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总结我校每一年科技工作取得的成果，继往开来，交流管理经验，促

进工作成效，推动学校“十二五”科技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争取早日实现《兵

团科技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科技处自

2012年开始编印《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今后每

年编印上一年度的《年报》。《年报》主要总结每一年度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取

得的成绩，明确下一年度科技工作的思路和重点，记载各时期学校科技事业发

展的历程，图文并茂，全彩印刷。2013年编印出版的是《石河子大学 2012年科

技工作年度报告》。

2012年是实现学校“十二五”科技事业宏伟目标的关键年，学校的科技工

作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殷切关怀和支持，得到了全校各级领导的大力关注和支

持，是学校努力完成《兵团科技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学校十二五发展规

划》2012年度工作任务和目标的一年，也是全校各学院、各单位教职工努力抢

抓机遇、开拓进取、辛勤工作的一年，更是学校科技工作迈上又一新台阶的一

年。2012年间，我校共获得科研经费达 1.57115亿元，其中纵向经费 1.50065

亿元，横向经费 705万元，均创历史新高；获批的国家三大主体科技计划项目

数量及经费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我校是第一承担单位的有 3项，实现了新突

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项目的总数和总经费均再创历史新高，获批项目总

数和资助总经费均首次名列全疆首位；我校在兵团科技进步奖获奖的数量和

级别上均创历史新高，发表的 SCI、EI等高水平论文均数量增幅显著，较 2010

年增加了近 1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再上新台阶，获得各类项目与经费的数量

均创历史新高，其中，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１项，获批全疆高校唯一的一

项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2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人文社科工作者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取得了佳绩，获自治区第九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7项。

2012年《年报》共有十三篇和附录。其主要内容有：2012年石河子大学科

技工作进展及 2013年工作总体思路，领导的关怀，重要的科技工作会议，科技

发展的政策与管理，科研立项，人才、创新团队及科研条件平台建设，科技奖

励，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科技援疆与科技合作、学术交流，科技服务与培

训及科普宣传，学术刊物，部门建设，大事记和学校条件平台建设现况。

2013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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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国家“十二五”开局第二年，科技处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指导，

围绕《兵团科技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以“争创文

明机关和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为契机，以整合科技资源为重点，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主

线，以启动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为突破口，以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服务平台为支撑，强化

“基地—团队—人才—项目”理念，积极探索科技工作新思路，学校科技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

1、围绕学校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科技立项成绩突出。

2012年，我校共获得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纵向项目合同经费 1.45亿元，横向项目合同经费

613万元，总经费较 2011年增长 31％，创历史最高水平。

2、国家三大主体科技计划数量及经费再次取得新突破。

2012年，经兵团科技局组织、推荐，我校作为第一承担单位共获批国家三大主体科技计划

项目 3项，总经费达到 6000万元。其中 1项国家“863计划”课题“CO2分离膜材料及规模化制

备技术”，国拨经费 2280万元；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新疆及周边区域遥感动态监测与应

急管理系统”和“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国拨经费分别为 2774万元和 946万

元。经兵团科技局组织、推荐，国家 973计划前期研究专项立项 3项。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项目的总数和总经费均再创历史新高。

2012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项目 98项，总经费 5033万元。与 2011年相比，

立项总数增长了 21％，总经费提高了 37.1％。获批项目总数和资助总经费均首次名列全疆首

位。其中，NSFC-新疆联合基金重点项目获得立项 3项，实现了有史以来我校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零的突破。

石河子大学 2012年科技工作重大进展

及 2013年科技工作思路

第 一 篇

［石河子大学 2012年科技工作重大进展及 2013年科技工作思路］第一篇

一、2012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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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稳步开展。

我校顺利完成了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2012年度项目推荐工作，推荐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 3项、对俄专项 6项至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组织动科学院和化工学院申报 2013年度发展中

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

5、加强科技网络管理平台建设，提升科技管理工作效率和水平。

我校制定了详细的科研管理系统实施方案，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深入了解，现正在采购中。

6、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得重大突破。

2012年，我校获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4项，总经费 820万元。其中机电学院

承担的“自走式番茄收获机的中试”获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特别重大项目，是我校乃

至兵团在此领域的首次重大突破。动物科技学院主持的“治疗奶牛繁殖障碍性疾病中药添加剂

的中试与示范”获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重点项目，也是我校在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重点项目领域的首次突破。

7、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再上新台阶。

2012年我校人文社科方面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5项（其中重点项目 1项，艺术类项

目 1项），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20项（其中辅导员思政专项 1项，高校思政理论课专项 1

项）。获批兵团社科项目 20项，占全兵团总立项数的 50%。获批全疆高校唯一 1项全国教育科

学 "十二五 "规划 2012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科技处在主抓国家社科、教育部等主渠道项目的

同时，也及时收集国家各部委相关项目信息，积极组织申报，获得 2012年度国家科技部国家软

科学计划项目 1项，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 2项，国家体育总局研究项目 1项，兵团软科学项

目 8项。同时，我校人文社科工作者 2012年度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总经费 154万元。

2012年，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共获得纵向经费达 506.5万元，横向经费数 92万元。

8、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扎实推进。

我校不断强化“基地—团队—人才—项目”理念和思路，扎实推进人才建设工作。完成了

教育部 2012年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的组织申报工作，推荐我校李隆团队、郑秋生团队 2个

创新团队上报教育部；2012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的组织申报工作中，我校生命科学学院黄先

忠、绿洲社会经济与屯垦研究中心张安福获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立项支持；完成了科技

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领军人才、创新团队示范基地的申报工作；获批 7项兵团青年科技创新

资金专项。

9、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稳步发展。

2012年，我校材料化工、动物遗传改良与疾病控制、新疆绿洲农业病虫害治理与植保资源

2

A
nnualw

ork
reportofS

hiheziU
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利用、农产品加工工程 4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和材料化工、兵团空间信息 2个兵团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获批立项建设。另外，以绿洲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为基础，协调相关部门，整合相关资源，

积极筹备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申报工作。为加大国家级 -省级 -校级三级文科基

地建设体系，2012年度学校又新批了 7个校级文科重点研究基地。3个自治区级文科重点研究

基地完成了年度开放课题评审和立项工作，同时加大建设力度，出台了省级文科基地建设管理

办法、经费管理办法、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和校级文科基地遴选办法，各项建设工作有序开展。

10、加大成果管理力度，专利数、高水平论文数明显增加。

经查新显示，我校 2011年共发表 SCI、EI等高水平论文 169篇，比 2010 年的 86篇增加

了 96.5%，其中 SCI检索论文 71篇，比 2010年增加了 91.9%，EI论文 89篇，比 2010年增加

了 161.7%。

11、兵团科技进步奖再创新高。

2012年兵团科技进步奖我校推荐的 18项成果参加评审，经兵团奖励委员会终审，校共获

得 17项奖励，其中一等奖 3项、二等奖 14项，在获奖数量和质量上均创历史最好成绩。

12、知识产权工作稳步发展。

在我校相关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推动和奖励措施下，学校知识产权工作上了很大台阶，专利

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专利年申报数快速增加，专利申报由实用新型向发明转移，2012

年我校一共申报专利 58项，其中发明专利 27项。

13、加强学术交流，重视科普宣传。

石河子大学科协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三个服务”作用，科普宣传、学术交流、

科技合作等各项活动有序开展。开创了“石河子大学院士论坛”，组织院士讲座两场。积极组织

参与“全国科普活动日”活动，被中国科协评为“201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特色活动”。

14、学报自然版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学术影响力、显示度和

综合质量持续、显著提升，更好地发挥了其在学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及社会

服务中的窗口、平台和资源库的重要作用。

学报自然版复合影响因子达 0.565，学科排序在 437种期刊中排名第 104位，期刊综合影响

因子达 0.426，学科排序在 419种期刊中排名第 60位，基金论文比为 0.77。

学报自然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012年，

学报连续第 4次第 6年跻身“中国科技核心期刊”，11月荣获第 4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称

号，是该届唯一获得优秀奖的新疆高校科技期刊，也是新疆高校科技期刊获得的最高奖。至今，

学报自然版是唯一在四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评比中连续获奖的新疆高校科

技期刊。

［石河子大学 2012年科技工作重大进展及 2013年科技工作思路］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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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1计划”工作顺利实施。

2012年，我校新组建了棉花生产技术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西部地区高发人兽共患传

染性疾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中亚文明与向西开放协同创新中心”、“中亚文明与向西开放

协同创新中心”4个校级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并获批了“棉花生产技术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和“

西部地区高发人兽共患传染性疾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2个兵团级协同创新中心，并将 2个兵

团协同创新中心推荐至教育部进行评审认定。

16、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佳绩。

2012年 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评奖揭晓，我校获二等奖 1项，三

等奖 3项，青年佳作奖 2项，优秀奖 1项。

二、2013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思路

2013年是我校实施“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深化年，科技处将认真贯彻《国家科技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兵团科技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学校确定的目标任务，2013年科技工

作的重点是紧密围绕校党委确定的中心工作，全面落实好我校《十二五科技发展规》提出的各

项科技发展目标任务，尤其是努力提升我校自主创新能力的各项科技指标，进一步增强我校科

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并强化“基地—团队—人才—项目”理念和思路，继续推进创新平台集群

发展战略，完善平台建设体系，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以及积极拓展项目申报层次和项

目申报渠道。

1、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继续以“争创文明机关和创建学习型党组织”

活动为契机，构建学习型科技管理团队，努力把科技处建设为“服务型部门、学习型部门、和谐

型部门、节约型部门”，更好地为学校的科技事业服务。

2、加强顶层设计，整合疆内外优势科技资源，继续实现国家 973计划重点项目、863计划项

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更大突破，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取得新突破；同时，进一步调动各学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努力拓宽项目申报渠道，特别是

横向项目申报的领域。

3、进一步推动 2011协同创新工作，认真实施“一省一校计划”工作；继续加强科技平台建

设，推进创新平台集群发展战略；继续完善平台建设体系，抓住机遇，重点抓好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申报工作；做好兵团自治区及校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人文社科基地的建设工作，并筹

备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4、加强科技团队建设，组织做好创新团队申报的顶层设计和培育工作，认真组织绿洲生态

农业重点实验室、地方与民族高发病重点实验室和特种植物药重点实验室凝炼团队研究方向，

4

A
nnualw

ork
reportofS

hiheziU
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优化团队结构，遴选好团队带头人，提高团队申报质量，注重跨学科研究团队的协同创新，努力

争取再次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

5、集中我校优势力量，在现代农业等领域积极组织整合包装重大成果，冲击国家科技进

步奖。

6、继续强化知识产权促进工作，大力实施专利转化战略，鼓励其申报国家和自治区专利奖

等各种奖励。

7、进一步加强横向合作，通过科技特派员形式与兵团农牧团场全面开展科技服务工作。

8、进一步将科技工作重心下移到科技处各业务科室，下移到各学院，促使科技处与各学院

建立的“联络员责任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定期到联系学院负责科研工作的指导，使基层人员加

深对科技管理工作的理解，掌握科技发展动态，以配合全校科技工作的开展。

9、继续加强项目的过程管理，强化对我校承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等重大在研项目中期

实施的督促检查力度，加大对经费的使用、项目的执行等过程管理政策和理论的研究，继续实

施健全规范化的研究经费支付运行机制、中期实施检查与结题验收的新型评价指标体系等考

核办法，确保课题的高质量完成。

10、加强科技网络管理平台的建设，构建适合我校实际的网络管理系统,有效加强对科技合

同和科技经费的管理，提升科技管理工作效率和水平,避免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和管理。

11、2013年 4月召开石河子大学第三次科协代表大会。

12、筹备并召开“《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 30周年庆祝大会”。

13、组织学习贯彻《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教技【2012】12号）

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监【2012】6号）文件精神，并制定我校实施

细则。

［石河子大学 2012年科技工作重大进展及 2013年科技工作思路］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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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1月 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等领导

在“第十九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举办期间参观

新疆兵团及我校展位。

领 导 关 怀

第 二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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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9月 18日，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

一行来我校视察。

2012年 7月 10日，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交

流中心主任孙洪等一行 5人访问石河子大学，兵

团科技局领导和石河子大学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负责人 20余人参加了会议。

2012年 7月 9日，科技部社会发展

科技司副司长孙成永和综合与气候变化处

处长康相武，在兵团科技局农社处处长

王维基的陪同下到石河子大学考察。

2012年 11月 5日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

宋建业在兵团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上做重要讲话。

［领 导 关 怀］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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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1月 20日，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

宋建业，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陈宏曲，兵团科

技局局长黄斌等领导与我校参加“第十九届中国

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的代表合影。

2012年 5月 21日，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曾康在“石河子大学党委召开第二届繁荣发展哲

