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高教动态
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2 年第 17 期（总第 187 期）

目 录

一、万人计划：让本土人才更加自信

二、上海财经大学推进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三、清华经管学院的 EMBA 教育办学成绩卓越

四、光华 MBA—麦肯锡合作课程热烈开讲

五、欧美经济学者成复旦“旁听生” 中国经济最热门

六、浙江大学开设体质健康提高班 冀改学生孱弱体质



- 2 -

一、万人计划：让本土人才更加自信

成才不分国内国外

“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是刚刚推出的“万人计划”（也称“国

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支持国内具有潜力

的青年拔尖人才成长为各领域领军人才，入选者可获得中央财政较

大力度专项支持。

加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一靠面向海外引进人才，

二靠立足国内培养人才。2008 年以来，国家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给引

进海外人才提供的难得机遇，集中力量实施“千人计划”，掀起海外

人才回归报国热潮。

实践证明，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是解决科技领军人才匮乏

的快捷、现实、有效的途径。但是，也引发了国内高层次人才的强

烈反应，要求国家像重视引进人才一样加强对国内人才的支持。

为了充分调动国内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切实发挥他

们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主体作用，中央组织部等部门于 2012 年 8

月推出一项重大的人才培养支持工程——“万人计划”，专门面向国

内遴选支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这个计划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的‘千人计划’并行实施，对于统筹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打造

一支强大的国家创新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人事科学

研究院院长吴江指出。

国内人才的定心丸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内高层次人

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力量。近年来，我国对人才的激励和支

持项目很多，但相对比较分散，而且有的项目已实施很多年，必须

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人才特点的变化，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措

施，最大限度调动国内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国内现有人才和海外人才同等重要，都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骨干力量和宝贵财富，必须培养好、保护好、支持好。”这位负责人

指出，“万人计划”是一项“含金量”较高的、由国家对国内高层次

人才提供重点支持的计划。对入选对象，在有关部门原有支持的基

础上，国家再从荣誉称号、经费支持、政策支持、纳入中央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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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专家范围四个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形成集成效应。

此前，“千人计划”提供每人 100 万元的安家补助，这是国内人

才感到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因此，“万人计划”也为入选者提供直接

用于个人且力度较大的经费支持，与“千人计划”平衡。但与“千

人计划”的一次性补助主要用于引进人才的落户生活支出不同，“万

人计划”的特殊支持经费主要是用于入选对象开展自主选题研究、

培养人才和团队建设等方面支出，同时鼓励地方和用人单位配套给

予适当经费支持。

各有关部门还将在科研管理、事业平台、人事制度、经费使用、

考核评价、激励保障等方面制定具体支持政策，鼓励有关部门参照

“千人计划”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国内人才实际，为“万人计划”

制定落实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方面的特殊政策。此外，入选“万

人计划”的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将被纳入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范围。

所有这些特殊支持，无异于给国内人才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

们安心投身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全神贯注从事创新创业。

在实践中拓展完善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万人计划”是在

统筹 12 项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及相关高层次人才项目的基础上制定

的。具体说来，青年拔尖人才的遴选是以 2011 年中组部推出的“青

年英才开发计划”为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与原有的“文

化名家工程”对接，教学名师则与教育部的“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

工程”相对应……

其实中央在 2008 年“千人计划”制定实施的同时，就已经着手

考虑“万人计划”的启动工作。为此，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开

展了一系列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万人计划”的各项工作都有一定的基

础，并不是平地起高楼。

这位负责人说，“万人计划”是一项涵盖领域广、涉及部门多、

实施周期长的宏大计划，在计划开始时不必求全责备，要允许它像

“千人计划”那样，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完善，逐步形成完善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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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财经大学推进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近年来，上海财经大学秉承“高端引领、引培并重、双轨互动、

融合发展”的建设思路，大力引进和培养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和学术

发展潜力的青年才俊，取得了显著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脱颖而出，

4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中有一半以上获得省部级以上人才计划支持。

高质量学术成果不断涌现。2005 年以来，优秀青年教师先后在国际

著名期刊发表论文 200 多篇，形成了促进国际化高水平成果大量涌

现的学术氛围。

面向全球引进领军人才和海外优秀博士

从 2005 年开始学校对接海外人才市场，参照海外高校通行的学

术标准和录用程序严格选拔，先后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

顿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名校引进了 100 多位具有世界视野、熟悉国

际规则、具有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的海归博士，并积极探索接轨国际

的师资管理模式，以鼓励青年教师尽早成才。

这些海归博士在以国际化视野学有专长的同时，又很注重对中

国问题的研究。如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冯帅章教授，在经过学

校按照国际通行学术标准严格考核 6年之后，于 2012 年获得学校常

任教职，他在经济学国际顶尖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发表

论文 1篇，成为国内在该期刊发表论文为数不多的几人之一，得到

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同时他还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以重大课题为抓手，资助青年教师第一桶金

