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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除确定南昌大学作为高水平大
学整体建设高校（自设 8 个学科为省一流
学科）外，还遴选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
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
中医药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东华理工
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
科技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赣南医学
院、南昌工程学院 13所高校的 33个学科，
以及 30 所高校的 172 个专业作为省一流
学科和专业进行建设。

作为“双一流”建设的主体，各高校抢
抓机遇投棋布子，拿方案定目标、抓改革
促发展。

南昌大学以建设一流学科、搭建一流
平台、提供一流服务为抓手，重点打造新
材料技术、食品科学技术与健康、化学、生
物学、临床医学、江右人文与文化软实力、
绿色发展与应用经济、思政教育与新闻传
播等 8 个学科群。2020 年 9 月 16 日，南昌

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材料专
家评议会召开，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魏炳波等专家认
为，南昌大学圆满完成了教育部批准的建
设任务，同意通过南昌大学“双一流”建设
周期总结报告。

南昌航空大学积极构筑高质量学科
平台体系服务一流学科建设，实现学科发
展与服务产业互促共赢。近年来，学校获
国家科技发明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
批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
多个学科平台；整合航空国防类学科资
源，以一流学科为主干形成了航空国防领
域“四基地”“四院”学科平台群，多层次
全方位推动学校航空国防特色学科做优
做强。

江西农业大学打破学科组织和院系
行政壁垒限制，制定一流学科群发展战

略，致力打造“学科特区”。学校依托畜牧
学、作物学、林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等 4
个省一流学科优势，新增国家级奖励1项，
新增国家级重点项目11项，特别是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猪育种新技术“中芯一
号”在“华系种猪”育种实践中推广应用，
选育的水稻“泰优871”品种通过农业农村
部超级稻品种认定，“淦鑫 688”“五丰优
T025”等一批超级稻品种以及“双季超级
稻早蘖壮秆强源高产栽培”等技术得到大
面积推广，创造经济效益数十亿元。

华东交通大学创新机制建设学科特
区，按照学校有品牌、学院有重点、学科有
特色的“大交通”学科体系建设思路，举全
校之力，对省一流学科在经费保障、人才
引进、职称评聘、团队建设等方面重点建
设。通过出台系列改革举措，优化人才发
展环境，激发人才队伍活力，将现有人才
分为“天佑学者”“天佑拔尖人才”“天佑新

星”3个层次，明确各层次人选的专项津贴
标准、量化考核目标等，实现了由待遇向
学术考核与激励的转变。

东华理工大学坚持人才为要、教师为
本开展“双一流”建设，多措并举实施人才
引培工程，着力夯实“人头”基础，谋求“头
人”数量。同时，学校采取学科项目制、年
度责任目标制、项目归口监督责任制、关
键指标督导制、绩效奖励制等相关措施和
办法，对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任务进行目
标任务化、任务项目化、项目进度化、执行
督导化的项目管理制度，极大优化和推进

“双一流”建设进度。
去年12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发

改委联合对高校开展“双一流”建设期满
验收工作，41个省一流学科中17个学科验
收结果为优秀，24 个学科验收结果为合
格；50个一流专业中16个专业验收结果为
优秀，34个专业验收结果为合格。

激活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一池春水激活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一池春水
——我省我省““十三五十三五””期间期间““双一流双一流””建设综述建设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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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省教育厅、相关高校提供）

这是江西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入
新阶段的重要时刻，这是江西高校开启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契机——

2017年5月，省政府印发《江西省有
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专业建设实
施方案》；2017年8月，省教育厅、省财政
厅、省发改委下发《江西省有特色高水平
大学和一流学科专业建设实施办法（暂
行）》；2017年12月，省教育厅印发《江西
省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
单》。在财政尚不宽裕的情况下，当年我
省明确安排40亿元支持高校“双一流”建
设，彰显了省委、省政府的鲜明态度和空
前支持力度。

这是江西高等教育攻坚克难锐意
进取的四年，这是江西高校锚定目标勇
毅笃行的四年——

四年间，全省高校 ESI 世界排名前
1%学科由6个增加到19个，8位教授进
入ESI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学科
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本土培养了一批中
国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青年长江学
者等各类国家级人才，人才队伍建设全
面加强；“双一流”建设学科主持的2个
项目成果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7
项，教学科研能力实现提升；推动高校
科研成果转化“第一战场”落在江西，服
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与日俱增。

2020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第三届江西高校科技成
果对接会在南昌举行。虽然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
响，本届对接会的规模不如
前两届，但快速增长的签约
金额却格外亮眼：从 2016年
首届签约 8041万元，到 2018
年第二届签约 2.53 亿元，再
到去年第三届签约 6.01 亿
元 。 从 2016 年 第 一 届 到
2020年第三届，从 8041万元
到 6.01 亿元，正是江西高校

“双一流”建设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建
设，只有对接现实需求，造福
社会、造福人民，才有广阔的
前景。

江西理工大学发挥一流
学科冶金工程的学科、人才、
科研优势，走出了一条服务
我省铜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2018 年 9 月，江西理工大学
和鹰潭市合作共建的新平台
——江西先进铜产业研究院
揭牌。研究院重点瞄准铜产
业重大关键共性问题，以项
目、技术、服务为纽带，采用

