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刊│152019年4月29日 星期一

●● ●● ●●

□本报通讯员 屈会超 梁甜 钱嘉欣

“我们要建设世界知名、全国著名、
区域引领、特色鲜明高水平大学！”
2018 年 5月，在河南师范大学第十二
次党代会上，该校党委书记赵国祥铿锵
有力地说。

百年师大：教育报国 声名远播

建校近百年来，一代代师大人秉持
“精育良才、教育报国”的初心，筚路蓝
缕，声名远播。

河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
1923年的中州大学理科，历经省立中州
大学理科、河南中山大学理科、省立河
南大学理学院、国立河南大学理学院、
河南大学理学院，1953年与平原师范学
院合并，改称河南师范学院二院。1956
年，更名为新乡师范学院。先辈们以数
理化生4个学系为根基，为新中国经济
建设培养了大量急需的优秀人才，在全
国树立了新乡师院的响亮名号。

1978 年，时任院长李俊甫教授和
卢锦梭教授恢复了溶液化学研究室。
1983年，该实验室成为河南省高校第
一个接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单位。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姚从工、
周希澄和张嘉宝、丁成杰4位教师获得
了三项全国科学大会奖。

1985 年，学校更名为河南师范大
学。当年，生物系石惠恩副教授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7年，化学
学院渠桂荣教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原校长王健吉教授、现任校长
常俊标教授分别在 2010年和 2018年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7 年，河南师大被教育部确定
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2011 年获批全国文明单位。2012 年
入选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
持高校。2015年成为省政府与教育部
共建高校。2017 年入选国家“111 计
划”高校。2018年年初，学校一次性获
批9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2018 年 8 月，河南师大牵头成立
河南省教师教育协同创新联盟，并与北

京师范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长期
以来，河南师范大学致力于教师教育改
革创新，引领河南教师教育发展。

学在师大：教学优良 成绩卓越

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因材
施教，分类培养，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
划，形成了良好育人机制。

作为国家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实施
高校，在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最高级别的
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中，河南师大
连续7届在此项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
团体成绩连续 6届在参赛的全国 45所
师范大学中位列前三名，选手累计获奖
比例位居全国第一名，并获得第七届大
赛唯一最高奖——创新奖。

不仅本科教学水平高，研究生教育
也十分突出。2012年，学校首届博士
毕业生常钦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名单，实现了河南省该项荣誉的零突
破。根据近几年的中国大学评价，学校
教师学术水平、教师绩效和办学性价比
均位居河南省高校前列，综合排名始终
保持在河南省前三名。

2018 年，河南师范大学获 3 项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其中高等教育
类成果 1项，基础教育类成果 2项，获
奖总数位居全省高校第一，全国地方师
范大学第五。同年，学校成功入选“国
培计划”名校长领航工程培养基地，标

志着该校中小学校长培训和培养工作
跨上了更高平台。

2004 年以来，该校有四名本科生
先后获得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2014年，学生创新团队被评为全国百
名“小平科技创新团队”。2017年，河
南师大学生彭昭杰获得跆拳道世界杯
团体赛冠军。学校先后获得中国音乐
金钟奖、中国戏剧奖·校园戏剧奖、中国
舞蹈荷花奖等艺术类三大最高奖项，成
为全国同时拥有三大奖的唯一高校。

2008年，河南师大成为“国家大学
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实施单位”。2012
年，学校入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实施单位”。师大共有 15个
项目入选由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主办
的“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成为河
南省入选项目最多的高校。

学科建设：点面结合 成绩突出

近年来，河南师范大学高度重视学
科建设，在ESI指数和全球自然指数排
名上位于全省前列。

2015年，河南师大“化学”“前沿物
理与清洁能源材料特色学科群”入选省
级 A类优势特色学科。2017年，在中
期考核评估中两个学科均获得优秀。
2018 年，河南师大获得 8个一级博士
学位授权点和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增量居全国高校第 4位。同年，该

校28个一级学科被确定为第九批河南
省重点学科。

依托化学优势学科，河南师大“绿
色化学与电源材料学科创新引智基
地”成功入选 2017 年度“高等学校学
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 计划”)，
实现了国家级创新引智平台建设的重
大突破，这成为学科国际化建设的标
志性成果。

在 2017 全球自然指数综合排名
中，河南师大居省内高校第 2位、全国
高校第 51 位、亚太地区高校第 110
位。2018年，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3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校 ESI
综合排名保持全省高校第2位。

2018 年 4 月，学校与来自哈佛大
学、中央音乐学院等高校的多位人才签
约。学校现有双聘院士7人，高层次人
才百余人。2010年，河南师范大学“创
新药物及医药材料的设计与合成”创新
团队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
发展计划立项建设；2013年，“绿色能
源材料”创新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
队发展计划”培育团队，2018年列入教
育部滚动支持计划，学校国家级创新团
队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

科学研究：特色引领 多方发力

河南师范大学基础研究和理论研
究扎实，该校找准学科优势，多方发力，

科学研究呈现强劲发展势头。
2016 年 8 月，该校刘玉芳教授主

持的课题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项目资助，项目执行期五
年，直接经费 735.99万元，实现了我省
在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上零的突破。