围绕重点学科建设的实际需求，学校启动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以重大课题和项目为抓手，在项目研究中凝聚、培养学科带头人、

学术骨干和优秀青年人才，为青年教师配备指导教师，注重发挥学

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形成结构层次合理、创新氛围浓郁的梯队。

对于资历尚浅、刚刚起步的青年教师来说，获取国家竞争性经

费往往比较难，科研道路上的“第一桶金”显得尤为重要。学校从

“211 工程”经费中设立经费用于支持优秀青年教师开展课题研究，

在“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使用上，学校不搞论资排辈，

倾力扶持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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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学术前沿，拓展研究视野

近年来，学校通过出国进修培训、课程进修培训、国际学术合

作等途径来提升青年教师的国际化素养。

学校每年选派 50 名左右素质好、能力强、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

年骨干教师赴海外高水平大学或重点科研机构进行研修学习，攻读

博士学位、从事博士后研究或担任名师助教，接受知名学者的指导，

跟踪国际学术领域的发展动态，拓宽研究视野。

通过海外特聘教授的学术网络资源，加强与国外专家组织的联

系，建立与国际著名学术机构和知名学者的长期交流合作关系。

建设教师发展中心，助推青年教师成长

近期，学校正推进教师发展中心的建设，以此为契机，充分依

托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借鉴

国际国内先进经验，优化整合校内资源，以提高教师教学科研能力

为关键，完善教师职业发展机制，加强教师培训力度，创新教师培

训模式。将实施新教师入职教育培训计划，围绕职业素养、教育教

学能力等专题，加强新教师入职教育，帮助新教师尽快适应教师职

业角色。建立青年教师职业导师制，选拔德才兼备、教学科研能力

强的高层次人才担任青年教师职业导师，帮助青年教师制定教学、

科研等方面的职业发展计划。

三、清华经管学院的 EMBA 教育办学成绩卓越

清华经管学院的 EMBA 教育自 2002 年开始举办已经走过十年历

程。十年来，清华 EMBA 以“培养产业领袖，塑造企业未来”为使命，

从诞生到成熟，成绩卓越。

在清华经管学院，每年录取约 400 名 EMBA 学生，学生多数是在

40 岁以上，而不是 35岁左右；他们多是企业高层管理者，而不是

中层管理者。因此，EMBA 学生愿意支付较高的学费去攻读 EMBA 学

位，这个价格正接近发达国家的学费。EMBA 学费收入成为经管学院

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于来自非学位的高管培训。

近日，英国的《金融时报》发布了 2012 年全球 EMBA 项目排名，

清华-INSEAD 双学位 EMBA 项目在全球排名第四，这是在《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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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育排名的所有类别中，中国内地商学院所取得的历史最好成

绩。事实上，这是清华经管学院首次参与《金融时报》的排名，而

且这也是在清华-INSEAD 的 EMBA 项目推出的短短五年后取得的。

在清华，不仅在学习期间为 EMBA 学生组织许多课外活动，而且

在毕业之后还为他们组织各种活动。现在清华的 EMBA 项目有 28 个

地方同学会，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另外在北京还有 8个按照

年级划分的同学会，因为北京是 EMBA 校友最集中的地方。同时还提

供后 EMBA 课程和项目。实际上，清华 EMBA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两年

的教学项目，更是一个终身学习方式。除此之外，清华的 EMBA 项目

还得益于与世界一流商学院—INSEAD（英士国际商学院）的合作伙

伴关系。清华把许多他们的创新想法和实践引进到自己的 EMBA 项

目。

在2012秋季开学典礼上，清华经管学院为每一位新入校的EMBA

学生配备一个展示设备。它看起来像一本书，封面设计和我们之前

发的纸制课件很相似。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专门为清华 EMBA 项目量身

定做的 iPad，称之为“iEMBA”，不仅可以无线下载并同步所有的课

件，还是学生相互交流的网上社区。这种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手段

从 EMBA 项目开始施行，是因为 EMBA 学生流动性大，平时携带纸版

教材成本较高。

四、光华 MBA—麦肯锡合作课程热烈开讲

由光华管理学院和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合作的

校企课程——当前中国投资与战略专题（Current Topics on

Chinese Strategy and Investment）于本月 18日晚热烈开讲。今

年是该校企合作课程开设的第三年，与前两年一样，该课程一开讲

便立即受到 MBA 同学的追逐和热捧。

课程第一讲由 Jeffrey Towson 先生主讲，Jeffrey Towson 先

生在从事投资行业的同时还在剑桥大学任 EMBA 课程教授，他是畅销

书的作者。他的研究领域集中于新兴市场（中国，中东，拉丁美洲

等），以及他们与西方日渐增长的互动关系。

Jeff 一开场便向大家提出了 Carlos Slim 及其名下公司、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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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和中国移动的问题。在新兴市场中，这三者都在自己的行业领域