学社会科学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2012年９月 2２日，兵团科协主席王红德

在兵团大学生科技文化活动周”启动仪式上作

重要讲话。

2012年 9月 22日，兵团科协主席王红德，

主席助理梁华参加我校“兵团大学生科技文化

活动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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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何慧星作重要讲话 校长向本春作重要讲话

5月 21日，校党委第二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会在会堂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兵团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康及校领导何慧星、向本春、周爱鸣、吴新平、郁兴德、代斌、夏文斌和全校

3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大会。校党委副书记吴新平主持大会。

校长向本春致辞时代表校党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石河子大学于 2004

年召开了首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会，制定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七大行动计划，对

推动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希望全校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大力加强

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创

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为实现我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做出更大贡献。

曾康致辞时说，石河子大学党委一贯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工作，并在近年来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立项数目大幅增加，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石河子大学已经成为兵团哲学社会科学

重要的学术研究单位，在兵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社会科学研究已在西

部高校产生重要影响。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起科学、思想、文化引领社会发展的

神圣使命，遵守学术道德、坚持学术操守、维护学术尊严，以兵团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为主攻方

向，加强兵团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更好地服务兵团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

副校长夏文斌作了以“坚持科学发展，突出区域特色，努力推动石河子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科 技 工 作 会 议

第 三 篇

一、石河子大学党委召开第二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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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何慧星为我校获批的

自治区重点文科研究基地授牌（二）

校党委副书记吴新平主持大会 副校长代斌就《石河子大学繁荣发展哲

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2011-2020）》作说明

副校长夏文斌作《坚持科学发展，突出区

域特色，努力推动石河子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工作报告》

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康为我校获

批的自治区重点文科研究基地授牌（一）

繁荣发展”为题的工作报告，总结回顾了“十一五”以来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

和经验，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十二五”期间及今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提出了新的思路与举措。

副校长代斌就《石河子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2011-2020）》作了说明。

经济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杨兴全、绿洲社会经济与屯垦研究中心张安福分别代表学院和

中青年科研工作者作大会经验交流。

大会还为我校获批的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研

究中心、兵团屯垦经济研究中心 3个自治区重点文科研究基地授牌。

校党委书记何慧星总结讲话时说，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是高等教育“十二五”时

校长向本春为我校获批的自治区

重点文科研究基地授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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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校改革发展的重点工作。针对我校今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展，何慧星

提出，一是要始终坚持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二是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三是要始终坚持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四是要始终坚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与社会长治久安；五是要始终坚持突出特色研究和优势项目；六是要始终坚持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协同创新。希望与会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和广泛传达宣传此次会议精神，保证各项政策措施

落到实处；机关各部门及相关学院要不断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在资金、政策、舆论上加大投入

力度，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使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

学与科研在“十二五”期间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8月 5日，第六届教育部科技委农林学部 2012年工作会议在石河子大学召开，教育部科技

委农林学部主任傅廷栋院士，教育部科技委农林

学部常务副主任尹伟伦院士，教育部科技委农林

学部副主任张福锁、吴普特教授，云南农业大学

校长朱有勇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常信院

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院士，教育部科技

委领导及第六届教育部科技委农林学部委员和

石河子大学相关专业师生近 200人参加了会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吴普特、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张福锁、兰州大学副校长安黎哲、华中农业

大学教授傅廷栋院士分别以“中国粮食生产水问

题—挑战与对策”、“高产高效养分资源管理技术

研究与应用”、“青藏高原保护问题”和“西北地区

麦后复种饲料油菜的研究”为主题作了学术报告。

石河子大学党委书记何慧星致欢迎辞，教育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侯小龙就科技部“2011计

划”作了专题报告。

三、兵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实施

意见》座谈会

2012年 11月 16日，《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兵团创新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征求意

见座谈会在我校召开。兵团科技局，各师科技局科研院所以及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兵团科技

局副局长周霖在会上传达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对兵团科技工作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回顾

和总结，并介绍了兵团贯彻大会精神的初步安排和进展情况。

［科 技 工 作 会 议］第三篇

二、第六届教育部科技委农林学部 2012年工作会议

2012年 8月 5日，第六届教育部

科技委农林学部 2012 年工作会议在

石河子大学召开

11



Annualw
ork

reportofShiheziU
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2012 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Annual work report of Shihezi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年 10月 20日，《科技惠民计划报告会》
在石河子大学召开。

2012年 11月 16日,兵团《关于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座谈会
在石河子大学召开。

四、科技惠民计划座谈会

与会代表就各单位实际发展过程中取得的

成功经验、遇到的困难、希望兵团提供的支持、在

科技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政策、如何解决人才

引进、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平台搭建等问题进行

了广泛探讨和深入交流，积极为兵团如何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献计献策。大

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兵团贯彻落实全国科技

创新会议精神，研究制定政策，进一步的发挥企

业的潜力有很大的帮助。起草组将认真归纳汇

总，制订出好的政策文件，为全省科学发展跨越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兵团科技局局长黄斌作重要讲话，要准确把握领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精神，进一

步修改完善；要进一步增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据悉，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

见》，这是指导我国科技改革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意见》共 8个部分 21条，核心是解决科技和经济“两

张皮”问题，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真正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主体。《意见》

聚焦了如何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提出了完善科技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

产业升级的机制；提出了完善人才评价标准，改变以论文、项目、经费、专利论人才为进一步加

强民生科技，促进科技惠民，2012年科技部联合财政部组织实施了科技惠民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民生科技，促进科技惠民，2012年科技部联合财政部组织实施了科技惠民计

划项目。2012年 10月 20日，兵团科技局邀请国家科技部生物中心安道昌副主任、周乃元处长、

赵饮虹博士来石河子大学举办座谈会。兵团科技局侯立宏副局长、农社处王维基处长、石河子

大学代斌副校长以及兵团各师、农垦科学院和石

河子大学的科技工作者 60余人参加了会议。安

道昌副主任、周乃元处长分别对科技惠民计划项

目申报、实施等相关内容做了专题报告，参会科

技工作者也就申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科技部

领导做了深入交流。此次座谈会的召开，为提高

兵团申报科技惠民计划项目质量，使国家科技惠

民计划在兵团深入实施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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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规划、政策与管理

序号 名 称 文号

1 石河子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2011-2020）

校发[2012]140号

2 石河子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

3 石河子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4 石河子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5 石河子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资金管理办法

6 石河子大学教师（文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管理办法

7 石河子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遴选办法（试行） 科发[2012]17号

8 石河子大学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科发[2012]24号

9 《石河子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暂行规定》 校发[2012]52号

1、加大学校科技政策与管理的力度，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

2012年修订、出台了《石河子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2011-2020）》、《石河子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石河子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

著作出版资金管理办法》、等 9个科技政策及文件，大力加强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政策与管理的引导力度，更充分地调动学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

2、健全制度，保障项目管理有章可依。

为规范科技经费的管理，根据国家对科技经费按预算制管理的要求，进一步修订了《石河

子大学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同时，校计财处更新了财务管理系统。通过调试与运行，目

前该财务管理系统在兵团科技管理系统达到了领先水平，在新疆高校科技管理系统方面实现

了首创。2012年 8月 30日兵团科技局对石河子大学，农八师科技局，农垦科学院 3家单位的科

技计划项目实施及其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兵团科技局对石河子大学科技处项目管理与

经费管理工作表示了肯定。

表 1 石河子大学 2012年制定出台的科技政策及文件

第 四 篇

一、注重科技政策与管理，提升科技工作成效

［科技发展规划、政策与管理］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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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4月 27日，国家 973计划项

目“乙炔法聚氯乙烯生产过程的高效、节

能、减排科学基础”启动会。

国家 973计划项目“乙炔法聚氯乙烯

生产过程的高效、节能、减排科学基础”专

家组。

2012年 12月，兵团科技局对各师、院校科

技管理部门 2010~2012年度科技项目管理质量

进行了考核，石河子大学科技处等 5个单位被授

予“兵团科技项目质量管理先进集体”称号。这是

我校科技处自 2009年获得“兵团科技项目质量

管理先进集体”以来再次获得该项荣誉。

3、注重项目调研和储备，精心设计
重大项目。

在策划重大项目申报和立项项目实施时，科

技处邀请知名专家协助制定项目申报和实施的

顶层设计，使目标既符合项目申报要求，又能很好促进兵团产业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对口支援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力量，为我所用、虚心学习。2012年 4月 27日，国家 973计划项目“乙炔

法聚氯乙烯生产过程的高效、节能、减排科学基础”在石河子大学启动。科技部 973项目咨询专

家组对其进行了开题论证。石河子大学校长向本春、副校长代斌，兵团科技局局长黄斌参加启

动会。咨询专家组由复旦大学高滋教授、南开大学朱坦教授、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陈标华教授、

清华大学曹竹安教授组成。

2012年 8月 30日，兵团“科技计划项目

实施及其经费使用情况”工作汇报会。

2012年 7月 26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新疆及周边区域遥感动态监测与应急管理

系统”项目启动。

2012 年 8 月 23 日，国家“863”计划

“CO2分离膜材料及规模化制备技术”课

题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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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1月 11日，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项目启动会。

2012年 11月 11日，兵团科技局在石河子大学
组织召开了 2012年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重
点项目《治疗奶牛繁殖障碍性疾病中药添加剂的中
试与示范》启动会。兵团科技局侯立宏副局长、农社
处王维基处长、石河子大学科技处刁明副处长与相
关专家、项目组成员等参加了会议。

2012年 5月 22日，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项目“区域空间信息综合

应用关键技术在新疆兵团的示范”

在北京通过了科技部的验收。

2012年 6月 22日，兵团科技
局组织专家对我校承担的“准噶
尔盆地南缘荒漠化生态系统恢复
与重建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3
个课题进行鉴定。

2012年 8月～10月，兵团

科技局组织专家对兵团科技计

划项目进行验收。

［科技发展规划、政策与管理］第四篇

强化对各级各类科技项目的过程管理，紧紧抓住进度、经费、质量、效益、风险等几个关键

环节。在各类项目的管理上，科技处针对以往项目来源渠道多、分散等问题，加大监督的办法和

制度，切实推行主动组织、严格项目监督实施和全过程跟踪管理模式，从管理制度上保证课题

按质按时完成。

1、为加强“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等重大项目年

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学校成立了项目管理小组、专家顾问

组及管理办公室，通过组织召开年度执行情况汇报评估会、主

持人汇报、现场检查、查看项目的原始试验记录、发表论文及

实验样品等形式，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审、考核，并通过

专家组讨论形成了中期检查意见，反馈给项目组进行整改。

2、2012年 11月，对 270项各级各类到 2012年年底应结

项目完成了结题验收和鉴定工作。加强项目的中期检查，有效

地监督科研项目组按期、高质量的完成研究任务。2012年，科

技处进行了科研项目中期

检查，共检查自然科学各类

项目 530项，社会科学 160

余项。从检查结果来看，98%

的项目（课题）能够按计划

完成阶段性任务，达到了预

期的总体目标。

3、加强对各级科研项

目的验收工作。

二、强化监管，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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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校作为第一承担单位 2012年共获批国家“863计划”课题 1项，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项，国拨经费达到 6000万元。

其中，国家“863计划”课题“CO2分离膜材料及规模化制备技术“国拨经费为 2280万元，石

河子大学姜忠义教授为课题负责人，该课题集中了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力量；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新疆及周边区域遥感动态监测与应急

管理系统”项目国拨经费为 2774万元，石河子大学郑旭荣教授为该项目技术负责人，该项目是

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区域空间信息综合应用关键技术在新疆兵团的示范”项目取得

突出贡献的基础上得到了国家科技部的滚动支持项目，集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

信息中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山东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

字地球科学中心等单位的优势研究力量，真正体现了校内外科研力量合作攻关、充分发挥政产

学研合作优势，是学校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成功实施的典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维药现代化开

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国拨经费为 946万元，石河子大学王金辉教授为该项目技术负责

人，项目参加单位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是“十二五”的第 2年，科技处在稳定以往国家科技主体计划申报渠道的同时，主动

出击，全年积极组织申报了 2800余项各级各类项目，使我校 2012年申报国家和省部级以上重

大项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其中，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 449项，申报

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61项，都达到历史最高；学校 2012年共获得兵团科技计划立

项项目 79项，资助金额 1352万元，创历史最高，广大教师开展科研的积极性被广泛调动。我校

2012年共获得纵向科技合同立项经费 1.45亿元，横向合同经费 613万元。

科 研 立 项

科技处继续积极推进学校新跨越发展计划，强抓科研项目创新管理，重视学科交叉，积极拓

宽申报渠道，努力提高我校承担国家和省部级以上重大项目的能力，提升了我校的整体科研水

平，在许多申报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

第 五 篇

一、精心组织，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量达到历史新高

二、突出国家科技三大主体计划项目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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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申报国家 973计划前期研究专项 6项，获批 3项，资助经费 344万元。

