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工程学院 2012—2015 年任期工作总结
2012—2015 年，矿业工程学院领导班子在校党委、行政领导下，
结合本学院的实际，围绕领导班子任期工作目标，团结和带领全院师
生员工，开拓进取，锐意创新，有力地推进了学院改革与事业发展，
教育质量、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取得突出业
绩，对照《任期目标责任书》，现将完成情况总结如下：
一、 任期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一）总体情况
在全部 29 项指标中，我院涉及的任期目标共计 27 项，完成 21
项；受政策限制或调整影响，3 项指标不适用；2 项指标接近完成；1
项指标未完成。
（二）具体完成情况
（1）人才培养方面
4 年学院本科生规模年均 1426 人，完成了 1360 人的目标，其中
2012 年 1468 人，2013 年 1478 人，2014 年 1443 人，2015 年 1316 人。
4 年平均就业率 98.85%，完成了平均 98%的目标。一大批学生和班
集体受到国家部委、江苏省及学校的奖励，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好
评。
研究生招生规模稳中有升，2012 年在读硕士生 652 人，2013 年
693 人，2014 年 704 人，2015 年 734 人，完成了 650 人的目标。2012
年在读博士生 87 人，2013 年 88 人，2014 年 87 人，2015 年 99 人，
完成了 100 人的目标。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获得江苏省优秀博
士论文 3 篇，校优秀博士论文 8 篇，优秀硕士论文 62 篇，江苏省普
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立项 16 项，研究生出国攻读博士或
联合培养稳步推动，3 名研究生被学校推荐出国攻读博士学位，3 个
博士已学成回国。
本科生留学生 126 人，其中 2012 年 21 人，2013 年 35 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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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5 人，2015 年 35 人；研究生 13 人，其中 2012 年 1 人，2013 年
3 人，2014 年 7 人，2015 年 2 人。完成了 20 人的目标。
完成了矿业工程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材料、资源开发规划与
设计自主设置二级学科论证方案的编制和申报工作；矿业工程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通过验收，采矿工程国家级及省级教学团队和采矿
工程特色专业等的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采矿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获批为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采矿工程专业于 2015 年
6 月成功获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 A 类立项，2013
年获得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科学研究工作方面
任期科研经费累计 30655.7554 万元，完成 25000 万元的目标，
其中纵向科研经费 4529.4702 万元，包括 2 项 863 计划项目和 973 计
划项目一项，完成 4000 万元的目标；发表 SCI 检索论文 128 篇，完
成 70 篇的目标，EI 检索另外 192 篇，完成 150 篇的目标。获得国家
级科技成果奖 3 项，完成 3 项的目标；获得部省级科技成果奖 25 项，
完成 20 项的目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18 件项，完成 40 项的目标；
出版专著 18 部，完成 10 部的目标。
211 三期学科建设通过校内和教育部组织的验收。完成了矿业工
程江苏省优势学科平台建设项目验收，成绩优秀，成功申报了二期建
设项目；2012 年，深部煤炭资源开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方案通
过教育部专家论证，正式立项建设，3 年来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顺
利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完成验收报告和验收申请。举办了第五、第
六、第七届绿色开采国际会议及历届中国煤炭学会开采专业委员会年
会和全国高校采矿工程专业学术年会，接受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
波兰、莫桑比克、巴基斯坦等国学术来访，到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
加拿大 UBC 和魁北克、南非等国学术出访。
（3）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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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进一步壮大，新增教授 13 人、副教授 15 人、高级实
验师 2 人，师资队伍结构进一步完善。创新团队建设取得新进展，长
江学者创新团队建设验收为优秀，并获得滚动支持，另有 1 个团队入
选江苏省科技创新团队。一批骨干教师进入国家和省部人才计划资
助，其中 2 名教师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领军人才，3 名
教师入选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国家安全生产专家，1 人获江苏省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 人获江苏特聘教授，另有 12 人次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人才、江苏省“青蓝工程”、江苏省第四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
养工程”和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计划等人才计划。一批教师获得国家
和省部荣誉称号，1 人获得光华工程科技青年奖，1 人获全国先进工
作者称号， 1 人获国家和中央第七批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称号，另有 5
人次获得孙越崎青年科技奖、首届全国煤炭青年五四奖章等省部荣誉
称号。22 人次获得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国家公派国外
进修、江苏省境外研修项目、海外培训等计划资助，青年教师国际化
交流和进修工作成效显著。
目前专任教师人数 83 人，其中，博士学位 78 人，由于学科规
划调整和学校政策未达到总数 90 人、博士学位 81 人的目标，师资规
模合理。1 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没有完成 1 人次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的任内目标，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
3 人，其他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 16 人次，超额完成任期目标。长江
学者创新团队验收优秀，滚动支持，另有一个江苏省创新团队，完成
任内目标。
（4）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
学院党委制定和出台了《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实施办法》
，相继修订和出台了《矿业工程学院党代会、教
代会代表询问和质询制度》
《矿业工程学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分工负
责、调查研究制度》等整改制度，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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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取得了实效，学院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取得可喜的成绩，一批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
在各级各类成果中党员比例 92.3%，完成目标（目标 80%）。群
众满意度测评为 96.1%，完成目标（目标 90%）。民主测评合格率与
优秀率之和 98.39%，完成目标（目标 95%）。学生违纪率未超过全校
平均违纪率的 150%，未发生学生重大伤亡事故。
二、 主要举措及经验
（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竞争力始终
是学院的首要任务。为此，学院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质