中处于全球首位或者接近全球首位（Carlos Slim 还是是世界首富）。

随着 Jeff 的讲解，这些在新兴经济国家里读 MBA 的学生们，很快就

领悟到了问题的要点——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十年中获得了巨大的经

济增长。

接下来课程进行了对上海迪士尼项目的案例分析。同学们分组

讨论并扮演不同的角色——上海市政府、本地开发商和合作伙伴、

迪斯尼和国际合作伙伴以及中间人：投资银行和顾问。问题集中于

讨论项目对各方的利益、动机、挑战、以及合作利益。

几轮讨论之后，大家一致认为该项目有利于各方合作从而获利。

接下来，Jeff 抛出一个问题：如果上海迪士尼项目的规模增加一倍，

两倍，或膨胀至迪拜乐园（上海迪士尼项目的 12 倍）的规模后是否

还能一样获利呢？规模如此巨大但已经被证明并不经济的项目是否

会使中国经济受重创呢？中国经济未来注定会面临迪拜似的崩溃

吗？由于中国的内部需求潜力和对其面临的挑战的意识，Jeff 并不

认为中国经济注定要崩溃，这让在座的同学们松了一口气。

Jeff 对新兴市场的洞察与他丰富的投资经验让这门课充满了

与时俱进的味道并且具有权威性。他独特的讲述风格牢牢的吸引着、

激励着大家去思考。同学们没有被牵着鼻子走，而是通过讨论和思

考，共同领悟了课程的中心思想。

五、欧美经济学者成复旦“旁听生” 中国经济最热门

在 11月 14 日复旦大学举行的国际开放日活动上，来自马里兰

大学、加州大学系统、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国王大学、巴黎理工等全

世界 20 多所大学的代表齐聚一堂，旁听了“中国经济”、“中国社会”

等课程。

当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英语国际硕士项目也迎

来了五周年庆典。该项目是专门为外籍留学生设置的、全英文授课

应用经济学(中国经济方向)硕士学位项目，旨在培养熟悉中国经济

的综合性人才。

据了解，复旦大学目前已开设了包括“中国经济”、“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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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与外交”等 15 个英语国际硕士学位项目，面向全世界留

学生申请攻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深入学习、了解和研究中国相关

领域问题的桥梁与平台。

据悉，“中国经济”项目由于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上海四

个中心建设的大环境，直面来自世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和了解中国

社会的迫切需求，同时又是目前中国高校中经济学科领域最具特色

的全英语项目之一，因此成为欧美学者倾心的热门课。

六、浙江大学开设体质健康提高班 冀改学生孱弱体质

从 2011 年开始，浙江大学开设了体质健康提高班，一群群身体

孱弱的，或者超胖的特殊体质学生通过在这样的班级里进行锻炼，

从而增强体质，培养体育锻炼的意识和积极性。

连日来，中国媒体陆续报道多所大学悄然取消运动会中的长跑

项目，原因是现在学生体质下降明显，校方害怕发生猝死现象。

学生体质下降不是个别高校所存在的现象，如今已成为整个中

国大学生普通的共性。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主任吴叶海表示，

与其他大学一样，浙江大学的学生体质也在逐年变差，“我们也希望

通过这种尝试，来改变大学生孱弱的体质。”

吴叶海分析认为，当前大学生体质普遍下降是受多方因素影响

的结果，“社会上重智育轻体育，高考为上的心态令青少年学业负担

过重，得不到好的休息和锻炼；加上现在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

过于溺宠，学生独立性差；网络时代，学生长时间依赖电脑、手机

等，睡眠不足，缺乏健身意识和锻炼习惯。”

基于当前的现状，2011 年，浙江大学开办了体质健康提高班，

为未能达到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的学生提供免费的培训，至今已举办

五期，不仅令学生体质得以上升，更能让肥胖的学生有效减肥。

体质健康提高班内所训练的项目都是老师们自行研发的。2009

年，浙江大学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为 76.5%，而到了 2011 年，合格

率上升至八成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体质健康提高班的训

练中来，今年的合格率有望超过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