学校“973”计划项目的立项数和资助经费位例全疆首位，也是学校连续 12年获此项目的资助。

表 2 2012年国家三大主体计划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项目类别

１ 2012AA03A611 CO2分离膜材料及规模化制备技术 姜忠义 化学化工学院 国家“863计划”课题

２ 2012BAH27B00
新疆及周边区域遥感动态监测与应急

管理系统
郑旭荣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３ 2012BAI30B00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王金辉 药学院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４ 2012CB722205
滴灌棉花高产的生理机制与品种特性

基础研究 魏亦农 农学院 973前期

５ 2012CB722603 低碳炔烃二聚绿色催化体系的构建 刘志勇 化学化工学院 973前期

６ 2012CB526611 基于缝隙连接的新疆哈萨克族原发性
高血压发病机制研究

司军强 医学院 973前期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１ 11261048 贝叶斯离散分位数回归模型：理论，方法及应用 虞克明 商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 21206094
整体床孔内奶源生物活性蛋白质的吸附及乳酪

微胶束与乳脂微粒的沉积机理 陈 良 化学化工学院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 21206095 分泌型复合重组脱硫酶的构建及其在原煤脱硫
中的应用

徐小琳 化学化工学院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21262027
双功能氮杂环卡宾催化不对称 Vinylogous加成

反应研究 杜广芬 化学化工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５ 21263021 炭胶囊化中空过渡金属氧化物 /石墨烯纳米复
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电化学储能性能研究

王 刚 化学化工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６ 21264013
基于多巴胺化学多功能刺激响应包膜型控释肥

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贺云 化学化工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7

8

21266028

21266029

微波辅助盐析萃取天然产物的研究

液芯微囊化 Penicillium purpurogenum Li-3细胞
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党艳艳

曹 红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2012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项目 98项，总经费 5033万元，其中面上项目 4

项，青年基金项目 12项，地区基金项目 78项，主任基金 1项，新疆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3项。与

2011年相比，资助项目数增加了 21％，获批经费增加了 37.1％，获批项目总数和资助总经费均

首次名列全疆首位。其中，NSFC-新疆联合基金重点项目获得立项 3项，实现了有史以来我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零的突破。

［科 研 立 项］第五篇

三、注重应用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再创历史新高

表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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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27 31260291 面向智能移动终端的棉田病虫害信息获取与
主动服务模型研究

赵庆展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28 31260295 干旱胁迫下棉花过剩激发能清除的光保护机
制研究

张亚黎 农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29 31260299 膜下滴灌甜菜缺水补偿节水生理机制研究 樊 华 农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30 31260307
秸秆还田对长期连作棉田残茬腐解及土壤有

机碳平衡的影响 刘建国 农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31 31260339 抗坏血酸参与乙烯信号调控棉花纤维伸长发
育的分子机制研究

李鸿彬 生命科学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32

33

34

31260357

31260358

31260366

小麦淀粉合成关键酶基因克隆及特异分子标
记的开发与验证

枯萎病菌诱导棉花基因表达谱分析及抗病相
关基因的挖掘

新疆冷水鱼抗冻蛋白的结构特性及抗冻机理
的研究

李卫华

张 薇

张 建

农学院

农学院

食品科学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31260374

31260387

31260388

31260402

31260420

31260422

31260435

31260454

31260467

新疆小白杏杏仁油中生物活性物质免疫调节
定量构效关系及作用机制的蛋白质组学研

基于特征香气指纹图谱研究哈密瓜汁加工过
程中香气劣变规律

番茄酱储藏期间色泽变化的机理及其动力学
研究

表达双价抗菌肽基因的重组酵母对几种新疆
特色水果采后病害的防治及防治机理研究

一种新病毒对新疆加工番茄的影响

新疆根寄生性种子植物列当属种类鉴定及主
要种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缩节胺调控棉花防御棉蚜的生化机制研究

库尔勒香梨果实套袋后香气成分的变化及其
生理机制研究

桃果实内酯类香气物质的生物合成及其调控
机制研究

田洪磊

陈计峦

江 英

任雪艳

向本春

谢慧琴

王俊刚

张虎平

席万鹏

食品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农学院

农学院

农学院

农学院

农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44 31260534
利用 TALENs技术制备 myostatin基因敲除策

勒黑羊的研究
胡圣伟 动物科技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45

46

31260535

31260536

哈萨克绵羊抗包虫病个体小肠差异表达基因、
miRNA筛选及抗性验证

策勒黑羊与和田羊卵巢组织差异表达繁殖相
关 miRNA的筛选及鉴定

贾 斌

曾献存

动物科技学

动物科技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科 研 立 项］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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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9 21267019
新疆地区典型水环境中抗生素及其抗

性基因的分布特征 鲁建江 化学化工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10 21267020
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土壤汞污染及生

态风险评价 王 卫 化学化工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11 31200156
新疆北塔山地区植物区系与物种多样

性研究 徐文斌 生命科学学院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2 31200259 新疆两种悬钩子属植物改善胰岛素抵
抗的化学成分及其构效关系的研究

何大俊 生命科学学院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3 31200417
沙丘稀有种准噶尔无叶豆花部特征的

传粉适应和进化含义 施 翔 农学院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4

15

16

31201395

31201521

31201800

新疆蒙古族传统发酵乳制品非发酵剂
乳酸菌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的研究

土耳其斯坦叶螨（T.turkestani)精氨酸
激酶的 RNAi沉默研究

绵羊克隆囊胚差异表达 microRNA的
筛选及其功能研究

李宝坤

赵伊英

倪 伟

食品科学学院

农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31201863

31260001

31260022

31260042

31260047

31260099

31260142

31260235

31260247

布鲁氏菌感染巨噬细胞诱导的自噬抑
制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研究

极端嗜酸硫杆菌 Acidithiobacillus spp.
种群的遗传多态性及分子地理学研究

滴灌模式下生物菌肥的制备及其对棉
花解盐促生机制研究

新疆甘草属植物自然种群的传粉机
制、繁育系统及杂交种群的 SSR亲本

分析

新疆西昆仑山植物区系与植物种质资
源研究

天山北部拟南芥种群统计学特征变化
的适应意义

新疆绿洲加工番茄连作的化感效应及
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语言认知脑功能
的差异性研究

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心、脑、肾和肠系膜
微动脉缝隙连接特性的比较研究

郭 飞

倪永清

武占省

陆嘉惠

阎 平

刘 彤

蒋桂英

李 华

马克涛

医学院

食品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农学院

医学院

医学院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26 31260290
基于外观信息感知的脱绒棉种内部品

质检测机理研究 李景彬 机械电气工程学
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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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47 31260537 提高营养水平诱导舍饲哈萨克羊非繁殖季节发情
的分子调控机制及 microRNA鉴定

赵宗胜 动物科技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48 31260557 肥羔 EAA需要量与小肠 tdAA供应量及 LAA顺
序研究

高 巍 动物科技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49 31260596 与 Nrdp1和 SOCS-1互作的布鲁氏菌蛋白的筛选
及其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

冯汉平 动物科技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50 31260601
少孢节丛孢菌侵染线虫分泌性蛋白功能

新基因研究
孟庆玲 动物科技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51 31260606 单核细胞增多症李斯特菌内化素基因缺失株对绵
羊血脑屏障作用机制的研究

蒋建军 动物科技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52

53

54

31260610

31271458

31272129

毒力因子参与不同源肠球菌的机会感染机制及整
合子介导的耐药机制的初探

血管内皮前体细胞调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巢的实
验研究

基于 RNAi技术的杏自交不亲和 S-基因沉默表
达效果研究

齐亚银

吴向未

冯建荣

动物科技学院

一附院

农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面上项目

面上项目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31272416

41201113

41205085

41261011

41261025

41271268

51262025

51264034

51265045

基于猪生殖系统研究嵌合 RNA的形成新机制及
其繁殖调控功能

玛纳斯河流域不同地带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及其对
生态退化的响应

UV-B辐射增强条件下新疆棉花地上与地下部分
协同适应机制研究

四种野生扁桃的地理分布格局及谱系地理研究

天山北坡东段历史时期环境演变
及人地关系研究

天山一号冰川底部沉积层及其前沿退缩带微生物
群落时空演替格局对环境分异的响应

新疆煤基活性炭的微波法定向制备及对多环芳烃
吸附调控机制研究

电石渣循环利用中杂质的物理方法分离机理
与实现方法

基于气吹悬浮供种的番茄育苗播种器吸附取种机
理的研究

马 磊

王月健

王 进

马松梅

冯晓华

倪永清

闫豫君

王卫兵

胡 斌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院

政法学院

食品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面上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64 51265046 加工番茄果秧振动分离机理
及振动发生器的研究

李成松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65

66

67

51265047

51268049

51268050

基于采棉机棉流特性的籽棉残膜分离机理
与机构研究

厚重型被覆结构蓄热的被动式太阳房室内热环境
优化研究

新疆戈壁、荒漠强风区铁路沿线积沙分布迁移规
律及挡风沙构筑物优化设计与合理组配模式研究

张若宇

姜曙光

程建军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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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68 51269026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典型荒漠植被水分传输过
程对不同潜水埋深的响应研究

杨 广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69 51269027
极端干旱区矮化密植大枣对滴灌的适应性及水肥

耦合作用研究
何新林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70 51269028 高寒区引水式电站冬季运行抽水融冰机理及运行
参数优化研究

宗全利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71 51269029 刚柔混合衬砌渠道冻胀机理研究 姜海波
水利建筑
工程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72 61262021 支持版权保护和数据验证的地理数据库水印方法
研究

汪传建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73

74

75

61263041

71261021

71262006

基于高光谱成像技术的哈密瓜成熟度快速无损检
测方法研究

基于 SOA架构的新疆绿色农产品封闭供应链信息
共享和集成建模研究

公司治理（环境）、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特质性风险

马本学

李志刚

吴昊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1262007

71263044

81202120

81260028

81260079

81260104

81260159

81260241

金融发展、异质债务与资本配置效率

新疆教育机会分配政策绩效研究———制度因素及
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回归模型的建构

TGF-β1通路调控 MET在滑膜肉瘤双相分化和侵
袭转移中作用及机制

β3 -AR/RhoA-ROCK1通路介导心肌重构的机制
研究

CYP与 NAT2遗传关联对新疆维吾尔族、汉族抗结
核药物诱导肝损害的易感性研究

葡萄胎的多位点 STR基因分析分子诊断

舒张血管物质对耳蜗血管纹毛细血管周细胞作用
机制的研究

Mcl-1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宿主巨噬细胞中凋亡
的调控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白 俊

赵红霞

齐 妍

王 丽

李国昌

常 彬

李 丽

章 乐

经济管理学院

师范学院

医学院

一附院

一附院

医学院

医学院

医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科 研 立 项］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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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84 81260261
结核杆菌 PhoPR双组分系统对新疆地区广泛流行的耐
药结核杆菌临床分离株耐药性产生的调控作用及其机制

研究
张万江 医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85 81260301
microRNA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新疆哈萨克族人群食管癌

发病风险相关性及其机制研究 杨 兰 医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86 81260338 甘草查尔酮 A诱导膀胱癌 T24细胞凋亡机制研究 郑秋生 药学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87 81260362 新疆哈萨克族食管鳞癌差异基因的筛选及初步鉴定 郑 勇 一附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88 81260412 TGFβ受体抑制剂诱导肝包虫外囊壁钙化的实验研究 吴向未 一附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89

90

81260443

81260453

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者照护负
担及干预研究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调控 uPA表达在骨关节炎发病
中的机制研究

王玉环

史晨辉

医学院

一附院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81260487

81260611

81260627

81260628

U1203282

U1203204

U1203283

81241123

纳米复合膜修饰技术用于开发肺癌诊断电子鼻的研究

新疆红花种质资评价及药材质量形成的生态机制研究

天山花楸抗氧化及抗心肌缺血黄酮成分研究

圆根大戟和甘遂中保护多巴胺所致 SH-SY5Y细胞损伤
帕金森模型作用和机制研究

节水灌溉条件下玛纳斯河流域绿州化盐漠化响应机理研
究

新疆特色植物药香青兰早期新药发现中的生物利用度屏
障分子机制的基础研究

新疆膜下滴灌棉花高光效群体防衰生理生态机理及调控
研究

II型 11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表观遗传变化在 PPHN发
病中的作用和可能机制

李迎春

谭 勇

唐 辉

王金辉

何新林

王新春

张旺峰

谷 强

药学院

药学院

药学院

药学院

水利建筑工
程学院

一附院

农学院

石河子大学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NSFC-新疆
联合基金

NSFC-新疆
联合基金

NSFC-新疆
联合基金

专项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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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１ 2012BA002 磁共振专用线圈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王成伟 一附院

