校、全省第一届文明
校园等校园形象品牌。

学校的改革发展也赢得
了考生的认可和社会的肯
定。在招生人数大幅增加的
情况下，十年间学校省内一
本主批次生源排位文科由考
生前 5.6%提升到前 3.2%，理
科由考生前 17.6%提升至前
11.8%；省外的生源质量也在
明显持续的提升，2019 年学
校实现全国一本批次线上招
生，2020 年省外一本批次比
各省一本控制线综合平均线

高出 37.79 分。学校教育发
展基金会自2011年7月获批
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协
议捐赠近2.3亿元人民币，接
受校友协议捐赠约1.15亿元
人民币，在校友会网 2019中
国大学社会捐赠排名中位居
全国高校第75位。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立足于“十三五”时期取得
的良好办学基础，面对当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
校党委将进一步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和视察江西重要讲话
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研究制定了《关于推进
在省内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上
作示范在全国同类高校中勇
争先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建设
一流师范大学目标的实施意
见》，对学校当前以及“十四
五”时期的改革发展进行了
勾勒部署。以办学 80 周年
华诞契机，学校将认真回望
奋进历程，弘扬办学传统，汇
聚各方力量，全力促进学校
发展思路转变、动力转换、模
式转向、路径转轨，积极推动
学校“十四五”时期事业更高
质量、更大成效、更有绩效发
展，努力让江西本科办学历
史悠久的江西师范大学焕发
出更加灿烂的荣光。

扬帆再起航 瑶湖再出发

（本版文图由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