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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文件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科研体制机制改革 

及 2018 年科研工作总结 
科技处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农而生。34年来的办学，不忘初心，

面向“三农”培养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学校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8号）和《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粤府〔2015〕

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机制

改革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5〕58号)等文件精神， 深

化学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始终瞄准广东省农业转型升级以

及乡村振兴战略对新时代科学研究的需求，积淀形成了“科

研聚焦三农，服务惠及农家”的科研“三农”情怀和服务立

德树人的办学宗旨，近年来在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做了一

些实践探索。 

一、学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基本情况 

（一）创新学校科研组织管理形式，着力搭建校企产学

研合作平台。  

1.依托创新平台整合科研资源。按照“农科教、产学研、

校企所协深度融合”的 “334科贸模式”，依托广东农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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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集团 97家成员单位的资源，充分发挥学校 3个科研机构

（广东家禽研究所、职业教育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各

自专业优势，以校企协同、校校协同、校所协同等方式，整

合各类专业资源，形成科技创新合力，促进专业及专业群建

设，为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供支撑。 

2.支持教师在岗离岗创业。允许科研人员在认真履行所

聘任岗位职责的前提下，利用本人及其所在团队的科技成果

在岗创业或到科技创新型企业兼职。科研人员经学校同意，

可离岗从事创业工作，双方应签订离岗协议，相应变更聘用

合同。离岗创业期限以三年为一期，最多不超过两期。离岗

期间，保留人事关系，工资及缴交社会保险费用返纳，人事

档案由学校管理，工龄连续计算；离岗人员应每年度向学校

报告创业情况，与学校其他在岗人员享有同等参加职称评审、

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 

3.允许在读大学生休学创业。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

在读大学生保留学籍，休学从事创业活动，明确休学创业的

学生免修课程的范围以及相应课程成绩考核评定方式。将学

校支持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情况作为考核高校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指标。 

（二）建立开放高效的科研创新机制，激发高校科研创

新活力。 

1.修订科研制度激发科创活力。 2018年度学校重新修

订了科研有关制度，内容涵盖《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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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科贸职业学院科研、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广东科贸职业

学院科研岗岗位管理办法（试行）》等制度。尤其是科研岗

位的试行，鼓励各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整合校内资源，组建

校级学术团队，成立科研专岗。学校与二级学院（部）、专

业团队紧密配合，明确团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包括

教学、科研经费、获奖成果、论文、专利、成果转化等，发

挥团队在科学研究和专业建设中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2.推进成果转化发挥服务功能 。建立支持专任教师开

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长效机制，建立科技创新与成果转

化平台（机构）。充分利用校内双创平台、校企合作平台、

职教集团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了培育学徒、培养名师、增加效

益、树立品牌等功效。  

3.创新科研经费管理机制。规范科研项目劳务费管理。

承担的各类省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项目负责人可结合项目

开展实际需要以及相关人员参与项目的全时工作时间等因

素合理编制劳务费预算，用于支付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

收入的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费用。根据项目负责人提出的用

人需求及劳务费预算，公开公正地落实项目研究人员的聘用

和劳务费发放。 

完善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制度。承担的各类省财政资

助的科研项目，可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和标准设立、安排和使用间接费用。间接

经费的绩效支出不计入高校绩效工资总额基数。 

明确横向项目经费管理方式。科研人员承担的非财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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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的横向项目经费，按照“谁投入、谁负责”的原则，

根据委托单位与项目承担方签订的合同进行管理并纳入监

管。横向经费的使用不受纵向科研经费使用范围和比例的限

制；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的，从其约定；在合同中没有约定

的，经学校同意后可由项目组自主支配。在完成合同任务、

经委托单位验收同意的前提下，横向经费的结余部分可按学

校制订的管理办法统筹用于科研直接支出，或按一定比例以

科研绩效的形式直接奖励项目组成员。 

（三）创新科研评价考核机制，健全科研诚信体系。 

1.出台科研办法，推行分类评价。为贯彻落实《关于广

东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实

施意见》（粤教人〔2017〕5号）精神，深化我校科研体制机

制改革，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

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出台《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关于深化科研评价改革的意见》，改革完善各类科研项目、