２ 2012BA003 粉煤灰泡沫玻璃外墙保温材料制备及应用研究 李 刚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３ 2012BA004 滚筒弹齿式棉桃收获与棉杆还田联合作业机
的研制

陈永成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2012BA012

2012BA017

2012BA018

2012BB049

2012BB050

2012BB051

2012BD016

４

5

6

7

8

9

10

11

新型功能性保水剂的引进与中试

高校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开发与应用研究

神经外科急重症患者手术流动救治系统的研发

新疆棉花高效遗传转换技术体系研究

棉花生长素合成相关基因的克隆及其调控纤维
品质形成的功能研究

肌肉性状相关基因 myostation在绵羊体内的功
能验证

饲用棉副产品微生物发酵产业化示范

新疆畜牧兽医科技服务生产力促进中心

刘 彤

吴大勇 刘长征

王业忠

孙 杰

李鸿彬

陈创夫

孙新文

谷新利

生命科学学院

科技处

一附院

农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石大畜牧科技
有限公司

动物科技学院

表 4 2012年教育部高校博士学科点基金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１ 20126518110002
干旱区绿洲化过程土壤有机碳和盐基离子分布及

对团聚体结构的响应 张凤华 农学院

２ 20126518110004 绵羊下丘脑 kiss1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 刘小军 动物科技学院

３ 20126518120002 干旱胁迫下棉花叶黄素循环的响应机制及
与抗性的关系

张亚黎 农学院

４ 20126518120004 放牧绵羊对伊犁绢蒿种子的消化道传播机制研究 鲁为华 动物科技学院

表 5 2012年兵团重点领域科技攻关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科 研 立 项］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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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2年兵团医药专项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１ 2012BA021 Cx37和 Cx40基因多态性与新疆哈萨克 /汉族
高血压相关性的研究

司军强 医学院

２ 2012BA022 构建及选育新型结核病疫苗菌株的实验研究 张万江 医学院

３ 2012BA023 精神创伤后应激相关障碍的识别与干预
技术研究

张桂青 一附院

2012BA024

2012BA025

2012BA042

2012BA043

2012BA044

2012BA045

2012BA049

４

5

6

7

8

9

10

兵团糖尿病规范化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及示范

胃旁路术治疗肥胖症合并 2型糖尿病的临床应
用研究

基于动态监测小细胞肺癌中循环肿瘤细胞的临
床干预研究

新疆紫花毕岱有效部位抗脂肪肝的药用研究

兵团慢病统治费用核算与筹资机制研究

降低社区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骨折综合干预研究

高量短程 3DCRT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及临
床应用研究

孙 侃

牛建华

巩 平

陈 虹

井明霞

王玉环

赵 静

一附院

一附院

一附院

药学院

药学院

药学院

一附院

11

12

13

2012BA050

2012BA051

2012BA052

“护理诊断 -护理结局 -护理措施链接”在临床
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子宫颈癌 HPV16感染与抑癌基
因启动子甲基化相关性的研究

炎症与非痴呆老年人脑功能下降的相关性及药
物干预研究

李 萍

张金莉

黄 刚

医学院

医学院

一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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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2年兵团博士资金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１ 2012BB004
同步抑制 FAD2-1与 FATB基因表达改良棉籽

油品质的研究 刘 峰 农学院

２ 2012BB005 油葵含油量相关基因 DGAT对种子油份含量和
油份品质的影响及遗传转化

孙 黎 生命科学学院

３ 2012BB007 棉花成花素相关基因的克隆、功能分析及转基
因研究

黄先忠 生命科学学院

2012BB010

2012BB011

2012BB013

2012BB016

2012BB017

2012BB018

2012BB019

2012BB020

４

5

6

7

8

9

10

11

乙炔二聚制乙烯基乙炔的非水相催化体系研究

酿酒葡萄机械化采收机理与装置的研究

混凝土结构强震破坏机制研究

Zfy基因干扰生产奶牛性控精液的研究

基于磷素利用效率及细根周转特征筛选滴灌苜
蓿高效 AM真菌的研究

TGFβ1调控肝包虫外囊壁钙化的分子生物学
基础及应用研究

荧光生物传感器应用于胰岛素分泌机制及影响
因素的研究

基于两步修饰的肺癌诊断电子鼻微传感芯片的
研究

谢建伟

王丽红

龙渝川

申 红

鲁卫华

吴向未

李 军

李迎春

化学化工学院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一附院

一附院

药学院

表 8 2012年兵团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负责人 主持单位

１ 2012BC001 异甘草素诱导 HL-60细胞分化机制的研究 郑秋生 药学院

２ 2012BC002
mmp-9biosensor的构建及其在 OA发病中的作

用研究 王维山 一附院

３ 2012BC004
干旱区典型荒漠植被生态需水多尺度转化模型

研究 何新林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４ 2012BC006
羊传染性脓疱病毒毒力基因缺失株的构建及其

免疫原性研究 乔 军 动物科技学院

［科 研 立 项］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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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2年兵团青年科技创新资金专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１ 2012CB012 膜下滴灌棉田水盐氮运移及淋盐需水量研究 王海江 农学院

２ 2012CB013 棉籽壳低聚木糖纯化工艺及其生理功能研究 魏长庆 食品学院

３ 2012CB014 玛纳斯河流域地表 -地下水转化机理及数值模
拟研究

杨 广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４

5

6

7

2012CB015

2012CB016

2012CB017

2012CB018

特色天然色素的盐析萃取技术研究

多尺寸复合量子点共敏化石墨烯基 TiO2特性
及其在太阳能电池的应用研究

移动式犊牛自动饲喂系统设计

IFITM1基因在新疆维吾尔族子宫颈癌组织表
达意义的研究

党艳艳

侯 娟

蒙贺伟

郑威楠

化学化工学院

理学院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医学院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１ 2012GB2G410526 自走式番茄收获机的中试
石大锐拓机械装备有限
公司，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２ 2012GB2G410528
治疗奶牛繁殖障碍性疾病中药

添加剂的中试与示范
石大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动物科技学院

３ 2012GB2G410535
棉花新品种“新陆中 51号”中试

与示范
石大科技有限公司，

农学院

４ 2012GB2G410536
哈密瓜生物保鲜技术的中试与

示范
神内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学院

类别 负责人

特别重大项目 坎 杂

重点项目 谷新利

一般项目 刘勇杰

一般项目 童军茂

2012年，我校获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4项，总经费 820万元。其中：机电学院

主持的“自走式番茄收获机的中试”获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特别重大项目（全国仅立 3

项），经费 600万元，是我校乃至兵团在此领域的首次重大突破；动物科技学院主持的“治疗奶

牛繁殖障碍性疾病中药添加剂的中试与示范”获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重点项目，经费

100万元，也是我校在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重点项目领域的首次突破。

四、国家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

表 10 2012年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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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2年兵团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引导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负责人 承担单位

１ 2012BD016 饲用棉副产品微生物发酵产业化示范 孙新文 石大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２ 2012BD039 兵团科技创新型试点企业建设 陈国刚 石河子大学石河子市华伟食品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３ 2012BD040 兵团科技创新型试点企业建设 程卫东
石河子大学新疆兵团特色果蔬

加工生产力促进中心

2012BD044

2012BD053

2012BD056

2012BD060

2012BD087

2012BD088

４

5

6

7

8

9

棉花膜下滴灌远程墒情
监测与灌溉控制系统

基于网络平台的医疗适宜诊治技术推广

蝇蛆处理养殖场废弃
物循环利用技术示范与推广

农牧业新技术引进和高产生产示范

专利信息的传播与利用

兵团科技发展战略重大问题研究

马富裕

史晨辉

王俊刚

科技处

姚志伟

李豫新

石河子大学新疆石达赛特科技
有限公司

一附院

农学院

石河子大学
科技特派服务团

图书馆
（兵团知识产权信息中心）

经济与管理学院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１ 12AZD057
区域公平与新疆跨越式

发展研究 重点项目

２ 12BGL135 地方高校融合培养国防人才研究 一般项目

３ 12BSH063 美国慈善制度对我国慈善事业的
借鉴研究

一般项目

４ 12CYY018
新疆多元语言文化中少数民族大

学生语言认同研究 青年项目

苏宗义 国防生选培办 国家社科基金

高 卉 政法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油小丽 外国语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主持人 主持单位 项目来源

夏文斌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获得纵向项目 69项，经费达 508万；横向项目立项 20余项，经费数 100余万元。其中：获批

国家哲社基金项目 15项，经费 235万元；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获批 20项，经费 147万元；

2012年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项，经费 25万元；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2年度项目获批 1

项，经费 12万，这也是新疆唯一的 1项；国家软科学 1项，经费 6万；国家体育总局 1项，经费

1.5万；兵团软科学项目立项 8项，经费 24万；兵团社科基金项目 20项，经费 93万元。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再上新台阶

表 12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科 研 立 项］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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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１ 12XJJA790002
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对上市公司会

计稳健性影响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２ 12XJJC790006
边疆安全视角下新疆新型城镇化

动力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３ 12XJJC790005
产业组织对新疆果农经营行为的

影响及其发展政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主持人 主持单位

刘 嫦 经管学院

张 杰 经管学院

王太祥 经管学院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5 12CZW048 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 青年项目

6 12CMZ047
对口援疆政策与新疆少数民族受益

状况研究
青年项目

7 12CRK006 新疆农村老龄人口贫困化研究 青年项目

赵雪冉 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于长永 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主持人 主持单位 项目来源

杨向奎 文艺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2CJY039

12XKS003

12XZS022

12XZJ017

12XMZ103

12XZS027

12XZW036

12CG099

BEA120032

FLA120564

生态环境约束下新疆新型城镇化支
撑产业研究

新疆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研
究

民国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研究

喀什农村宗教信仰现状调查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中小
学生公民意识现状与教育对策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新疆县级政权研究

生态批评视野下新疆新时期以来少
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技艺传承
谱系研究

转型时期新疆公民文化教育与国家
认同研究

新疆地区民族中小学体育教学风险
管理研究

张 杰

汪建兵

刘新莉

李 奋

裴长安

陈 芸

郑 亮

王 健

李瑞君

李宝国

经管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

党校办

文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体育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

全国艺术科学
规划办

全国艺术科学
规划办

全国艺术科学
规划办

青年项目

西部项目

西部项目

西部项目

西部项目

西部项目

西部项目

青年项目

一般项目

单位资助
项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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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4 12XJJC790002
边境民族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机
制研究———以新疆边境贫困地区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5 12XJJA751002 西域边塞诗的文化意蕴与审美特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6 12YJA751029
地域、家族、文学———北宋江西文化家族

递嬗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主持人 主持单位

刘 林 经管学院

朱秋德 文艺学院

李光翠 文艺学院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2YJC860030

12YJCZH106

12YJC880077

12YJA710083

12XJJC850006

12YJC710006

12YJCZH087

12XJJC790004

12XJJC880002

12YJAZH044

12YJC880074

12XJJC790003

12JDSZ3100

12JDSZK050

风险中的共同体话语建构———《新疆日
报》（汉文版）1949-2009年民族报道分析

传承与融合：新疆戏曲艺术发展衍变与文
化认同研究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新疆多民族地区教师
网络学习共同体研究

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价值观
调研报告

天山北坡经济区牧民可持续
生计研究

民汉文化相互认同视阈下新疆高校大学
生人文教育研究

新疆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策略与大学生危
机应对能力培养途径研究

新疆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研究

新疆民族数学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
究—基于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传统数学

文化的调查

改善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农村妇女宫颈
癌筛查项目绩效的策略研究

社会和谐视阈下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
家安全意识调查研究

可追溯食品额外生产成本的共担机制与
政府支持政策研究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干部培养
问题研究

新疆高校民族理论教学热点
问题研究

毛颖辉

李江杰

孟召坤

闫卫华

杨 乐

崔晓娟

姜汪维

王春豪

刘 超

井明霞

马玉香

刘晓琳

常卫恒

郑昆亮

文艺学院

文艺学院

文艺学院

政法学院

政法学院

药学院

药学院

商学院

师范学院

医学院

理学院

信息学院

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辅导员思政专项

高校思政理论课专项

［科 研 立 项］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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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2年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其他部委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１ 2012GXS4D106
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与发展路径

选择 软科学

２ 1679SS12072
新疆兵团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体系研究 一般项目

３ 2012LY140 新疆边境贸易统计数据质量研究 一般项目

４ 2012LY110
我国现代服务业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 一般项目

胥 群 体育学院 国家体育总局

何 剑 商学院 国家统计局

夏 经管学院 国家统计局

主持人 主持单位 项目来源

张红丽 经管学院 国家科技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 12YB24 兵团城镇化进程中的资金需求与金融支持研究 一般项目

2 12YB23 兵团农牧团场债务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3 12YB22
城镇化进程中兵团体育公共服务

