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 司 局 函 件

教师司函 匚2018〕 12号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做好⒛18年

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项目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 E⒛ 18〕 4号 )精神,提升高校青年教师

专业能力,加强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根据教育部等 3部

委 《关于印发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⒛ 12—20⒛ 年 )〉 的

通知》(教高 匚⒛13〕 2号 )和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高等学

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教人厅

E20⒄ 〕8号 ),现就做好 ⒛18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组织实施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2018年 ,资助 1OO0名 中西部地方高校及国家民委直属高校

青年骨干教师参加国家级培训项目,其中,师 范类专业学科教学



论教师不少于 100名 。通过访学,提高青年骨干教师的教学能力、

科研水平、学术素养和创新能力,为地方高校培养人才培育生力

军。

二、选派对象

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热爱教育事业的在职教师,

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5年以上,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需求、较好的

教育教学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已 列入选派学校重点培养计划的学术带头人后各人才或青

年骨干教师 (年龄不超过们 周岁 );

2。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年龄一般不超过们 周岁 );

3.具备研究生导师资格 (年龄不超过45周 岁 )。

三、工作安排

1.信 息发布 (⒛18年 4月 1日 —丬月 20日 )。 教育部高等学

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 (以 下简称
“
武汉中心”)主 页

(hlttp〃/www。饣ain胛hu。 edu。cn/)发布 《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

内访问学者导师信息库》及 《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

访问学者推荐表》(以 下简称 《推荐表》)、 《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

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一览表》(以 下简称 《一览表》)

样表,供查询和下载。

2。组织申报 (⒛ 18年 4月 1日 丬 月⒛ 日)。 各有关省 (区 、

市 )教育行政部门将推荐名额下达至有关高校。选派学校按照本

校实际情况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选择符合条件、有发展潜

力、急需培养的教师作为推荐人选,并将推荐材料报送省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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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教育行政部门。

3.推荐遴选 (⒛18年 4月 21日 丬 月 30日 )。 省 (区 、市 )

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选派条件及指标情况,审核推荐材料,确定推

荐人选,并于 4月 30日 前将本省 (区 、市 )《一览表》(电子版 1

份、纸质版 1份 )和 《推荐表》(电子版 1份、纸质版 2份 )报送

武汉中心。

4.终审公布 (⒛ 18年 5月 3日 -5月 14日 )。 武汉中心审核

推荐材料,确定推荐人选名单并公布。

5.志愿投递 (⒛ 18年 5月 15日 -5月 ⒛ 日)。 武汉中心根据

申请者访学志愿,将推荐材料投递到各接受学校。

6.录取调剂 (⒛ 18年 5月 21日 —6月 10日 )。 接受学校将推

荐材料递交相关访学导师审核,并将录取情况以 《录取登记表》

的形式报送武汉中心,同 时向申请者发放录取通知书。未录取材

料返回武汉中心后,根据申请者志愿进行调剂。

7.录取公布 (⒛ 18年 6月 11日 —6月 30日 )。 武汉中心主页

分批次公布最终录取名单。

8.报到注册 (⒛ 18年 9月 15日 -10月 30日 )。 访问学者报

到注册后,接受学校将注册名单以 《注册各案表》的形式报送武

汉中心,武汉中心核实汇总后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经审核同意

后将资助经费核拨到接受学校。

四、有关要求

1.加 强组织管理。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中西部高等学校青

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指导等工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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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HP心 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和支持服务工作,相 关省 (区 、市 )教

育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项目实施和信息反馈等工作。

2.做好推荐遴选工作。相关省 (区 、市 )教育行政部门要把

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作为提升高校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来抓,设计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遴

选机制,选拔出需求最迫切、最符合项目要求的青年骨干教师,

并督促选派学校加强对访问学者的跟踪管理和绩效考核。各有关

省 (区 、市 )及国家民委直属高校名额分配详见附件。相关省 (区 、

市 )可按推荐名额的 110%报送推荐人选,以确保推荐名额最终全

部完成。对未能完成推荐名额或因推荐人选不符合条件等原因导

致计划空缺的,名 额将调剂到其他地区。我司将对各省 (区 、市 )

访问学者选派工作情况进行绩效排名,相 关结果作为下一年度省

份名额分配的重要依据。

3.做好访问学者培养和管理工作。接受学校要与省 (区 、市 )

教育行政部门和选派学校建立良好的共管互动渠道,落实访问学

者中期考核和结业考核制度,为访问学者提供不低于博士研究生

标准的研修和住宿条件,提供网络、图书资料等学习资源,组织

相关学术活动。访学导师应结合访问学者的自身条件,制定符合

访问学者需求的研修计划,帮 助访问学者提升教育教学技能和科

学研究能力,促进他们的专业发展。

4.严 格经费管理。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

者项目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支持,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8OO0

元,用 于资助部分访学培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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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联系人:龙淳,

电话 :∞⒎687528弱

电 子 邮 箱 :gnfwxz@163.∞ m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校内梅园二路

曲阝编 : 430072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联系人:张春柳

电萌蚤: 010ˉ 66092049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5号

曲阝瑚高: 100816

附件:2018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

荐名额分配表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8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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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⒛18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推荐名额分配表

省份 推荐名额 其中:学科教学论教师名额 (至少 )

河北 58 6

山西 58 6

内蒙古 30 3

吉林 54 6

黑龙江 48 5

安徽 61 6

江 西 49 5

河南 64 7

湖北 60 6

湖南 62 6

广 西 39 4

海南 20 ’

~

重庆 33 3

四川 46
<
丿

贵丿丬丬 45
<
J

云南 72 8

西藏 l

陕西 67 7

甘肃 43 4

青海 9 l

宁夏
’

~
l

新疆 25 3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4

委
校

民
高

冢
属

国
直 30(每校 5人 )

合 计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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