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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9月13日电（记者 李美娟）鼓励地方政府
对企业闲置和低效利用工业用地采取“腾笼换鸟”、回收等
方式保障相关项目用地；推出融资服务“白名单”，加大金融
信贷支持力度……为激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
合发展活力，着力培养“两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江
西省日前出台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

《江西省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两业”融合的要素保障。针对融合
过程中的用地需求，鼓励探索功能适度混合的产业用地模
式；资金支持方面，在争取国家支持和省预算内基建投资等
专项资金安排方面予以优先考虑，支持省发展升级引导基
金设立“两业”融合发展专项子基金。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江西省发改委会同金融监管部
门、银行机构推动设立了补短板促升级稳投资专项贷款，首
批融资总量为2200亿元。此次“两业”融合发展政策措施
明确，将充分利用补短板促升级稳投资专项贷款、内部资金
转移定价优惠、融资服务“白名单”等措施，加大对“两业”融
合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

江西省发改委产业协调处介绍，江西将打造一批深度
融合型企业和平台，目前已确定了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10家企业和景德镇市昌南新区等9个区域为首批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单位。根据“两业”融合发
展试点工作方案，用2年时间，试点制造业企业要实现生产
性服务投入增加、增值服务比重和水平显著提升，服务业企
业面向制造业的服务创新能力要增强、服务方式要多元、带
动效应要明显，试点区域“两业”融合的市场准入、要素配
置、市场监管、统计监测等改革要取得重大进展。

江西出台措施激发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活力

新华社贵阳9月12日电 （记者 齐健 刘智强）全国
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樊友山12日在贵州省丹寨县
召开的“动员社会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2020丹寨论坛”
上表示，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进入“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10.95万家，精准帮
扶12.71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6.89万个。

据了解，“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由全国工商
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于2015年10月发起。该
行动以民营企业为帮扶方，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
户为帮扶对象，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

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万企帮万
村”累计产业投入915.92亿元，公益投入152.16亿元，安
置就业79.9万人，技能培训116.33万人，共带动和惠及
1564.5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樊友山说，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国工商联将
引导民营企业一是把新增帮扶资源向尚未摘帽、挂牌督
战的52个县和1113个村倾斜；二是参与全国消费扶贫月
活动，宣传“消费扶贫产品就是扶贫”的理念；三是继
续以产业扶贫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公益扶贫补齐贫困
地区民生短板，以智力帮扶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
力，助力稳固脱贫成果。

全国工商联：累计有10.95万家
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

9 月11 日，连云港市市立
东方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连云港
市院前小学的“急救知识进校
园”主题活动上向学生们传授
心肺复苏急救技能。

每年 9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为“世界急救日”，各地学校
纷纷开展急救日主题教育活
动，组织学生们进行日常救护
学习、防灾避险演练等，提高
他们的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

（新华社发 王春 摄）

急救知识进校园

新华社兰州9月12日电（记者 余俊杰 郎兵兵）文化和
旅游部12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7到8月份，乡村旅
游有序复工复产，乡村旅游总人数、总收入均已恢复往年同
期的九成多，近郊乡村游已成为新形势下群众外出游玩的
首选方式。

9月12日，全国乡村旅游与民宿工作现场会在甘肃省
兰州市榆中县召开。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会上介
绍，今年一季度乡村旅游收入同比下降77.1%；到第二季度，
乡村旅游形势大为好转，环比增长达148.8%；7月至8月，乡
村旅游总人次、总收入恢复更为明显，从业人员数量基本达
到去年同期水平。

据悉，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为30.9亿次，占国
内旅游总人次一半以上，乡村旅游总收入1.81万亿元。

据介绍，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多元需求中成长，已超越
传统农家乐形式，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变，催生了特
色民宿、夜间游览、文化体验、主题研学等产品和项目的开
发，乡村旅游也从过去的一个点、一个村，扩展为一个片区、
一条特色旅游带，乡村风情小镇、沟域经济等发展迅速。