供给研究 一般项目

申请人 所在单位

杨兴全 经管学院

刘清军 经管学院

李旭天 体育学院

4

5

6

7

8

9

10

11

12YB04

12YB05

12YB06

12YB07

12YB08

12YB09

12YB10

12YB11

承接产业转移背景下兵团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研究

社会矛盾凸显期兵团基层团场纠纷解决调处机
制研究

新疆学龄人口变动中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研究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新疆区域适度
人口研究

兵团农家书屋的现状调查及
可持续发展研究

新疆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当代变迁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研究

边玛沟三弦琵琶研究

程广斌

林 丽

刘月兰

董建勇

刘永萍

陈 莉

刘 洪

张 寅

经管学院

政法学院

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

经管学院

图书馆

文艺学院

文艺学院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表 15 2012年兵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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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2 12YB12 “儿童美术学”的学科体系
与理论范畴建构

一般项目

13 12YB13 新疆维、汉族群政治心理与边疆安全研究 一般项目

14 12QN05 兵团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青年项目

主持人 主持单位

段保国 文艺学院

段会平 政法学院

米会龙 科技处

15

16

17

18

19

20

12QN06

12QN07

12QN08

12QN09

12QN10

12WT02

新疆煤炭产业链低碳物流形成机理与优化研究

兵团工业化与城市化空间协调布局研究

新疆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人口就业问题研究

涉疆问题在网络社交媒体中的舆情现状与应对
机制研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社团流变研究

兵团社科基金指南研究专项

李 砚

王 磊

王太祥

王怀春

王红星

李豫新

理学院

经管学院

经管学院

文艺学院

文艺学院

科技处

青年项目

青年项目

青年项目

青年项目

青年项目

专项项目

表 16 2012年兵团软科学立项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主持单位

１ 2012BB027 兵团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研究 倪超军 商学院

２ 2012BB028 兵团农牧团场人口聚集的长效机制研究 刘 追 经济与管理学院

３ 2012BB030 新疆兵团精准农业关键技术的选题研究 王 玲 理学院

2012BB033

2012BB034

2012BB035

2012BB039

2012BB041

４

5

6

7

8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兵团宏观经济效益研究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兵团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
构建与推广研究

兵团大学生“连官”工作实施效果与长效机制
建设研究

兵团软科学研究成果汇编

兵团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何 剑

王 力

胡宜挺

李豫新

肖 静

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科 研 立 项］第五篇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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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12年自治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2年度第一批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１ XJEDU020112A01
上市公司集团化经营与公司财务

政策研究

２ XJEDU020212A01
兵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

研究

３ XJEDU020312A01
新疆民族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变迁
中的政策失真与制衡研究

龚新蜀 重大项目
经济与
管理学院

蔡文伯 重大项目 师范学院

项目
负责人

项目
类别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杨兴全 重大项目
经济与
管理学院

项目所
属基地

资助经费
（万元）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
研究中心 8

兵团屯垦经济
研究中心 8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8

４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XJEDU020112B01

XJEDU020112B02

XJEDU020212B02

XJEDU020212B01

XJEDU020312B01

XJEDU020312B02

XJEDU020312B03

XJEDU020112C02

XJEDU020112C03

XJEDU020112C05

XJEDU020212C01

会计信息的治理功能与效率
研究

领导风格、边界管理与团队创造
力作用机制研究

兵团产业结构转型研究

兵团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研究

民族认同与民族地区青少年心理
教育问题

新疆民族区域教育政策与教育制
度研究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投入
与大学生创新力培养的实证研究

新疆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与企业
风险研究

政府控制权转让中的企业经营效
率问题研究

新疆大企业集团战略实施效果评
估研究

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
研究

王生年

石冠峰

李豫新

李万明

杨莉萍

张俊超

李文利

吴昊

白 俊

刘 追

蒲佐毅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经济与
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
理学院

经济与管
理学院

绿洲发展
研究中心

南京师范
大学

华中科技
大学

北京大学

经济与
管理学院

经济与
管理学院

经济与
管理学院

经济与
管理学院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
研究中心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
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经济
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经济
研究中心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
研究中心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
研究中心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
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经济
研究中心

4

4

4

4

4

4

4

2

2

2

2

15

16

17

XJEDU020212C03

XJEDU020212C06

XJEDU020312C01

兵团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金
融支持研究

新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政策
研究

民族心理融合的社会心理模型研
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刘康华

王 磊

于海涛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经济与
管理学院

经济与
管理学院

师范学院

兵团屯垦经济
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经济
研究中心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2

2

2

18

19

20

21

22

23

XJEDU020112C04

XJEDU020112C06

XJEDU020212C02

XJEDU020212C04

XJEDU020212C05

XJEDU020112C01

兵团农牧团场内部控制调研研
究—以 121团为例

少数民族文化消费商业模式创新
研究

兵团服务业发展研究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贸易合作研
究

兵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研究

新疆上市公司财务弹性政策
研究

李立新

崔德勤

赵建基

王雪玲

马 远

孙 杰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石河子
121团

天富企业
集团

塔里木大
学

兵团党委
宣传部

新疆财经
大学

新疆财经
大学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
研究中心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
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经济
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经济
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经济
研究中心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
研究中心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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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创新团队及科研条件平台建设

表 18 2012年兵团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负责人 承担单位

１ 2012DA002 兵团级重点实验室建设 魏亦农 兵团绿洲生态农业重点实验室

２ 2012DA003 兵团级重点实验室建设 曹 旭 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重点实验室

３ 2012DA004 兵团级重点实验室建设 郑秋生 新疆特种植物药资源重点实验室

2012DA005

2012DA006

2012DA007

2012DD002

４

5

6

7

兵团级重点实验室建设

兵团级重点实验室建设

兵团级重点实验室建设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曹卫彬

姜忠义

何新林

吕 新

兵团农业机械重点实验室

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

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

农学院

8

9

2012DD003

2012DG002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

史晨辉 王 忠

贾 斌

一附院

动物科技学院

人才是科技工作发展的核心，学校不断强化“基地—团队—人才—项目”理念和思路，扎实

推进人才建设工作。围绕“基地—团队—人才—项目”这一主线开展工作，外引内联、搭建平台、

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平台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及国际科技合作等管理工作稳步推进。

第 六 篇

2012年 12月 26日，生命科学学院黄先忠、绿洲社会经济与屯垦研究中心张安福获批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立项支持。

一、人才建设

1、组织申报了兵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我校兵团空间信息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和材料化工工程技术中心获批立项建设

2、兵团农业机械重点实验室获批兵团发改委的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立项
支持

二、自然科学科研条件平台建设

［人 才 、创 新 团 队 及 科 研 条 件 平 台 建 设］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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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石河子大学 2012年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序号 基地名称 基地所属单位 学科 基地负责人

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夏文斌

２ 棉花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郁兴德

３ 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 经济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张红丽

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新疆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４

5

6

7

商学院

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学院，体育学院

政法学院

应用经济学

心理学、教育学

文学、艺术学、
体育学

公共管理、法学、
社会学

陈文新

张 澜

郑 亮

闫卫华

三、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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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学校组织了 17项成果申报兵团科技进步奖，共获兵团科技进步奖 16项，其中一

等奖 3项、二等奖 12项、三等奖 1项，获奖率达 94%，获奖数量和等级又创新高，在兵团各获奖

单位中位例第一。其中，农学院吕新教授完成的“棉花高效生产精准技术及产品开发与示范”、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郑旭荣教授完成的“新疆长期膜下滴灌农田土壤盐分演变及调控研究”、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史晨辉教授完成的“椎间盘退变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微创技术应用”获兵团科

技进步一等奖。

农学院王荣栋教授获得 2012年兵团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

我校推荐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昆研究员获得兵团科学技术合作奖。

1、兵团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

我校农学院王荣栋教授荣获该奖励。

2、兵团科学技术合作奖

我校推荐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昆研究员获得该奖励。

3、兵团科技进步奖

科技成果与奖励

第 七 篇

表 20 石河子大学获得 2012年兵团科技进步奖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人 完成单位 获奖等级

1 棉花高效生产精准技术
及产品开发与示范

吕新，马富裕，王克如，马蓉，
王海江，郑重，崔静，樊华，
陈剑，吕宁，李军，王玲，
夏东利，郭建国，安刚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新疆兵团绿洲生态
农业重点实验室，新疆石河子天星电气
有限公司，八师 149团，七师 125团

一等奖

2
新疆长期膜下滴灌农田
土壤盐分演变及调控
研究

郑旭荣，王振华，李明思，褚贵新，
何新林，刘洪光，李玉芳，吕廷波，
李朝阳，宋常吉，李文昊

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一等奖

3 椎间盘退变的基础研究
与临床微创技术应用

史晨辉，董金波，王维山，王忠，
孙建华，李宽新，王永明，何斌，
李江华，曹薇薇，刘维钢，阮智，
朱卫国，陈磊，杨坚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一等奖

4
新疆绿洲长期连作棉田
重要生态过程的演变机
制及技术补偿效应研究

张旺锋，张凤华，褚贵新，刘建国，
赵思峰，韩春丽，樊华，罗宏海，
谭志环，夏元利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新疆兵团绿洲生态
农业重点实验室，一师 3团，二师 29团
，八师 147团，150团

二等奖

一、兵团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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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2年兵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简介如下：

1、棉花高效生产精准技术及产品开发与示范

该项目针对兵团规模化管理模式下信息技术在精准农业中的创新与集成应用问题，重点

开展了规模化生产条件下精准作业技术关键产品研及 3S（GPS、GIS、RS）信息技术综合应用示

范，将精准水分养分管理、墒情监测与灌溉决策、病虫害信息信息化与自动化管理、农情遥感监

测与决策及产量监测与精准收获等单项技术集成组装配套，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条件下农业生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人 完成单位 获奖等级

8 2MBJ 系列机械式精量铺膜
播种机研发与推广

曹卫彬，李树峰，马蓉，付威，
刘姣娣，李华，王磊，马永平，
何磊，朱红波

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石
河子精博利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9
大黄酸金属配合物合成、表
征及生物活性研究

赵芳，洪成林，齐誉，张梅，周娜，
马存花，梁慧

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新疆兵
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

二等奖

10 奶牛促孕复方灌注液的研究
与开发

李炳奇，谷新利，罗瑞卿，刘红，
商云霞，陈韩英，李鑫，廉宜君，
杨金凤，乔文新

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石河子
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二等奖

11 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发病机
制及临床干预研究

孙侃，常向云，王晓丽，赵德福，
冯罡，延芳，孙 ，李军，范玲，韩娟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二等奖

12 新疆红花 GAP种植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谭勇，王绍明，王金辉，田丽萍，刘强，
王恒，刘红玲，陈文，王翔飞，龚禄昌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亚宝药业新疆
红花发展有限公司，六师红旗农场

二等奖

13 TGFβ1 基因 tagSNP 与新疆
哈族和汉族高血压关联研究

何芳，钟华，胡清华，唐斌，邓峰美，
石晓鹏，赵丹，张春军，杨建峰，
王振焕

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石河子大学医学院

二等奖

14
新疆阿魏菇多糖对宫颈癌
U14 荷瘤鼠抗癌作用及免疫
调节机制的研究

巩平，王金辉，李娜，李淑萍，
王冬慧，杨琳，王于理，李国玉，
王莹，黄伟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

二等奖

15
抑郁障碍的发病原因、干预
与治疗综合研究

张桂青，杨建霞，解东江，杨军，
张萍华，翟永莉，鲁谨，张玉玲，
胡敏，梁霞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二等奖

1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失能老年
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研究

王玉环，麻超，高艳华，何斌，
张国琴，刘艳慧，黄方超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 三等奖

5

6

7

加工番茄主要病害病原鉴定
及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药复方多糖的免疫调节作
用研究

加工番茄色选关键技术研究
及装备开发

向本春，赵思峰，黄家风，郑银英，
都业娟，崔百明，吴彩兰，杜娟，
熊建喜，赵新民

谷新利，王宏江，李炳奇，罗燕，
邵永斌，李新萍，赵宗胜，陈韩英，
廉宜君，向春和

坎杂，张若宇，江英兰，严健，
李成松，李景彬，王丽红，于洁，
万超，殷章桃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兵团常
设技术市场办公室，石河子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石河子大学药学院，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石河子工程技
术学院，八师石河子市畜牧兽医工
作站

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石
河子开发区石大锐拓机械装备有
限公司，石河子开发区天佐种子机
械有限公司，新疆石河子天业番茄
制品有限公司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续表