“开放合作”和“平台共享”机
制，积极联合企业开展关键
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研究。
研究院成立后，学校把铜加
工、智能制造、智慧工厂 3个
技术团队派驻鹰潭。一批科
研工作者在保太集团、江南
新材、广信新材、耐乐铜业、
众鑫成铜业、瑞鑫铜业、凯安
智能等 20余家企业“安家”，
扎根生产车间协助企业开展
技术攻关。

江西师范大学发挥化学
学科科研优势，创新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形成
了汽油抗爆剂、纳米纤维电
池隔膜、超细粉体材料等优
势产业特色，建立了多个大
型实验生产基地，年产值超
10亿元。侯豪情教授带领的
团队，开发了电纺 PI 纳米纤
维产业化技术，是全球第一
个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大规模
化生产自支撑PI纳米纤维非
织造布的创新技术，并创办
了江西先材纳米纤维科技有
限公司。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该公司被列为北京市国

家重大疫情科技攻关项目协
作攻关企业，提供用于制造
反复多次使用口罩和多次重
复使用卫生防护服的高效过
滤和耐摩擦功能材料。

江西中医药大学坚持产
学研结合的办学特色，中药
学科依托三大国家级科研平
台，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为中
药全产业链提供技术服务。
学校研发了“替抗”中兽药新
药白头翁等相关产品 20 余
个，建立了覆盆子等 16种药
材标准，建设了 5600余亩中
药材示范基地，开发了高速
压片机等 16 台（套）新型中
药智能制药装备，创新了中
药片剂、食疗香疗产品生产
集成等关键技术 28 项等。
目前，学校服务全国 300 余
家中药企业，主要产品广销
海内外，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数百亿元，有力助推了中药
制药现代化进程。2019 年，
我省中药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跃升全国第4 位。

江西财经大学是国务院
扶贫办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
估的 10 支队伍之一。2017
年至今，该校高质量完成国
务院扶贫办及 8个省区扶贫
办委托的“贫困县退出评估
项目”20余项，涉及324个市
县，经费 4000 余万元。同
时，学校按年度出版《江财智
库蓝皮书——江西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报告》《江西绿色发
展指数绿皮书》《数字经济发
展报告》《江西现代化与高质
量发展蓝皮书》《赣闽贵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等系列智
库报告与蓝皮书，为江西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近年来，全省高校广大
专家、学者主动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主战场，让实验室里
的科研成果“活起来”，让科
技成果转化跑出加速度。硅
基 LED 发光材料、生猪遗传
育种、双季超级稻新品种、铵
盐体系白钨绿色冶炼、热敏
灸技术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成功转化和产业化，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助力
我省电子信息、中医药、新材
料、绿色农业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

高校“双一流”建设，是我国
自 1995 年启动“211 工程”、1999
年实施“985工程”后，推动高等教
育再上台阶的又一创新战略。江
西高校在“211 工程”“985 工程”
这两轮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表现
并不突出。在“双一流”建设这场
新的战役中，我省审时度势，强化
顶层设计、突出规划引领，致力推
动高等教育赶超发展。

——强化组织保障，实现高
位推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双一流”建设，专门成立由省委
常委任组长，分管副省长任副组
长，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发
改委、省财政厅等 10 余个省直
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双一流”建
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省直相关
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建设
工作。

——强化资金保障，实现高
效推进。省财政在原有对高等
教育投入的基础上，专项安排10
亿元用于南昌大学整体推进“双
一流”建设，安排 30亿元用于其
他高校的一流学科专业建设。
目前，省财政厅已全额拨付“双
一流”建设资金 40亿元，并对验
收优秀的学科和专业发放 5 亿
元奖补资金。

——强化制度保障，实现规
范发展。在先后出台《实施方
案》《实施办法》《建设名单》的基
础上，我省还印发了《江西省有
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绩效评估办法》《江西省有特
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专业
建设财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

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政
策，“双一流”建设工作规范、有
序、高效、协调推进。

——强化过程管理，确保建
设实效。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
厅突出教育主管部门职责，加强
对“双一流”建设的过程管理和
监督，全力保障建设成效。一方
面，省教育厅每年组织专家对各
建设高校提交的年度评估报告
进行抽评，对抽评查摆出的问题
列出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和工作
台账，监督高校抓好各项计划任
务的推进落实。另一方面，省教
育厅定期开展学科建设进展调
度和推进工作，及时掌握各“双
一流”建设单位的建设进展情
况，督促各单位对照目标任务加
快推进。

突出高校主体，激发自身潜能，
走好内涵式特色型个性化建设之路

强化顶层设计，突
出规划引领，擘画“双
一流”建设美好蓝图

扎根赣鄱大地，紧贴江
西实际，提升高校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四年攻坚，
全省高校“双一流”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江西高等
教育在全国处于“平原”的位置没有变，迈向“高原”
的步伐很坚定，登上“高峰”的路还很长。毕竟，高校

“双一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一所一流大学
需要长时间的积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诚如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要负责人所言，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全省高校要加快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用好用足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
政策红利，瞄准科技前沿、关键领域和江西需求，打
造一批国际国内一流学科，力争在第五轮学科评估
中实现新突破。

乌克兰航空专家参观南昌航空大学实验室

江西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永磁磁浮技术工程示范线——红轨”亮相第22届中国高交会

第三届江西高校科技成果对接会签约金额创新高

江西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黄路生▲

南昌大学教授南昌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风益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风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