团队建设项目和科研奖励的评审办法，修改完善各类科研基

地和科研团队评价体系。根据科研活动类型和特点，结合人

事聘用合同、项目实施过程的要求，适当延长评价周期，注

重评价实效。提高科研奖励质量，减少数量，适当延长报奖

成果的应用年限。减少评价频次，适当简化评价程序，不断

提高科研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和长效性。 

2.建立健全科研诚信体系。对申请、实施、评审评估项

目的个人建立科研信用档案，作为审批其申请项目、承担评

估评审工作的重要依据。对于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或干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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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评估的，适当限制直至取消其承担科研项目或评估评审

工作的资格。完善科研项目资助、评价等方面的信息公开制

度，提高科研管理透明度，为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监督创造条

件。 

3.依照学校章程，实行专家治校教授治学。学校成立了

由专家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按照《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

规程》(教育部令第 35号令)、《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章程》和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运行，全面履行学术

事务的审核、评价、学术咨询，以及受理学术不端行为、裁

决学术纠纷等职责。  

二、2018 年科研工作主要总结及今后的工作设想 

（一）2018 年科研工作总结 

学校设有广东省家禽科学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高

职研究所 3个研究机构。 

创建于 1979年的广东省家禽科学研究所是学校下属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产学研单位，是目前全国仅有的 3家省级

家禽专业研究所之一，也是我省唯一专门从事家禽科学研究

的省级科研单位，是国家科技部指定的“肉鸽新品系的选育

及其配套杂交技术”依托单位。 

学校农业经济研究所与省农经学会共同主办的《南方农

村》刊物有 34年的办刊历史，办刊定位“立足广东农村，

放眼中国三农，繁荣农经学科，助力乡村振兴”，在国内农

经界影响较大。 

学校充分发挥农业行业优势和涉农专业优势，依托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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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村经济学会、广东省家禽科学研究所等平台，贴近广东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面向“三农”，广泛开展科

技研究，助推广东教育现代化。 

1.规范科研经费管理，建立科研激励机制。学校出台了

《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科研经费管理实施细则》、《科研项

目间接费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过渡时期科研绩效支出的

实施办法》、《教师社会服务管理办法》、《农村科技服务团队

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有关科研配套文件，充分调动教职工科

研工作的积极性，激励教师广泛参与服务“三农”工作。 

2.组建农村科技团队，承担服务三农任务。学校是省科

技厅认定的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法人单位。学校选派教学

名师、专业带头人任科技特派员团队首席专家，成员由学校

专兼职教师、企业、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等专家组成。学校

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与服务团队等 8个团队为广东省农村科技

特派员团队。与此同时，学校根据服务广东乡村振兴战略的

发展需要，建立有 10 支校级服务广东乡村振兴科研与社会

服务团队。学校有 31 位教师入选省科技厅认定的省级农村

科技特派员，43 位教师入选省农业厅认定的 12316“三农”

信息服务平台专家及农业项目专家库，7 位教师入选省哲学

社会科学专家库。 

表 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省级农村科技服务团队（部分） 

名称 服务功能 

广东家禽科技团队特派员团队 
开展遗传育种、禽病防治、动物营养等专

业技术的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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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服务功能 

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与服务团队 提供农村经济问题研究和技术服务等。 

广东农村社会发展研究团队 
开展农村法律问题研究、乡村文化发展问

题咨询服务。 

广东农村信息化服务团队 
开展农村电子商务、农业信息化建设研

究，为农村信息化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 

广东农村茶产业技术服务团队 
开展茶树栽培、茶园管理、茶叶科技研究

与应用 

3.围绕农业产业体系，搭建协同创新平台。 

第一，建设广东家禽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学校

申报的广东家禽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于 2014年被省

教育厅省财政厅认定为首批“广东省协同创新平台培育建设

的协同发展中心”。该中心培养的“粤禽皇 5号”蛋鸡配套

系获国家畜禽品种证书，成为华南地区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蛋鸡配套系，其开发和利用为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近 1500万元，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家禽业新创产值约 6.5亿

元，为我国黄羽肉鸡品种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关键技术做出

了突出贡献。该中心开展的“广东省肉鸽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入选广东省首批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2018年该中心项目