36

A
nnualw

ork
reportofS

hiheziU
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产全程精准管理，并大规模运用于传统农业

生产中，实现了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

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该项目显著促进新

疆地区农业现代化、作物栽培科学发展，数

字与精准农业的发展。

1）开展了基于 GIS的数字化养分精细

化管理与精准施肥技术研究与应用，研发了

配套软硬件产品与技术；建立了 30个团场

的基于 GIS的 SQL Server土壤养分数据库，

研发并构建了基于 GIS的土壤肥力综合评

价模型、施肥智能决策系统、基于 Internet网络与WebGIS的棉田土壤肥力信息管理及施肥决策

系统、基于 GIS的膜下滴灌棉田自动控制变量施肥装置及系统、土壤养分图与推荐施肥分区图

编制技术；完善了“测土—配方—生产—供肥—施肥指导”五大技术环节，构建了“养分监测与

信息化管理 -养分施肥分区图编制技术 -施肥决策与变量控制”的养分精细化管理技术体系。

2）系统开展了墒情监测与自动控制精准灌溉研究与应用，研发了配套软硬件产品与技术；

采用分布式土壤湿度监测方法，运用模糊神经网络技术和地统计学原理，建立了基于农田单点

墒情监测结果的农田墒情综合评价模型；研发了基于生长模拟模型与知识模型的作物（棉花、

加工番茄）灌溉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农田信息监测、灌溉决策与灌溉控制的一体化、自动化与智

能化；构建了网络化水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通过 GSM网络和互联网两个主要通道向用户发布

当前墒情动态和未来灌溉方案以及辅助决策信息等。

3）利用遥感技术，在规模化生产条件下开展了新疆棉花等主要农作物营养、水分、产量、地

物分类、病虫害、耕地质量等的光谱特征研究与农田信息快速获取和动态监测研究，将遥感技

术应用于指导大田作物栽培管理决策。开发了建成基于遥感的兵团农情速报系统，作物识别正

确率平均达 96%，提取的作物种植面积精度平均在 94%以上，将监测结果与具体栽培管理措施

相结合，拓展了遥感信息应用在作物管理中的深度与广度。

4）开展了基于 DGPS的精准农业关键机械装备及配套技术开发与应用，为精准农业智能化

装备建设奠定了基础；开展基于 DGPS的精准收获关键技术研究，利用 Insight棉花产量监测系

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构建了室内在线棉花测产试验台，并将 Insight安装在采棉机上在大田收

获时对采摘头停止高度、行驶距离、收获面积和棉花质量进行了标定，试验测算棉花产量；应用

AFS农田空间管理系统生成了试验地块的产量空间分布图。

5）开展了计算机区域性农田虫害测报技术研究与示范研究，研发相关配套技术产品；以

Microsoft SQL 2000作为数据库构建和管理的平台，研发了田间生物数据自动化采集系统，建立

基于 GSM区域化害虫信息自动化收集和信息传输系统，增强了农田害虫测报技术的及时性和

有效性。

［ 科 技 成 果 与 奖 励］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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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构建了数字化农业信息咨询决策集成平台，实现了农业生产全程精细化、数字化信息咨

询决管理；界定了兵团农业资源及信息相关标准、建立了农业知识和基础数据库。集成精准施

肥、灌溉、监测技术系统产品，构建了数字化农业信息咨询决策集成平台。

应用推广情况：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在全兵团推广应用，社会、经济效益显著。建立棉花精

准农业示范基地 15万亩，综合各项研究成果累积推广 710万亩，节本增效 78100万元，新增纯

收益 71000万元。总计，获得专利 1项，正在申请 1项，软件著作权 8项，出版专著 5部，编制技

术规程 4项，各类论文计 66余篇，其中 SCI收录 1篇，EI、ISTP收录 17篇。培训各类技术人员

5000余人。

2、新疆长期膜下滴灌农田土壤盐分演变及调控研究

源于国家 973前期专项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首次系统全面揭示了新疆长期膜

下滴灌农田盐分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回

答了学术界长期膜下滴灌耕层土壤是否积

盐的争论，揭示了节水灌溉型次生盐碱化

的产生机制。建立了长期膜下滴灌土壤水

盐演变模型，揭示了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构

建了长期膜下滴灌农田水盐综合调控技术

模式。此项目成果将节水灌溉理论内涵和

技术地位从农田高效用水层次扩展到农田环境治理和保护层次，发展了节水灌溉理论。

发表论文 13篇，专利 4项，成果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研究成果得到兵团水利局高度重视

和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于长期应用膜下滴灌技术可能会造成土壤次生盐碱化

的疑虑和担忧，对于今后兵团膜下滴灌技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3、椎间盘退变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微创技术应用

腰椎间盘退变(IVDD)是临床常见的一种慢性退行性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工作。该项

目从临床和基础 2个方向共 6个专题，对椎间盘退变的机制和干预治疗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

中 uPA复制的椎间盘退变模型、等离子刀能量

输出规律、组织工程椎间盘替代物的构建等研

究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项目组经过近 1000例

椎间盘突出 MED手术的治疗，对手术技巧、并

发症的防治、康复训练等进行了详实的研究，为

此项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了依据。项目组历时

10年，部分研究成果已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目

前共发表相关科研论文 33篇，其中核心期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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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作者 成果名称 等级

1 郭宁等 新疆城乡协调发展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专著） 三等奖

2 周生贵等 西部高校跨越式发展运行机制研究（专著） 三等奖

3 秦江梅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研究报告） 三等奖

4

5

6

7

张军民等

朱金鹤

雍会等

吴昊 杨兴全

新疆绿洲产业生态化、经济循环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效率研究（专著）

新疆绿洲生态农业经济研究（专著）

产品市场竞争战略与公司债务融资选择（论文）

三等奖

青年佳作奖

青年佳作奖

优秀奖

表 21 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奖

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篇，SCI收编 4篇，培养研究生 22人，科研团队 1支，先后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等多个国外研究

所建立了合作与交流机制，为本单位和本地区的科研建设贡献了力量。

三、专利

在 2012年 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评奖中，我校获二等奖 1项，三

等奖 3项，青年佳作奖 2项，优秀奖 1项。具体如下表。

在学校相关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推动和奖励措施下，学校知识产权工作上了很大台阶，专利

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专利年申报数快速增加，专利申报由实用新型向发明转移，2012

年共申报专利 57项，其中发明专利 41项，公示发明专利 36项。

［ 科 技 成 果 与 奖 励］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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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12年自治区第十二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获奖

第一作者姓名 第二、三作者姓名 奖次 科类

朱新霞 艾尼江，章元明 一等 农科

马克涛 蒋志根，关兵才 一等 医科

杜广芬 何林，顾承志 二等 理科

宗全利 刘焕芳，汤骅 二等 工科

汪传建 彭智勇，彭煜玮 二等 工科

王 琪 郑秋生，李慧 二等 医科

李 丽 司军强，马克涛 二等 医科

范业成 杜广芬，孙万赋 三等 理科

王湘波 何林，简腾跃 三等 理科

程建军 蒋富强 三等 工科

王端明 王敬晗，李林芳 三等 医科

序号 论文题目

1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and heterosis
in cotton Hybrids developed from the foundation parent CRI-12
and its pedigree derived Lines

2
2-Aminoethoxydiphenyl borate blocks electrical coupling and
inhibits voltage-gated K＋ channels in guineapig arteriole cells

3
N-Heterocyclic Carbene Catalyzed Vinylogous Aldol Reaction
of 2-(Trimethylsilyloxy)furan and Aldehydes

4 溢流槽对沉沙池溢流堰长度的影响分析研究

5
Watermarking Geographical Data on Spatial Topological
Relations

6 Phaeophytin Analogues From Ligularia Knorringiana

7
Myoendothelial coupling is unidirectional in guinea pig spiral
modiolar arteries

8
N-Heterocyclic carbene-catalyzed cyanomethylation of
aldehydes with TMSAN

9
Cyclic phosphoric acid catalyzed one-pot,four-component
synthesis of 1,2,4,5-tetrasubstituted imidazoles

10 强风区铁路风沙流防治工程最大输沙量与携沙风荷载计算
方法

11
针对 Oct-4和 Survivin基因的双靶向 shRNA腺病毒载体的
构建及其对肝癌细胞的抑制作用

1、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持续稳步增长。经查新显示，我校 2011年共发表 SCI、EI等高

水平论文 169篇，比 2010年的 86篇增加了 96.5%，其中 SCI检索论文 71篇，比 2010年增加了

91.9%，EI论文 89篇，比 2010年增加了 161.7%。

2、在第十二届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中，我校共推荐各类论文 20篇，最终获得

一等奖 2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4名，具体见表 22。第六届新疆青年科技奖推荐新疆青年科技

奖候选人 2名，其中第一附属医院吴向未获得新疆青年科技奖。

3、新疆社会科学界 2012年青年学者论坛在新疆大学举行。我校获论文一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学校获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号。具体见表 23。

四、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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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12年新疆社会科学界 2012年青年学者论坛获奖

序号 获奖作者 成果名称 等级

1 黄宝连 新疆水资源的产业用水特征研究 一等奖

2 王朋岗 基于屯垦戍边使命的新疆兵团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三等奖

3 徐 敏 新疆农村金融普惠的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三等奖

4 赵红霞 政府、市场与大学自治———建国后我国高校扩张的特征、动因分析 三等奖

六、兵团科技项目质量管理先进集体

五、科技成果

［ 科 技 成 果 与 奖 励］第七篇

2012年，兵团科技局组织专家对我校承担的 1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项省部级进行了鉴定。

其中，由我校主持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准

噶尔盆地南缘荒漠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研究

与示范”项目的 3个课题“准噶尔盆地南缘水资源合

理配置及高效利用技术研究”、“准噶尔盆地南缘沙

生植被恢复与重建技术研究”、“准噶尔盆地南缘土

壤盐漠化生态恢复与重建技术研究”通过了专家鉴定，专家一致认为 3个课题整体水平全部达

到国际先进；兵团科技支疆项目“棉籽脱臭馏出物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工业科技攻关计

划项目“半硬质干酪关键工艺和成熟特性的研究”通过了验收与科技成果鉴定，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

2012年，兵团科技局对各师、院校科技管理部门 2010-2012年度科技项目管理质量进行了

考核，石河子大学科技处等 5个单位被授予“兵团科技项目质量管理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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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

新疆石达赛特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石河子大学，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专注于作物灌溉

远程控制、农田信息监测、作物综合管理等软硬件技术产品的开发与推广。现已形成了一支朝

气蓬勃、团结奉献、勇于创新、富有活力的“创新型团队、学习型团队、高效型团队、礼仪型团

队”。公司现有研发人员 14人，其中高级职称 5人、中级职称 5人，具有博士学位 3人、硕士学

位 8人。近年来公司承担国家级项目 5项、兵团级项目 8项、横向合作项目 12项，科研成果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兵团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兵团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兵团科技进

步三等奖 2项，取得国家授权专利 2项，软件著作权登记 4项。

新疆石达赛特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兵团农业信息化远程监控中心、产品测试中心、成果演

示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并且相近研发成功了集成农田信息采集、灌溉自动控制、作物

水肥决策系统于一体的作物管理远程服务平台，基于物联网 ZIGBEE无线网络（LAN网）技术

的灌溉自动控制平台，以及无线监测农田墒情 /旱情及田间气象信息的农田信息监测平台等一

系列产品。这些产品可实时监测灌水效果，监测作物生长，同时灌层数字图像分析技术的运用

可进行水肥推荐决策，积累决策经验，引领了节水灌溉自动化潮流，使灌溉自动控制走向智能

化，实现农作物种植的科学管理。

全液压自走式番茄收获机 由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和石河子开发区石大锐

拓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武汉威明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研制，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

权，包括割台装置、果秧分离装置、色选装置、电液自控系统 4个核心部件在内共获得了 10多

项国家专利。目前，收获机的各项采收质量

指标完全达到相关行业标准的要求，它的工

作效率相当于 300~400个劳动力，1小时能

完成 30~40吨加工番茄的采收，按 2012年

的采收价格计算，使用人工采摘番茄的成本

为 600～800元 /亩，使用机械采收的成本只

有 300～400元 /亩。

第 八 篇

一、科技创新型企业新进展

二、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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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新品种“新陆中 51号”中试与示范项目 拟建立陆地