2012 年，河南师大曹俊杰博士获
首批国家优青项目。2017年，该校仉
华博士再次获批该项目，两人都是当年
河南省唯一国家优青项目。2018年，
曹俊杰团队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7年 12月，校长常俊标教授发
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第一名。2018
年 1月，以校长常俊标教授作为主要完
成人完成的课题荣获2017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8年，河南师范大学获批国家社
会基金项目 19 项，并列全国高校 60
位。文科国家项目多年居河南高校第
三位。2019年前4个月，该校师生已经
以第一作者在《德国应用化学》《自然子
刊》等国际顶尖期刊共发表论文10篇。

近年来，学校科研平台建设取得跨
越发展。截至 2018年年底，学校共建
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40个，包括省
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个，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个，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科研平台36个。

9年来，以河南师范大学为第一单
位共发表 SCI、EI源期刊论文 4000余
篇。学校主持承担科技部重大科技专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
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2000余项。获得
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170余项，获
得授权专利1152件。发表SCI、CSSCI
等高水平学术论文 6000余篇，出版学
术著作、教材 620余部。2名学者多次
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和英国皇家化学会“高被引中国作者”
榜单。ESI高被引论文数量位居国内
高校第65位、河南省高校前列。

服务社会：活水涌流 协作共赢

近年来，河南师范大学发挥自身优
势与特色，积极与地方政府加强联系，
打造“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对接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2017 年，河南师范大学牵头成立

新乡市大健康产业科技协同创新创业
中心，该校在创新药物、绿色药材、环境
污染与防治、生态旅游、健康文化、健康
养老等六个分中心发布并分享研发成
果。

校长常俊标带领的抗病毒药物合
成团队长期从事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
研究，团队研发的抗艾滋病一类新药
FNC 并完成了Ⅰ期临床试验，目前正
在进行Ⅱ期临床试验，研发的治疗脑梗
塞一类新药BZP已进入Ⅰ/Ⅲ期临床试
验，效果优于国内外同类药物。

2007 年，渠桂荣教授主持完成的
“系列核苷生产新工艺”成果获得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该成果在新
乡实现产业化，让一个濒临破产的企
业起死回生，解决了 2000多人的就业
问题，打破了日本对国际核苷市场的
垄断，结束了我国核苷产品长期依赖
进口的历史，并出口到美国、西欧、日
本等地。

此外，李伟教授与河南天方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出抗骨质疏松症
药物利塞膦酸钠、抗艾滋病药物齐多夫
定以及降血脂药物阿托伐他汀钙等清
洁生产关键技术，并实现了产业化。同
时，该校还与三生药业合作开发了年产
千吨强力霉素项目。

杨书廷教授带领的新能源材料研
发团队成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新乡片区“新能源电池及电动车产
业”发展的动力源与智慧库。其中锂离
子电池隔膜材料在中科公司产业化后
成为国内同行业中第一个替代进口的
产品。

“回顾学校近百年的办学历史，饱
含着河南师大‘精育良才、教育报国’的
初心和使命，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将其内
化为每个师大人的行动自觉，在学校强
化内涵发展、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设
高水平大学的新征程中，迸发出更加强
大的精神动力和发展活力，书写师大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笔！”校党委书
记赵国祥说。

河南师范大学

努力建设世界知名、全国著名、区域引领、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

□宋争辉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
坐落在“江南北国 北国江南”的

信阳师范学院近年来不断吸引着教育
界和社会的关注目光：炎黄学研究开
创全国先河，“炎黄学”概论获批国家
社科重大委托项目；建立附属医院筹
建医学院，掀开豫南地区医学教育事
业新篇章；获得多项国家级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丰硕的成果宣示着师院人全
力以赴建设“国内知名、河南一流、特
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水平师范大学
的担当与智慧，展示着信阳师院内涵
式高质量发展的跨越与提升，昭示着
信阳师院更加开放、充满活力、勇于创
新的希冀与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
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
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个服务”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指向。信阳师范学院把高质
量发展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
之中，谱写了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的新
篇章。

人才汇聚
筑牢高质量发展“支撑力”

人才资源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
源，高校发展对人才资源的竞争愈来
愈激烈。信阳师院党委切实履行党管
人才的职责，精心规划人才队伍建设
蓝图，坚定深化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推
进“360”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采取切
实措施，着力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用
好人才、服务人才，为高层次人才成长
发展营造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投
入上亿元，创造性实施“南湖”系列奖
励计划人才工程，通过多层次立体化
培养，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长为省

级、国家级人才工程人选和高端领军
人才，实现校级、省级、国家级不同层
次人才梯队和创新团队建设目标。制
定校长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引导教
师潜心教学，努力打造高质量本科教
育，培养卓越人才。目前，学校以双聘
院士、学部委员、国家“万人计划”教学
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
优秀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河南省“中原百人计划”人
选、省高等学校特聘教授为领军人才，
以近 600名博士为骨干的人才队伍建
设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力”，办学活力显著增强，影响力大幅
提高。在最新的“自然指数”排名中，
学校“自然指数”排名全国第 157 位，
河南省第 6 位；在全国高校 C 刊论文
发表数量排行榜中，学校 2018 年度 C
刊论文发表量 134篇，排名全国第133
位，河南省第5位。