量工程建设，力争在素质教育上取得新经验、新成果。
大力开展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为此，在实验教学中增加
了设计性、综合性、创造性的内容，提高了实验、实习质量；实习教
学提高了知识和技术含量，真正让学生在实践中学到本领，培养能力；
及时将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带进课堂，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专业
课内容上，突出应用性，注意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
以“卓越采矿工程师”项目推进为契机，积极探索实践人才培养的
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的模式。以倡导启发式教学和研究性学习为核
心，构建起能充分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新精神，能使学生在全面
成长的同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知识、能力、素质有机结合，富有时
代特征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以高质量的矿业人才占领国内市场，
继续保持高就业率的优势。
（二）深化科研管理制度改革，优化科研环境，营造学术氛围，
提高科研水平
制定了《矿业工程学院加强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
《矿业工程学院
科研绩效与奖励的实施细则》等新的科研考核制度。推行科研工作量
考核制度，结合逐步加大的科研成果奖励，促进多出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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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校内外学术交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利用煤炭资源与安
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煤炭学会开采专业委员会、
《采矿与安
全工程学报》杂志社等学术组织，每年主办全国性、国际性重要学术
会议，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提高了学院的学术知名度，凝练方向、
整合力量，积极申报国家级重大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利用校友等资源，加强和地方政府、企业的联系，拓展了横向课
题合作的领域，在规范科研行为的同时，制订积极激励政策，实现科
研经费的稳定或增长。
（三）积极构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系学院发展的大事。学院领导班子把培养一支
思想政治觉悟高、教学科研水平高、业务工作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
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一项战略性、根本性任
务。
通过积极扩大博士生招生规模，增加直博、硕博连读研究生数量，
为师资队伍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在稳定现有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
基础上，积极引进国内外重点高校优秀博士后和博士毕业生来校工
作，师资队伍中海外博士比例明显提高。
加强学术团队建设，构建以优秀人才为重点的教师骨干层。实施
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完善学术团队组织结构，构建由学科领军人物、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力量、学术后备力量等组成的多层次的学术团
队。合理配置学术团队成员的学缘结构，使学术团队具有成员结构合
理、素质互补、学科交叉、资源共享等特质，在今年获得 1 个省部级
团队的基础上，创造条件申报国家级创新团队。
加大学科带头人和优秀团队带头人的培养力度。在办公场地分
配，青年教师、博士生配置，重大项目的申报组织等方面给予重点倾
斜，加大优秀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外宣传力度，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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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国际知名的矿业类院校、科研单位及著名教授的合作与联
系，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进一步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提升了学院人才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切实抓好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为全面落实任期目标各项
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教学、科研、育人等
办学环节紧密结合，在推进学院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党员
队伍建设，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切实增强党员意识，
增强奉献意识，提高工作热情，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 未完成的目标及原因分析
（1）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原因：组织实施周期长，4 年评选一
次，任期内仅 2013 年评选，没有突破。
（2）国家级教学名师。原因：尽管我院有较好基础，但 2012
年以来国家级教学名师没有评审。
（3）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原因：2013 年获提名奖 1 篇，2014
年起教育部不再评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4）部省级科研奖。原因：学校政策调整，协会的奖励未能计
算在内。
（5）专任教师总数、博士学位人数。原因：学科规划调整和学
校政策影响，未能完成。
（6）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没有完成。我院教授连续多次申
报，但未能取得突破。原因：青年教师导向不够、前期积累和规划不
足。任期内 1 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四、 取得的其他办学成绩
（一） 人才培养方面
毕业生收到用人单位广泛好评，采矿工程毕业生供不应求，毕
业生就业率保持领先水平。本科新生中，专业志愿满足率为 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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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新生奖学金比例达到 19.88%，生源质量明显提高。
采矿工程卓越工程培养计划入选教育部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采矿工程专业 2012 年入选江苏省“十二五”重点专业，2013 年
通过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有效期为 6 年，2015 年入选江苏品牌专业。
与晋煤集团、潞安集团共建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走进矿山》入选精
品视频公开课、《采矿学》入选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建设。
（二） 科学研究工作方面
科学研究水平和质量得到显著提升，才庆祥教授、屠世浩教授
为首席科学家担任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项目通过
了科技部中期验收，进展良好。2014 年，以张东升教授为首席科学
家的 973 计划项目获科技部立项，实现了采矿学科重大项目申报历史
性突破。
（三）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由张农负责的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2014 年教育部组织验
收考核为优秀，获得 2005 年度滚动支持团队资助。张吉雄教授主持
的“充填开采岩层移动控制”研究团队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科技创新
团队，为下一步重点冲击杰青创造条件。张农教授、张吉雄入选国家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黄炳香教授获得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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