棉新品种”新陆中 51号”良种繁育体系，研究制定相配套的栽培技术规

程，建立新品种高产示范田，并进行辐射推广。项目执行期内计划生产原

原种 4吨，纯度达 99%以上，生产原种 200吨，纯度达 99%以上；种植高产

示范田 10万亩，辐射大田累计种植 20万亩，产量较当地陆地棉推广品种

增产 5％以上；加强技术推广及技术服务，培训技术人员及职工 600人。

哈密瓜涂膜保鲜技术的中试 制定了涂膜保鲜剂生产质量控制标准 1套，提供哈密

瓜涂膜保鲜剂中试生产技术规程及哈密瓜涂膜保鲜中试生产技术规程各一套，改造和建立保

鲜剂生产和哈密瓜涂膜保鲜中试生产线各 1条，使涂膜保鲜剂年生产能力达 30000公斤，哈密

瓜保鲜规模达 400000公斤，实现哈密瓜贮藏期≥100天，腐烂率

<15%，失重率 <5%，商品率 >85%等指标。同项目实施前相比，哈

密瓜贮藏期延长了 30～40天，腐烂率下降 20％～30%，失重率下

降了 20%，商品率提高了 6%～7%。本项目集成哈密瓜保鲜剂生

产技术、贮藏期间病害防治技术、涂膜保鲜技术及冷库管理技术，

延长哈密瓜保鲜期。本项目拟建立哈密瓜保鲜剂生产线和哈密瓜

涂膜保鲜中试生产线各 1条，项目实施期内生产专用保鲜剂 30000公斤，保鲜哈密瓜 400000公

斤，最终获得中试生产关键技术，为规模化保鲜生产奠定基础。项目实施对新疆特色果蔬的贮

运保鲜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农田水分网络化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平台中试

与示范 主要研究开发内容：1）完善提升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GIS省区县乡（兵师团连）多级监控中心布设方案及服务机构平

台（V1.0版）；2）升级《棉花水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3）对初步确

定的棉花花铃期滴灌棉田蒸散量预测模型、优化灌溉频率方案

在示范区进行技术验证；4）建立示范区 5个，其中，核心示范区 2

个，每点示范区面积不低于 800亩，总示范面积不低于 3万亩；5）

建设 1个信息农业培训基地（石河子大学），每年培训骨干技术人员不低于 25名，普通用户人

数达到 100人 /年。项目完成时，具备年生产 100套 /年能力。

牵引式辣椒收获机的中试与示范项目 对牵引式辣椒收获

机样机进行了较大的结构改进和工作参数优化；编制了辣椒机生产加

工工艺、工装文件,达到了小批量生产的条件；已累计试制牵引式辣椒收

获机 13台；进行了试验示范推广。制定了 4LQ-1.6型牵引式辣椒收获

机企业标准；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项，国家发明专利 1项；公开发

［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与 技 术 转 移］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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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与项目有关论文 8篇，其中 EI检索 2篇；培养研究生 4人，本科生

4人，企业技术人员 3人。项目示范面积 1100亩，产品销售收入 26万；

培训人员 30人，产生了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项目国拨转化资金资

助 60万元，自筹 39万元，资金管理落实到位。项目已支出经费 90.5

万元，其中国拨转化资金 54.5万元，符合资金使用要求。项目组能够

按照合同要求组织实施，较好地完成了阶段性合同任务。

移动式智能化奶牛精确饲喂设备的中试与示范 实现

装备系列产品的规模化与标准化生产,完成养殖规模在 1000头左右

的大型牛场和 500头以下的中小型牛场的精确饲喂装备生产示范。

用 2年时间完成奶牛精确饲喂设备的中试与示范工作。

膜下滴灌变量控制施肥装置中试与示范项目 集成膜下滴灌棉田施肥变量控制

技术、基于 GIS的棉田施肥决策系统，通过本项目中试和转化，实现膜下滴灌棉田施肥变量控制

和精准施肥。通过改进与创新应用高效低成本的变量控制施肥装置，优化基于 GIS的棉田施肥

决策系统，构建施肥决策技术与变量控制施肥技术的一体化管理系统。

2012年 11月 20日，被誉为“中国农业奥林匹克盛会”的第十九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

成果博览会在陕西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开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

利、荷兰、朝鲜、韩国、以色列等 30多个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政府官员和专家、驻华

机构代表参展或参会。经过 18年的发展，农高会已发展成为全国 5A级农业展会，正向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涉农展会迈进。

本届农高会的主题为“创新、合作与农业现代化”，共安排国际农业合作交流、展览展示、科

技成果及植物新品种信息发布、项目及技术洽谈与交易、农业技术咨询培训、评奖评优等六大板

块 70多项活动。本届农高会项目及技术洽谈与交易活动丰富多彩，面向 19所大学、4家科研机

构和企业征集了 674项最新农业科研成果、223项涉农专利，向参展商、风险投资机构、涉农企

业发布并推介交易。以国内外参展团和参展商为主体，举办 16场集中签约、项目推介、投资洽谈

活动，促进参展地区和单位的产品贸易、成果转化推广与项目招商。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宣布农高会开幕。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科技部副部长

张来武，人社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水利部副部长蔡其华等国家部委领导，以

及各省、市、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出席了大会。兵团科技局组织 40余家科研院所、高

校、企事业单位组团参展。我校科技处组织 21项涉农科技成果参展，其中“加工番茄色选机”被

大会组委会授予“后稷奖”。我校参展的专家、教授与内地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签订初步合作意

向 19项，意向经费 2300万元。

三、组织我校农业科技成果参加第十九届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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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援疆、科技合作及学术交流

1、杭州师范大学 -石河子大学首届“西湖·天山论坛”召开

2012年 11月 10～11日，由杭州师范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联合发起并主办的首届“西湖·天

山论坛”在杭州西子湖畔顺利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

副主席周膺在开幕式上讲话。我校副校长代斌、夏文斌，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汝极，杭州

随着国家科技部援疆工作的稳步推进，经过科技部论证，由我校作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

农学院褚贵新教授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技援疆项目“天山北坡滴灌条件下粮食作物高

效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已经立项建设，国拨经费为 1500万；同时，我校主持一项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科技援疆课题“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主要疾病综合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国拨经

费为 495万元。

表 24 2012年兵团科技援疆专项地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１ 2012AB007 新型生物降解农膜的研制与应用 刘志勇 化学化工学院

２ 2012AB011 兵团城镇生命线工程抗震性能关键技术研究 何明胜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３ 2012AB012 兵团小城镇居住区环境设计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姜曙光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４ 2012AB013 新疆打瓜药用提取物研发与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田丽萍 药学院

５ 2012AB014
新疆多民族原发性高血压与 NO介导的血管内皮调控机
制的相关性研究 王 忠 一附院

第 九 篇

一、科技援疆

二、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

［科技援 疆、科技合作及 学术交流］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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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副校长杨磊、何俊，党委委员金波等出席，何俊主持开

幕式。

叶高翔、向本春在致辞中认为，两校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以来，合作成效初步显现，实现多项高层次、精品的合作成果，希

望今后两校发挥各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增进全方位的合作交流，

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祝愿两校友谊天长地久。

邵清、周膺在讲话中认为，论坛对于凝聚东西部学术智慧具

有特殊意义，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围绕“文化建设与社会

管理”主题进行探讨立意更高、视野更开阔，希望两校珍惜合作

契机，增进学术交流。

西湖·天山论坛”是我校和杭州师范大学全面战略合作的重

要载体。论坛定于每年举办一次，成为联系杭州与石城的重要纽

带。第二届将于 2013年年 5－6月在石河子大学举行。会议为期

2天，论坛分设“文化建设与理论创新”“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

“项目管理与科技合作”等 3个分论坛。杭州师范大学、复旦大

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与我校专家一起，着重交流了党

的“十八大”后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新特点、新规律和推进社

会管理的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实践的研究成果。

论坛开幕式后，我校与杭州师范大学还举行 2012年校际合

作对接工作会议。会上双方介绍了两校合作对接工作情况，并协

商研究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一要提升合作目标，力争将两校

合作对接工作计划纳入浙江省对口援疆项目实施计划；二要扩大合作领域，共推科研合作，共

促人才交流，共办学术论坛，共建“西湖·天山”文化品牌，共享学科资源；三要健全合作机制，扎

实推进两校对接合作的有效落实。

2、兵团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

2012年 11月 5日，兵团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我校举行，兵团党委常委、

副司令员宋建业，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中国农业大学

我校与杭州师范大学 2012年

校际合作对接工作会议出席首届“西湖·天山论坛”的两校领导

石河子大学校长向本春致辞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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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宣讲教育报告会

动物科技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兵团相

关单位负责人及我校领导何慧星、向本春、陈创夫、郑

旭荣、代斌出席报告会。兵团科协主席田笑明和我校

副校长陈创夫分别主持报告会。

宋建业在讲话时代表兵团党委向关心支持兵团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的陈运泰院士和

吴常信院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长期以来，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2012年，

兵团成立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领导小组，并制定

了宣讲方案，在兵团所属高校和科研机构广泛开展宣

讲教育活动，今天举办这场报告会，旨在进一步提高

兵团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水平，既

是在社会上弘扬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的一次动员

会，也是引导广大研究生和青年朋友们树立科研诚信

意识、提高科学技术道德素养的一次交流会。

随后，陈运泰和吴常信院士分别以“甘坐冷板凳，

敢为天下先”和“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为题作主题报

告，通过老一辈在科技工作者高尚的科学精神和近些

年发生的违反学术规范的案例，鼓励广大研究生和青

年朋友淡泊名利，专心致志，勇于创新，以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推进学风建设，营造良好

的科研环境，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3、2012年石河子大学获得兵团重点学

术交流项目 5项，获得资助经费 20万元。
2012年 7月，中国科学院院

士谢华安在石河子大学北区会堂
学术报告厅作题为《超级稻再生高
产实践与展望》的学术报告。

表 25 2012年石河子大学获得兵团重点学术交流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单位

1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床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2 第十届海峡两岸三地植物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学术研讨会 生命科学学院

3 兵团《治理残膜白色污染》研讨会 兵团老教授协会

4 全国玉米高产高效生产技术研讨会 兵团作物学会

5 细胞和分子诊断学技术学术研讨会 医学院

陈运泰院士作“甘坐冷板凳，

敢为天下先”报告

吴常信院士作“科研诚信与

学术规范”报告

［科技援疆、科技 合作及学术交 流］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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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海峡两岸三地植物分子生物学生

物技术学术研讨会

“长江学者”曹旭教授讲师团一行来我院

讲学（细胞和分子诊断学技术学术研讨会）

2012年 3月 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石河子大学

绿洲学者厉声研究员在我校做题为“新疆

的历史与反分裂斗争”的学术报告。

2012年 9月 24-25日，新疆棉花经济发展

论坛暨石河子大学棉花经济研究中心第 2届

理事会议在我校召开。

2012年 7月 17-18日，“西向开放：管理创
新与企业发展”暨石河子大学与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2年 6月 16－17日，由文学艺术学院与《争
鸣》杂志社、《西部》文学杂志社合办的“全球化语境
中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2年 6月 16－17日，由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与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内蒙古大学联合举办的
“生态人类学与牧区发展高级论坛：绿洲与草原”学
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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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紧紧围绕兵团科技特派员工作和对口扶贫工作精神，始终发挥自身人才和技术优势，

组织各专业的科研人员，以科技特派员形式开展联合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帮助农村群众学科

技，用科技改变贫困面貌，为兵团农牧团场和地方生产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学校以项

目为纽带，以培训、示范、科技特派员、企业挂职等多种方式开展，结合我校实际采用短期帮助

和长期蹲点的方式开展，使我校科技特派员工作和扶贫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加强组织管理充分发挥协调作用

学校把科技特派员的选派工作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列入了学

校工作重点。为抓好选派任务的落实，首先健全了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的领导和组织管理体

系，以推动制度化发展。相继出台了《石河子大学科技服务管理办法》、《石河子大学科技特派、

科技服务人员奖励办法》、《石河子大学科技扶贫服务考核办法》等一列鼓励科技特派服务的管

理制度，为从事科技扶贫服务的科技特派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免除科技

特派员的后顾之忧，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影响。

2012年我校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兵团党委挂钩扶贫工作会议精神，确保扶贫工作形成连续

性、长效性和制度化的全方位合作格局，与农九师签订全面合作协议，建立合作工作机制、拓宽

渠道、设立科技合作专项基金的协议，副师长吕国柱也多次来学校洽谈合作，为科技特派员工

作和挂钩扶贫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科技特派员踊跃深入基层

为了更好地把我校扶贫服务工作推向深入，我

校党委高度重视，每年从学校经费中拿 40万元作

为科技特派员和服务扶贫项目专款，对科技服务扶

贫工作进行支持。在项目立项时，科技处就将服务

的内容、服务时间、技术情况、量化考核指标等制定

清楚。校级服务扶贫专项实行校院两级管理，由科

技产业处、科技处和所在学院共同负责选派人员、

科技服务与扶贫及科普宣传

第 十 篇

一、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科技服务与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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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和检查监督；承担人负责服务内容的具体

实施。本年度共派出专家教授 40余人次，长期驻点

（半年以上）18人。科技特派员分别在农九师、农六

师等兵团 14个师局及昌吉、伊犁等地开展了科技

服务、扶贫工作。制定发展规划和项目建议书、可研

报告近 60项；办技术培训班 22个，培训科技骨干

370人次，培训农工 4800余人次；传授实用技术 20

余项，转化科技成果 6项，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医疗诊治病人 3000余人，抢救病人 150人，手术 61人次。