胡和平表示，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采取更
有针对性的措施，推进乡村旅游工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脱贫攻坚战略；要扩大乡村旅游优质产品供给，推动乡村旅游
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全面提升乡村旅游综合效益。

文化和旅游部：乡村旅游正在快速恢复

为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评价机制，人社部、教育
部前不久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克服在
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中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
唯论文、唯项目等倾向。

相关不良倾向如何破？改革还要过几道关？新华
社记者就此走访了多地高校与相关教育管理部门。

相关不良倾向影响亟需改正
——伤教学。“以往评职称，往往只看重发了几

篇论文、出版了几部专著、拿到几个课题等量化指
标。”多名高校教师告诉记者，教学质量好不好、学
生是否有进步这些难以量化的内容在职称评定考察中
被“边缘化”。这挫伤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并对学生
造成不良影响。多名在校大学生抱怨，部分职称高、
头衔亮的科研明星，上课时或照本宣科或匆匆忙忙，

“感觉自己对老师来说很多余。”
——伤科研。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即“C刊”）设计研制者南
京大学苏新宁教授指出，部分高校还存在论文评价机
制问题：通过论文评价教师学术能力时，忽视论文质
量，只看论文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是否SCI期
刊、是SCI的一区或二区，错误地将评价期刊的指标
等同于评价论文价值的指标。部分高校将在SCI期刊
上刊发论文与重金奖励挂钩。

苏新宁等专家指出，“畸形”的评价标准与物质
利益将正常的科研评价异化为“学术GDP”。这一方
面导致国内高校不必要的版面费开销“暴增”，另一
方面诱发学术不端行为。

——伤教师。“帽子”、项目、奖项等学术荣誉、
资源容易向少数官大、资深的教师集中，对高校青年
教学科研工作者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江苏一高校学科带头人告诉记者，他发现每年在
国内高质量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他署名的论文中，有
约三分之二他自己并不知情。“莫名其妙就收到论文
录用通知，部分论文的通讯作者至今仍未与我联
系。”但青年教师发论文却是“难上加难”。

“青椒”本是高校青年教师用于自称的网络词
语，现在却被“青焦”一词代替。不少青年教师说，
自己既要授课又要带学生，既要顾家带娃又要挤时间

做科研，申请项目时比不过资深前辈，可如果几年内
拿不到若干重大课题、没有在高质量期刊上发几篇论
文，很可能就被直接淘汰。

职称咋评更科学？
当前已有部分高校针对职称制度改革进行有益探

索。
——更看重“教学好”。“华松上课有三宝，案

例、板书、喝水少。”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蒋
华松扎根讲台30多年，是学生心目中的“数学演说
家”。在他的职称评审材料中，没有论文，仅有一项
署名排在第3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高
等数学》等教材专著。2019年，南林调整政策，蒋华
松通过主要面向教授公共课、基础课老师的“教学专
长型”类别评上正高级职称。

北京理工大学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杨静说，2019年
学校新增设专职辅导员岗位，单独设置辅导员系列职
称晋升条件，并在职称评审工作中实行单列指标、单
独评审。工作成绩优秀的辅导员可晋升高级辅导员、
正高级辅导员职称，分别与副教授、教授同级别。

——更看重“能转化”。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蔬菜专业的李灵芝老师，从事农技推广5万多亩，实
现亩均增收2000元以上，培训菜农和贫困户近万人
次，带动种植户30000户以上。但如果按老规矩评职
称，她这些成绩还比不上一篇SCI论文。学校探索并
实施“推广型教授”职称评审新规后，她获评正高级
职称。

南通大学服务地方工作处处长高江宁介绍，该校
出台新规，对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承担的
项目和经费，视同相应等级的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并
在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同等对待，激励效果明显。

——更看重“有专长”。日前，南方科技大学人
文社科学院聘用一名临界态物理学专业的科幻作家为
一级讲师，教《交流与写作》课程；引进一名无论文
无项目的“海归”教创意写作，仅因他曾在海外4所
大学任教，擅长教授中英文写作。

