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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人们从英国伦敦的塔桥前走过。 英国卫生部11日发布
调查报告说， 英格兰新冠病毒感染水平近期呈现上升趋势， 本地民众
有必要提高警觉。 新华社发

英格兰新冠感染水平出现上升势头

新华社电 经过中老两国建
设者1500多天的艰苦施工， 中老
昆 （明） 万 （象） 铁路友谊隧道
13日安全贯通。

中老铁路友谊隧道位于中老
边境， 由中铁二局承建， 是连接
中国和老挝的跨境铁路隧道， 全
长9.59公里， 其中我国境内7.17
公里， 老挝境内2.42公里。 友谊
隧道的命名， 寓意中老两国人民
的深厚友谊。

“友谊隧道贯通， 标志着中
老铁路建设又迈出坚实一步 。”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滇南铁路建
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刘俊成说， 目
前， 中老铁路国内玉溪至磨憨段
隧道工程已完成设计量的97.5%；
路基、 桥梁已基本完成； 铺轨、
站房等工程正按计划全力推进。

据了解， 中老昆万铁路是一
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 全线采
用中国技术标准、 使用中国装备
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
铁路，全长1000多公里，预计2021
年底全线建成通车。届时，云南昆
明至老挝万象有望夕发朝至。

一隧跨两国 中老铁路友谊隧道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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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高校教师职称咋评更科学？
———聚焦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新华社电 记者从天津市人
社局获悉， 天津市推出多条 “硬
核” 举措， 依法促进解决欠薪问
题， 2020年1至8月， 天津通过行
政协调方式为劳动者追回工资
9514万元， 通过行政执法程序责
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补发拖欠工
资757万元。

天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天津市人民政府根治拖欠农
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出台
《天津市关于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长效工作机制》， 明确规范工
程建设领域制度、 完善建筑工人
服务信息平台、 构建欠薪信息共
享、 规范欠薪问题处置流程、 依
法依规维权、 强化组织保障等6
项任务， 积极推动解决欠薪工作

长效化制度化。
在坚持信用化精准化监管方

面， 天津将治理欠薪工作列入天
津市诚信建设行动方案， 实现发
展改革 、 人社 、 住房和城乡建
设、 市场监管等部门网络互联互
通、 数据实时共享。

据介绍， 2020年1至8月， 共
有13家用人单位被列入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 ， 在政府资金支
持、 政府采购、 招投标、 融资贷
款、 市场准入、 税收优惠、 评优
评先、 交通出行等方面依法依规
予以限制， 使欠薪失信主体 “一
处违法、 处处受限”。

同时， 在工程建设领域， 天
津推行等级化动态管理机制， 根
据在建工程项目制度执行及欠薪

举报投诉情况 ， 划分为A、 B、
C、 D四个不同等级， 分别实行
信任管理 、 关注管理 、 跟踪管
理、 重点管理， 健全清单台账、
紧盯制度短板、 强化制度执行，
积极从源头预防欠薪问题。

此外， 天津坚持便捷化人性
化服务， 对于农民工因请求支付
劳动报酬等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的， 无须出具经济困难证明， 全
部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为农民工
讨薪提供更加便捷的法律服务。

天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在高效化动态化清欠方面，
天津在2020年7月20日至9月20日
组织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 始
终保持对欠薪违法行为的强有力
震慑态势。

新华社电 英国阿斯利康制
药公司12日宣布， 该公司已恢复
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一款
新冠疫苗在英国的临床试验。

据美国斯塔特网站8日报道，
一名英国受试者在接种这款名为
AZD1222的疫苗后， 出现 “疑似
严重不良反应”， 导致临床试验
暂 停 。 阿 斯 利 康 公 司 当 时 在
一 份 邮件声明中表示 ， 因有受
试者出现 “可能无法解释的疾
病”， 公司已主动暂停疫苗接种
并启动审查程序 ， 该做法属于
“常规操作”。

阿斯利康公司12日发布新闻
公报说， 该公司6日即暂停了其

在全球多地开展的新冠疫苗临床
试验， 以便由独立委员会审查相
关安全性数据。 如今审查程序已
完成， 疫苗安全性获得了独立委
员会和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
的认可。 公司将继续与其他国家
卫生监管机构合作， 以尽快确定
何时恢复在这些国家的疫苗临床
试验。

阿斯利康公司和牛津大学12
日表示，为保护受试者隐私，不会
公开有关患病受试者的更多信
息。据牛津大学介绍，全球已有1.
8万人在临床试验中接种了这款
疫苗，而在这样的大型试验中，一
些受试者出现不适在预料之中，

研究人员会仔细分析每例病例，
以确保疫苗安全性。

阿斯利康公司官网8月31日
发布的信息显示 ，AZD1222疫苗
已在美国启动3期临床试验，在英
国、 巴西和南非也已进入后期临
床试验阶段， 按原计划还将在日
本和俄罗斯启动临床试验， 预计
这些试验总计会在全球招募5万
名受试者。

虽然疫苗仍处于临床试验阶
段，欧盟、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墨
西哥等多地有关部门和企业已宣
布与阿斯利康公司达成协议，以
在临床试验成功后获得该疫苗或
其生产许可。

天津推出“硬核”举措 着力解决欠薪问题

阿斯利康恢复其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