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2015 年中层领导班子任期工作总结报告 

机电工程学院 

2015 年 12月 

自 2012年现任班子任职以来，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

机电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紧密团结和依靠全院师生员工，围绕学校

中心工作，结合学院实际，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

设和党建与思想政治等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照学院《任

期目标责任书》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任期目标责任完成情况 

对照《任期目标责任书》，4个目标内容中科学研究工作最

为突出，大大超过了预定目标：其中纵向经费 6121万元，超过

目标任务的 74.9%；SCI论文 287篇，超过目标任务的 139.2%；

国家级科研奖励 2项，超过目标任务的 100%，省部级科研奖 8

项、行业协会科研奖 23项；发明专利 234件，超过目标任务是

为 212%；出版专著 10部，超过目标任务的 25%。其余三个目标

内容也得到较好完成，其中在人才培养方面：本科生规模基本保

持稳定，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毕业生就业率在全校名列前茅，

2012-2015年分别为 100%、99.47%、98.89%和 99.3%，同时荣获

学校就业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获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 1

篇、第四届上银优秀博士论文佳作奖 1篇，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

3 篇；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目前专任教师 105人（其中具有博

士学位 84人，占专任教师的 80%），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3人，获省部级创新团队 2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江苏省创新团队各 1个）;在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很好发挥，在各级各类成

果中党员比例保持在 90%以上，群众对学院工作满意度保持在



 

 

95%以上，对领导班子民主测评中合格率与优秀率之和保持在 97%

以上，学生违纪人数 1人，不超过全校平均的 150%，任期内没

有学生重大安全事故。 

除此之外，学院在平台建设、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党建与

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工作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显示度较高的成果

和荣誉。  1）在平台建设方面：任期内新获“机械工程江苏省

优势学科平台建设”二期项目立项、新获 4项省部级平台（江苏

省综采综掘智能化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国家煤炭智能

开采装备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点、矿山智能采掘装备江苏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和江苏省矿山机电装备重点实验室）； 

2）在教育教学方面：机械工程专业入选江苏省品牌专业； 

3）在科学研究方面：获“973”首席项目 1项，“973”课

题 1项，承担 863专项课题 3项，获得国家自然基金等省部级纵

向项目 95项； 

4）在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工程图学中心党支部荣获

江苏省“先进党支部”称号，学院获校学生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学院团委获全国煤炭系统“五四”红旗团委。 

二、主要做法 

（一）以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根本，狠抓教育教学改革，着

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四年来，学院按照学校招生计划，稳定本科生招生规模，不

断扩大硕士博士研究生数量。在调研的基础上完成并实施 2012

版培养计划，以推进卓越工程师计划、精品课程建设和实践创新

能力培养为抓手，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以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为突破口，不断增强课堂教学

效果。学院多次邀请了校内外国家级教学名师进行专题讲座及示



 

 

范教学，每年举行 35岁以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进一步规范教

学过程，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加强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的质量监控，不断

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通过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改善组织形式、

丰富实习内涵、严格过程监管和校企合作联动机制等一系列措

施，规范学生实习内容；建立起毕业设计质量全过程控制体系，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实习效果明显增强。 

——积极开展品牌专业建设和机械工程专业认证工作，提升

专业认可度。以机械工程专业认证为契机，深入研讨制订 2016

版本科培养方案，积极推进机械工程专业认证工作。强化专业内

涵建设，专业社会认可度不断增强，专业生源质量稳步提升，专

业志愿满足率达到 99.7%，获新生奖学金比例不断提高。毕业生

保持强劲竞争力，毕业生就业率整体保持在 99%以上，同时学院

2012年获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四年来，机械工程专业成功入选江苏省品牌专业，获批教育

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获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建设

1 项，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个，国家级产学合作专业综合

改革立项建设 1项，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 1项；获全国

煤炭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江苏省优秀多媒体教学一类

课件遴选建设 1项；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2项；获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 1篇、优秀硕士论文 3篇，江苏

省本科优秀毕业设计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 项。大

学生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获一等奖 1项、

三等奖 1项）、全国虚拟仪器大赛（获一等奖并在央视 13套精

彩亮相）等省部级以上科技创新比赛中获奖近 200人次。 



 

 

（二）以高水平成果产出为目标，强化科研团队建设，着力

提升科学研究能力和工作水平 

科学研究水平作为高校实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也是教师

和研究生学术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载体。通过政策制度引

领、平台建设、对外合作交流和团队建设，为教师和研究生开展

科研工作营造良好了的科研氛围，学院在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和

科研成果方面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政策制度引领，激发了广大教师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和高

水平成果产出。学院制订了《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等若干激励措

施，加大高水平成果的奖励力度，有效激发了广大教师和研究生

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加大各类平台建设力度，为教师和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创