“教学为要。”该院院长陈跃红表示，南科大学
生急需改善他们的中英文写作能力，“因此我们在引
进教师的时候，不看他的帽子和论文，就看能不能教
好。”

职称制度改革仍需闯关
受访专家指出，职称制度改革从探索尝试到制度

落地之间还需闯关。
“公平关”。“评价标准要因人而异、因校而

异。”陈跃红表示，但学历、研究能力、学术成果、
代表作等专业评价指标本身是必需的，也是保障职称
评审公平的基础，不能抛弃。

为确保公平，北京理工大学建立专家资源库，探
索强化同行评议制度，在学院初评过程中，引入不少
于三分之一的校外同行专家，在第二轮学校送审环节
也增加了外送样本量，由以往的三四份提升到九份，
通过参考高水平的专家评审保障评聘质量。

南林人事处处长孙松平介绍，以“教学专长型”
参评职称基本条件是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600当量课
时，此外还要看其他教师和学生的评价，学校督导组
也会听课，根据学生能力培养、课程教材建设等方面
综合评价。

“导向关”。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等高校负
责人表示，高校职称评审标准要努力破除“官本
位”，拒绝“权力导向”；要反对学术腐败，倡导健康
的学术批评，拒绝“圈子导向”；还应当让学术评价
与高额物质利益“脱钩”，拒绝“票子导向”。专家表
示，“瞄准重大创新，以贡献力为重要评价指标是改
革的重要导向。”

“自主关”。“目前国内不少优秀创新成果首发在
国外期刊上”，苏新宁提醒有关部门应注意日益突显
的知识产权流失问题。

沈阳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周振田建议，应鼓励高
校教师更多成果发表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培育
中国自己的学术价值评价体系。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方面表
示，下一步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会同教育部
等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按照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工作安排，广泛开展调研论证，充分听取广大教师意
见建议，加快完成高等学校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职称
制度改革，使广大教师充分享受改革的红利。

（执笔记者：杨思琪 陈席元 魏梦佳 胡浩；参
与记者：郑天虹 王莹 王菲菲）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高校教师职称咋评更科学？
——聚焦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新华社记者

数字化如火如荼、“云经济”方兴未艾。12日，世界
制造业大会江淮线上经济论坛开幕。本次活动以“线
上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发布了长三角制造业
协同发展报告，长三角制造业正借助数字化、智能化实
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打开发展新空间
开幕式上，主席台搭建采用三维映射技术，通过灯

光设计、投影屏幕浮雕设计等创新，开创大会新形式；演
讲嘉宾话音一落，主席台显示屏英文字幕即时显示，使
用了科大讯飞的语音转换文字、汉英互译等智能语音技
术；云展示启动环节，采用了中科大创业学子的空气成
像技术，看似虚空中手指一点，实则是按下仪式启动键。

走进“云展馆”，蔚来汽车、京东方、合力叉车等知
名企业目不暇接，尤其是联想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
研发和制造基地联宝科技，从物料进场、贴片焊接到包
装运输均实现“云看管”，工厂订单交付达成率比行业
平均水平高15%。

制造强国离不开数字化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在构
建“双循环”新格局背景下，通过数字赋能拓展一体化
发展新空间，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将有力推动产业和消
费升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在开幕式视频致辞时
表示，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系统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共享
经济、在线教育、智能制造、数字管理等新业态、新模式大
量涌现。“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从全球范围来看，制造业比拼由过去的“产品生产
制造”升级为“产业生态构建”的竞争。国家制造强国

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博士等专家建
议，我国应加快“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工程建设，打
造激发协同创新的载体，推动长三角地区开展数字化
设计与制造协同创新。

智能化提升激发新动能
“我们和安徽宣城狸桥矿合作的无人驾驶矿山物

流作业系统，填补了纯电动重卡矿车自动驾驶领域的
空白。”上海博雷顿科技有限公司光伏和电动重卡事业
部总经理孟广敏说，公司电动自卸车装有激光雷达、高
清摄像头等传感器，不仅可以自动运行、接收执行云端
服务器发来的命令，还会将车体采集到的数据再发回
给调度平台和云端。