“广东省现代农业（肉鸽）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也成功入选

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及转化平台。广东省现代农业

（肉鸽）产业技术研发中心扎实推进鸽业技术协同创新和成

果转化并引领全国肉鸽行业发展。该中心成功将肉鸽研究列

入国家农业产业体系和科技部农业种业发展指南，并负责编



8 
 

写了中国鸽业发展报告。该中心与合作企业培育的优良种鸽

占全国的 50%，带动了华南地区、新疆喀什和库尔勒等 “一

带一路”沿线地区鸽业发展，实现养鸽脱贫，新创产值 25

亿。在该中心带动下建设了 2支广东省级农村科技特派员团

队、服务涵盖 100多个养禽场、培训各类人员达 12000余人

次。 

第二，建设“广东省应用型茶叶技术人才协同育人基地”。

学校申报创建的“广东省应用型茶叶技术人才协同育人基地”

被省教育厅认定为广东省协同育人平台。2018年“广东省生

态型野化茶科技创新中心”入选第一批广东省现代农业科技

创新中心。 

第三，建设“基于广东农业职教集团的协同育人平台”。

学校牵头建设的广东农业职教集团是省教育厅和省农业厅

共建的省级示范建设职业教育集团。目前集团成员单位达 90

多家。集团成员与学校各专业产学研委员会委员相互兼职。

通过相互兼职，集团成员单位逐步融入到涉农专业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协同创新发展工作中。该平台以体制

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人才链、产业链、师资链、信息链

和成果转化链”为纽带，促进校、企、所、协深度合作、资

源共享，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集团化办学格局。该平台

下设产学研用工作委员会、创新创业与就业工作委员会、社

会服务工作委员会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委员会等 6个内

设委员会和种养加等 3个分集团。该平台连续 6年成功承办

全国高职组农业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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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来，广东农业职教集团的协同育人平台通过“教科

农、产学研、校企所协”深度融合发展协同育人的“334科

贸模式”为广东农业职业教育实践资源跨界共享和协同育人

做了有益的探索。 

综上所述，经过 2018年一年多的努力，学校科研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申报省级以上科研项目立项 25

项。包括国家级 2项、省级 9项，到账金额 192万元；获得

省级科技进步奖 1项，省级农业推广奖 1项；获得专利 7项、

著作权 4项；公开发表论文 265篇、主编或参编教材（著作）

51部。与此同时，一年来组织校级课题申报共 63项，结题

46项，投入经费达 150多万元。 

（二）今后工作设想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精神，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乡

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 年）》的要求，推动

农业职业院校科学研究更加紧密地更加直接地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主要行动举措如下： 

1.积极建设推动广东三农发展的智库。依托学校作为广

东省高职教育农业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广

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单位、

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单位、广东省农村经济学会会

长单位、广东省餐饮职业教育集团副理事长单位、广东省肉

鸽行业协会会长单位、广东省家禽业协会名誉会长单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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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茶叶收藏与鉴赏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省“一带一路”

职业教育联盟副理事长单位等优势，整合校内学术资源打造

高水平智库，鼓励教师围绕广东三农发展的现实问题开展深

入研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适时跟踪研究广东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战略定位、战略发展方向和重点，提供广东乡村

振兴发展的分析研究报告，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及时的

决策咨询服务。 

2.成立学校服务乡村振兴研究院。组织师生参与开展广

东乡村调查研究，聚焦广东乡村发展热点问题，加强城乡融

合发展，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农

业生态建设、农耕文明与乡村文化、乡村基层结构与社会治

理、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祉与村庄民生等理论与政策

研究，为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咨询。 

3.开展农业发展绿色行动。依托学校已获批立项建设的

科技部“星创天地”等项目，主动参与广东岭南绿色智慧型

农业发展，促进农业绿色生产和优美生态环境有机融合。组

织学校农村科技特派员广泛参与广东美丽乡村建设研究及

实践。支持师生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对农村垃圾、

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中的应用型技术推广问题开展研

究，助推广东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4.参与“粤字号”农业知名品牌创建行动。组织师生参

与广东特色产业培育工程，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做强

富民兴村产业。参与广东做大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休闲

农业、田园综合体、乡村旅游、乡村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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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活动，为广东打造水果、蔬菜、南药、畜禽、水产、饲料

等 6个产业集群提供科学研究以及人力资源支撑。 

   5.加快家禽成果的推广应用。依托学校广东家禽应用技

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深入开展家禽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服

务，围绕广东主导产业和学校肉鸽、家禽等动物科学技术等

优势学科，推进校校、校地、校企等多种形式合作，探索建

立产业科研和技术推广联盟。探索“科研试验基地-区域示

范基地-基层技术示范与推广站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两地一站一体”链条式推广模式。指导和推动学校利用“互

联网+”建设农业科研技术信息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