制度引领
夯实高质量发展“竞争力”

信阳师院第四次党代会提出了建
设“国内知名、河南一流、特色鲜明、优
势突出”的高水平师范大学目标，为高

质量发展引航导向。学校坚持科研兴
校理念，实施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相继推进“南湖”系列人才工程和《高层
次科研成果奖励暂行办法》《重大科研
成果奖励办法》等激励措施，有效激发
科研和学术创新潜能，从制度层面鼓励
科研骨干和高层次人才以国家和我省
重大理论、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大力
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坚持科研促进教
学的指导思想，引导教师围绕教学开展
科学研究，增强重大课题攻关能力，努
力催生高水平原创性科研成果。强化
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流学科
平台、高端科研平台、应用技术研究平
台，在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项目（重大
项目）、国家级奖项、高层次论文上取得
了重大突破，增强了综合实力，提升了
核心竞争力，社会美誉度和影响力明显
提升。在软科、武书连等中国权威大学
排行榜位次迅速跃升，2018年分别居
全国第 256位、286位，河南第 6位、第
8位。

服务社会
增强高质量发展“创造力”

对接需求、服务需求是信阳师院

服务社会的重要遵循。学校主动研究
分析国家重大战略以及地区、行业和
相关领域的需求，找准服务需求的切
入点，构建科研平台，建立校校、校所、
校企、校地深度合作的有效机制和模
式，努力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度，在服务需求中形成优势、办出特
色。拥有豫南非金属矿资源高效利
用、茶树生物学、微电能源、河南省教
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等 21 个省级重
点科研平台，9个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
队、5个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团队等。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河海大
学共建全国第一家光伏系统真实发电
能力国际化测试平台，与河南大学、信
阳市人民政府合作建设“信阳森林生
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与中国林科院共
建“大别山种群生态模拟与控制重点
实验室”，与信阳市共建“信阳发展研
究院”等。立足地方特色形成的红色
文化、根亲文化研究得到国家和省市
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研究成果或形
成内参上报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或
在实践中广泛应用。

信阳师院遵循高等教育自身发展
规律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持续发
力，为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持，为高质量
发展开创了新路。

开放办学
提升高质量发展“带动力”

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国际化，开放
发展已经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势。
当前，信阳师院正以提升教育国际影响
力为目标，以更加开放为动力，扩大教
育双向交流合作，努力打造国际视野、
多元文化交融的办学环境。与韩国、美
国、新西兰等国 38所高校建立了经常
性交流合作关系，与国外6所高校在12
个专业方向上开展办学合作。加强国
际学术交流，聘请加拿大汉学家白润德
等知名专家学者担任讲座讲授、客座教
授，为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交
流开设新渠道。建立外籍教师暑期开
展本科生双语教学工作模式，招收来自
韩国、日本、巴基斯坦等20多个国家来

华留学生，2017年开始招收外籍硕士
研究生和我国台湾地区博士研究生，办
学层次进一步提升。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与探索，信阳
师院对地方开放，以服务促发展；对业
界开放，产学协同培养专业卓越人才；
对世界开放，全方位提升学生视野，走
出了一条“以我为主，充满活力”的开放
办学新局面。

从严治党
加强高质量发展“领导力”

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办好人民满
意大学的政治保证。信阳师范学院坚
持用制度管人管事，加强制度建设和
制度创新，使党的全面领导通过科学
规范的制度体系贯通到办学治校各领
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
面。一是完善决策类制度。结合实
际，先后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实施细则》《党委会议事规则》《校长
办公会议事规则》《党务公开实施细
则》《教学学院党委会议事规则》《教学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事规则》等制度，不
断规范决策程序和决策行为，为科学
决策和有效执行奠定了制度基础。二
是创新激励类制度。改革剔除制度积
弊，营造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制定
《校长教学质量奖实施办法》等制度，
激发了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彰显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活力。三是强
化执行类制度。以增强执行力为着力
点，制定《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分解》《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处置
干部不作为乱作为暂行办法》等制度，
建立制度落实专项巡察督查机制，压
实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职责，确保
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校党委各项要求
贯彻执行到位。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
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把“四个服务”作为高等教育内
涵发展的落脚点，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信阳师范学院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
路，激发新活力、增强新动力、再造新优
势、实现新发展，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追求，回应治国理政对科
技创新和卓越人才的强烈渴望，扎根中
国大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行走
在建设“国内知名、河南一流、特色鲜
明、优势突出”高水平师范大学的新征
途上。

（作者系信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国内知名 河南一流 特色鲜明 优势突出

信阳师院奋力谱写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新华章

信阳师院成立智库型学术研究
机构信阳发展研究院，与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深度融合，服务区域发展水平
不断增强

信阳师院炎黄学研究院在京成立

信阳师院第四次党代会召开

2017年，校长常俊标获中国专利金奖

信阳师院党委书记宋争辉（右一）访问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与该校校长、副
校长商谈合作办学事宜

校党委书记赵国祥在校第十二次党代会上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