在大会论坛期间发布的“5G+工业互联网”创新应
用中，智能制造案例比比皆是：海螺集团通过5G网络
提升水泥矿山开采、运输、水泥生产各环节效率，实现
从智能工厂1.0向智能工厂2.0的升级；合力叉车将自动
化物流与工业制造结合，提高作业效率、缩短物流周期。

“上云”为企业发展增加新动能。据安徽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规划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安徽省组织动员用友、金
蝶等17家长三角区域云服务商提供82项云服务优惠产
品，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上半年，全省新增2800
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较去年同期增长87%。

安徽正全面加速智能化！12日的世界制造业大会
江淮线上经济论坛上，安徽省又有两市、六县宣布与阿
里巴巴合作。至此，阿里云已经落地安徽超过50个县
市，服务上万家客户，其中包括铜陵有色、六国化工、联
合利华等数十家大型制造企业。

一体化赋能产业新格局

我国第一个车轮轮箍厂、第一套高速线材轧机
……走进中国宝武马钢集团展厅，一连串“第一”记录
了老钢铁企业的发展历程。2019年9月，作为长三角
一体化重大合作项目，中国宝武与马钢集团实施战略
重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钢铁企业。

“一体化布局给马钢带来新活力。”中国宝武马钢
集团总经理丁毅说。一年来，围绕宝武优特钢精品基
地定位，马钢以钢铁制造产业为基础，不断提高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今年1月到7月，马钢钢产量
同比增长6.5%、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

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一批产业合作项目取得新
成果。记者从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安徽省联
合沪苏浙签订智能网联汽车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汽车产业合作加快，江淮汽车与蔚来汽车合作建成
高端新能源乘用车智能工厂。长电科技、通富微电、之
奇美偏光片、视涯OLED等一批企业项目落户安徽。推
动省内科大智能、长江工业互联网等企业与长三角地
区上海商飞、徐工信息、紫光云等企业在工业互联网领
域开展深度合作。

大会发布的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报告显示，三
省一市制造业协同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分工协作持续深
化，跨区域产业协作模式不断创新，协同创新格局初步
形成，资本合作加快推进，招商引资协同机制逐步完善。

“推动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要实现从‘重复叠
加’走向‘协同嵌入’，构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能力
协同、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制造业生态圈，最终打造
世界级产业集群。”中国经济信息社首席分析师李倩倩
说。（参与记者：董雪 林翔）（新华社合肥9月12日电）

“ 数 ”活 力 “ 云 ”动 能
——线上经济赋能长三角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程士华 姜刚 王菲

新华社西安9月12日电（记者 杨一苗）经过陕西省文
物保护工作者两年多的清理和保护，近日，一件出土于陕西
省宝鸡市的东汉时期青铜摇钱树被成功修复。

这件青铜摇钱树出土于宝鸡市高新区郭家崖村西的郭
家崖墓地。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为配合当地学校建
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建
设用地发现的文物遗存进行了发掘，摇钱树出土于一座砖室
墓中，根据墓葬形制以及出土器物判断其为东汉中晚期墓葬。

摇钱树通高110厘米，由主干、枝叶和底座三部分组
成。底座上部为一上大下小的椎状空心体。树干共分5
节，每节铸造一尊佛像。由于墓葬受到雨水和淤泥浸泡，摇
钱树出土时已经发生折断，只剩下86厘米残高，树叶残枝
散落周围，修复难度很大。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室副主任宋俊荣介
绍，摇钱树的修复经过了清除锈蚀、叶片分类、缺损修补等
步骤。修复后的青铜树干上，纵横交错着五层枝叶，装饰有
凤鸟、玉璧、猴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说，在墓葬习俗中使
用摇钱树，主要见于汉魏时期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西南地
区，在秦岭以北及中原一带比较罕见。这件由人物、动物、
铜钱等诸多元素组成的摇钱树造型精美、工艺复杂，见证了
约两千年前秦岭蜀道两端的文化交流。

陕西修复东汉时期青铜摇钱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