造条件。加强矿山智能采掘装备江苏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综采

综掘智能化装备江苏省工程技术中心、江苏省国家工程中心培育

点、中国矿业大学盱眙矿山机械装备与材料研发中心等平台的建

设工作，以及文昌校区采机实验室修缮改造工作，高质量完成了

“机械工程江苏省优势学科平台建设”一期项目建设工作，通过

江苏省验收并获得优秀，积极推进“机械工程江苏省优势学科平

台建设”二期项目建设，为教师和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工作搭建了

高水平的研究平台。 

——开展学术交流，开阔视野，提升教师科学研究能力和水

平。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积极参与学校主

办的第七届国际矿业科学与技术大会，先后邀请我院长江学者讲

座教授加拿大安大略省理工大学张丹教授、美国普渡大学周谦教

授、荷兰 Delft大学 Gabriel Lodewijks 教授、挪威科学技术大

学王克胜院士、东南大学国家教学名师戴先中教授、山东大学长



 

 

江学者黄传真教授、燕山大学国家优青获得者丁华锋教授、中北

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院长、国家自然基金会评专家刘俊教授等知

名学者专家作学术报告，与学院系主任、专业带头人和青年教师

座谈交流，有效提升了教师科研能力和水平。 

四年来，学院教师先后承担国家“973”项目 1项、“973”

课题 1项、“863计划”课题 3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35项（其

中面上项目 13项、青年项目 22项）、国家发改委科技项目 1项、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5项（其中博导类 2项，新教师 3项）、江苏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项（其中重点项目 1项，面上项目 7项、

青年项目 1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8项、省

产学研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 1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15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 1项，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4项，江苏省科学技术一

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其他各级各类协会奖 23项；共到校科研经费 13740万元，

其中纵向经费 6121 万元。 

    （三）以领军人才建设为关键，促进青年教师成长，着力打

造高水平师资队伍 

按照“充实数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稳定骨干、造就名

师”的工作方针，以培养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和 35 岁以下具

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为重点，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形成一支学术造诣深厚、结构合理、富有活力、有创新精神和团

队精神的教师队伍。 

——以青年教师队伍引进和培养为重点，改善师资队伍结

构。一是对新引进的博士教师严把“入口关”。新引进的博士教

师原则上符合学校“A”类博士条件；二是充分发挥老教师“传



 

 

帮带”的重要作用，严把“培养关”。学院制定了《青年教师指

导教师制度》、《青年教师参加讲课比赛活动的规定》、《师资队伍

建设的规定》和《加强学术交流的若干意见》等制度措施，帮助

青年教师成长成才；三是对青年教师高标准严要求，严把“考核

关”。高起点高要求，降低了新进青年教师教学工作量要求，强

化研究方向的凝练。目前，学院专任教师 105人，其中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达到 84 人，占专任教师的 80%。经过培养和成长，青

年教师已成为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青年教师在教育教学成果、

纵向项目申报、高水平学术成果产出、科研经费等各方面的比重

不断提高。 

——强化领军人才培养和高水平团队建设，提升师资队伍整

体水平。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团队是师资队伍实力的重要标志，学

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制订了《师资队伍建设的规定》，鼓励领

军人才和高水平团队的形成。四年来，1个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

团队，1 个团队入选江苏省高校优秀创新团队，3 人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人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 人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1 人入选江苏省“青

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入选江苏省“333人才工程”第一

层次 1人，第二层次 1人，第三层次 3人，9人获准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 

（四）以和谐学院建设为总要求，加强班子自身建设，着力

提升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和谐学院建设和班子的自身建设，努力形

成改革创新、协调高效、勤政廉洁、师生拥护的党政领导集体。

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

动等，不断加强班子自身建设；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



 

 

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加

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整体综合素质，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四年来，群众对班子满意度保持在 95%以上，民主测评合格率与

优秀率之和保持在 97%以上。 

——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活动等为契机，加强班子自身建设。学院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落实“一岗双责”，

坚持执行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的要

求，清理办公用房，严格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的相关规定，加强

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构建风清气正的

领导集体。 

——加强党的建设及群团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

度，全面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努力使学院党委成为学院事业发

展的坚强集体，使各党支部永葆先进性，使全体共产党员富有创

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工程图学中心党支部获江苏省先进党支

部荣誉称号，学院获校学生党建工作“先进单位”。加强群团组

织建设，学院工会获得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学院团委获全

国煤炭系统“五四”红旗团委。在各类奖励成果中党员的比例在

90%以上。 

——以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为目标，不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和日常事务管理。按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求，加

强大学生创新创新教育，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业意

识逐步形成。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提高学生组织协调和管

理能力，积极推进公益服务，强化学生感恩意识、纪律和诚信教



 

 

育，四年内学生违纪 1人，违纪率不超过全校平均违纪率的 150%，

无重大责任伤亡事故。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经过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成

绩，但对照《任期目标责任书》，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

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因素，有国家学校政策的原因，也有学

院自身客观实际，主要表现在： 

1、本科生规模控制和留学生人数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主要

原因是学院招生计划与学校实际招生人数存在一定差异，同时学

院每年面临部分转专业学生进入机械专业的压力。留学生规模目

前没有明显突破，是由于国外留学生学习机械专业的需求较少

（国内其他高校的机械专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2、江苏省教学名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原因是江苏

省未进行教学名师的评选工作。 

3、科研经费总量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尽管纵向科研经费大

大超过目标任务，但横向经费受到国家经济形势和煤炭行业结构

调整、整体效益下降的影响，下滑明显，导致科研经费总量没有

达到 20000万元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