3、抓住机遇，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首要目标，事业宏伟，任务艰巨，石河

子大学充分发挥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先后与各师局、团场建

立长期的农业科技服务协作关系，以长期蹲点、专家跑面等服务方式，在作物生长关键期进行

咨询、田间诊断、指导，推广新技术、新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石河子大学在兵团

新农村建设中紧紧围绕服务兵团新农村建设的生产难题提供技术服务,将科技成果推广到农业

生产中。

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应用性强的优势，坚持技术下乡服务深入基层，开展了“科技服务

队”、“专家科技服务蹲点”、“科技之冬”、“科技扶贫”、“三下乡”、“医疗巡回诊断”等多种服务项

目，有效地服务于兵团新农村建设。

4、充分发挥星火培训基地的作用

科技特派员利用国家级星火科技培训基地平台，编写实用教材 30余部，制作多媒体教学

片，下基层拍摄实用教学片多部。根据星火项目和科技服务、扶贫的特点，组织专家定点蹲在基

层帮助团场、养殖户和种植户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几年累计使团场和农户经济效益增加了

20%，创收 5000余万元。星火计划项目“温室大棚蔬菜高效生产技术培训”，科技下乡服务示范

活动就发放实用技术材料、新品种、光盘等各类科技资料 1200余份，制作了图文并茂的无公害

蔬菜标准化生产知识展板，印制了 3000份《无公害

蔬菜生产标准化知识手册》和 1000多份无公害蔬

菜标准化生产技术资料。培训种植户 1000余人次，

编写 10余种培训系列教材。

派往第九师 163团、162团、161团的专家紧扣

生产季节，针对特色果树生产的农业技术、奶牛养殖

技术咨询、培训，优良品种的选育；加工番茄穴盘育

苗栽培技术、平衡施肥技术、膜上点播技术、打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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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包衣技术；果树种类制干辣椒、酱番茄有土和穴盘育苗技术；棚室蔬菜田间管理及丰产栽培技

术、病虫害防治；蔬菜夏季育苗技术及沼气；高效养羊综合技术应用等方面开展培训，职工的技能

素质得到了大幅提高，创收的渠道不断拓宽。全年共计举办 17个培训班，培训 1400人次，累计授

课 80天，授课课时达 400学时，参加授课教师达 20余人次，发放培训资料 1500余份。

5月科技活动周期间，组织石河子大学博士生服务团来 163团举行科技服务咨询活动，组

织大学生赴 163团开展科技三下乡活动，在团场进行了科技咨询和服务。

5、利用科技特派员长期蹲点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以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例，截至目前，通过石河子大学 11个项目的实施，创造销

售收入 4730万元，创利润 1300余万元，为社会创造间接经济效益 11840余万元。

通过项目的实施，“草食动物用纯中药添加剂中试”项目，促进农区农业结构的调整，促进

中兽药业的发展与绿色有机动物产品生产；“蟠桃深加工技术中试”项目，通过对农产品的深

加工，延伸了产业链，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棉花打顶作业机械

中试与示范”项目，缓解了新疆棉花产业劳力紧缺

的矛盾，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大促进了新疆棉花优

势产业的发展。“饲草型小黑麦新品种的中试与示

范”改良了新疆麦类作物品种，造福团场职工和乡

村农民，小麦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500万亩以上，

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 2亿元以上，为边疆粮食作

物生产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6、科技特派员工作成效显著，得到基层单位认可

我校在一年的科技特派员工作中效果显著受到被服务单位的好评，典型的有派往在 163

团长期蹲点服务，从春播农机作业、播种质量的提高、啤酒花建园与保苗、加工番茄移栽、小麦

锈病防治、甜菜提高保苗率、玉米灌溉、田间杂草防除、打瓜肥水管理、各时期主要作物的田管

等很多方面，及时地提出了独到的意见、方案与建议，并得到采纳实施，取得很好效果。在新作

物新品种引进、试验田管理与调查、科技项目、科技服务活动等科技工作上给予了最直接、最有

效的帮助，受到团场领导和职工的广泛欢迎。

在 163团开展的“滴灌玉米若干关键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示范田经专家组实地测

产，产量达 1100.035公斤 /亩，创造了塔城地区玉米高产纪录，进入全国的玉米高产行列。该技

术推广于全团 3.5万亩玉米，预计全团玉米单产提高 80公斤 /亩以上。顺利完成“163团小麦、

打瓜高产栽培技术集成示范”任务，获得小麦增产 12.1%和打瓜增产 13.0%的好成绩，当年为

163团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370万元以上；“加工番茄高产栽培技术推广与新品种引进”技术推

广项目，获得了增产 40%的效果，为 163团 0.5万亩技工番茄直接增收 320万元以上；“滴灌玉

［科 技 服 务 与 扶 贫 及 科 普 宣 传］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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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若干关键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在 1.6万亩玉米生产田进行技术推广，技术示范田经专

家组测产验收，单产高出平均单产 21%，创造塔城地区玉米高产纪录；“滴灌春麦栽培技术集成

与超高产示范”项目，集成技术获得成功，示范田在大灾之年获得 526公斤 /亩的高产，承担的

团场“籽瓜种质提纯与良繁推广”项目，初步提纯出较高纯度的 3个品系，顺利完成年度任务。

我校还发挥科研优势，为团场争取科研项目。发挥我校学科优势，一年来先后为第九师各

团场制定发展规划和项目申请书、可研报告等 30余项；其中由我校专家撰写的科技富民强县

项目“塔城地区 163团设施蔬菜产业化建设示范”获国家科技部 130万元资助；170团“沙棘种

苗快繁”项目获批 300余万元，还有一批国家星火、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均获批，快速的推动了

团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我校加大医疗帮扶力度，给基层医院予以技术支持。为提高农村基层卫生单位的医疗服务

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为当地群众提供质优、价廉、便捷的医

疗服务，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全年派出医疗服务队 2支共计 13人，在农九师各团

开展医疗诊治工作。医疗服务队奔赴 163团每个连队，共看病人 310人次，抢救病人 2人，现场

手术 4起。现场指导团医院医生开展手术，团场医生免费来我校进修学习，医院采用多种形式

开展医疗培训，此举不仅受到农九师领导的满意，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团场职工的一致好评，解

除了病人的痛苦，发挥了我校三甲医院的优势。

赛务加甫教授为帮扶村牛羊品种改良制定了 1套可行的实施方案；赵宝龙利用设施蔬菜

辣椒秋延技术，示范温室秋延后的辣椒亩产值达到 50000元以上；良种繁育“新春 26号”800

亩；在 163团利用成熟的滴灌春麦栽培技术指导生产，50亩试验示范田获得 526公斤 /亩高

产，比全团春麦平均单产 421公斤 /亩高出 105公斤。赵宝龙副教授被推荐为兵团优秀科技特

派员候选人。

7、兵团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在我校开班

12月 8日，由农学院承办的兵团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开班典礼举行，兵团农业局科教

处处长裴文磊、农学院院长郁松林出席了开班典礼。仪式由农学院常务副院长危常州主持。据

了解，兵团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已经成功举办了 3期，共培训学员 1700余名。此次培训班

为期 1个月，培训学员 300名，主要学习种植和园艺等课程，学员学习结束后，颁发由国家农业

部认证的培训结业证书。

8、我校科技处荣获 2011-2012年度兵团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

兵团科技特派员团场、企业科技创业行动领导小组根据《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团场、

企业科技创业行动的意见》精神，对 2011-2012年度兵团三佳科技特派员、优秀科技特派员和

先进集体进行了评选。我校科技处荣获“兵团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我校教师赵宝龙、赛

务加甫、谭勇荣获“兵团优秀科技特派员”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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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科普志愿者为社区居民
分发食品安全科普手册 张建副教授为社区居民做食品安全讲座

2、9月 15日，石河子大学科协组织的“石河子大学科普志愿者活动”和食

品学院张建教授的“食品安全讲座”被中国科协评为“201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优秀特色活动”。

表 26 2012年兵团科普资源开发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主持单

1 农业实用技术图书印制《动物养殖与疫病防治技术》出版 赛务加甫 动物科技学院

2 《兵团农业有害生物天敌资源图谱》 鲁素玲 兵团老教授协会

石河子大学科协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三个服务”作用，科普宣传、学术交流、

科技合作等各项活动有序开展。

1、2012年获得兵团科普资源开发项目 2项，经费 6万元。

2012年 9月 15日，“全国科普开放日”开幕式。

二、广泛开展科普宣传

［科 技 服 务 与 扶 贫 及 科 普 宣 传］第十篇

53



Annualw
ork

reportofShiheziU
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2012 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Annual work report of Shihezi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兵团大学生科技文化活动周科普图片展

兵团大学生科技文化活动周启动仪式 兵团大学生科技文化活动周科普图片展

3、9月 22日，兵团大学生科技文化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我校会堂学术报告

厅举行。

4、努力营造鼓励科技人员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承担中科协委托项目“兵

团科技工作者现状调查”。

推荐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 2人，推荐中华农业英才奖候选人 1人，获新疆青年科技

奖 1人，2012年学校兵团作物学会和老教授协会获得兵团优秀学会荣誉称号。

5、大力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及时

向各种媒体发布科技信息、宣传优秀

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精神。

截至目前向兵团日报、兵团科技信息网、

自治区高校科研网、校报、校园网发布科技信

息 4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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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刊 物

《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自然版）的学术影响力、显示度和综合质

量稳步持续提高，更好地发挥了学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及社会服务中的窗口、平台和

资源库的重要作用，为校内外师生打造了一个较高水平的科研论文的发表平台。

1、加强学报编辑委员会建设，为显著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提

供了更可靠的保障。

2012年 11月 6日，召开了学报编委会 2012年工作会议，主要审议通过了《关于石河子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论文被引用奖励的建议》、《关于鼓励我校研究生在学报自然版发表

论文的建议》等。

2、学报自然版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持续、显著提升，学报连续第 6年被评

定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2012版》显示，2011年我校学报自

然版复合影响因子达 0.565，学科排序在 437种期刊中排名第 104位，期刊综合影响因子达

0.426，学科排序在 419种期刊中排名第 60位；基金论文比为 0.77；同时，该年报《学科复合影响

因子报表·2012版》显示，2011年学报自然版综合性农业科学复合影响因子达 0.778，学科排序

在 102种综合性农业科学期刊中排名第 31位。

我校学报自然版 2011年期刊主要评价指标与 2009年和 2010年相比，复合影响因子分别

增长了约 50%和 10%，学科排序提升了 145位和 27位；期刊综合影响因子增长了 80%和 28%，

学科排序提升了 139位和 55位；综合性农业科学复合影响因子，增长了 55%和 15%，学科排序

提升了 40位和 29位；基金论文比均提高了约 18%。上述评价指标显示：2011年,我校学报自然

版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又创历史新高；2009-2011年，我校学报自然版的主要评价指标连续第

3年显著提升，学报自然版基本步入持续、

快速提升的发展阶段。

2012年，学报继 2007年首次被评定

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后，连续第 4次、

第 6年入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行列。

第十一篇

［学 术 刊 物］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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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名称
发表论文
数 /篇

省部级基金论文
数 /篇

校级基金论文
数 /篇

基金论文比例
省部级基金
论文比例

医学·药学 34 24 5 85.3% 70.6%

农学·植物保护 27 21 4 92.6% 77.8%

化工·材料·食品 22 14 7 95.5% 63.6%

生物·环境 22 18 2 90.1% 81.8%

畜牧·兽医 21 16 1 80.1% 76.2%

机械·电气工程 14 6 8 100% 42.9%

水利·建筑·力学 13 11 2 100% 84.6%

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 4 2 0 50% 50%

园林·园艺 2 2 0 100% 100%

数学·物理·化学 2 2 0 100% 100%

合计 161 118 29 91.3% 77%

表 27 2012年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各栏目发表论文统计情况表

3、学报自然版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自石河子大学成立以来，学报自然版连续 16年顺利通过了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期刊年检。

2012年，学报编辑部共编辑、出版发行 6 期、150 万字，发表论文 161 篇，省部级以上基

金项目论文 118篇，基金论文比为 0.77，较 2011 年提高了约 8.5%；印刷量 0.9 万册，校外发

行交流 0.78 万册。

2012年 11月，我校学报自然版荣获第 4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称号，是该届唯一获得优

秀奖的新疆高校科技期刊，也是新疆高校科技期刊获得的最高奖。至今，学报自然版是唯一每

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评比都获奖的新疆高校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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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门 建 设

科技处党支部高度重视加强“创建文明机关”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以“着力提升学

习力，全面增强服务力”为主题，以服务全校师生为宗旨，以让全校师生满意为标准，以提高科

技处每个干部素质为重点，不断深化创建科技工作，促进学校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

科技处每两周定期召开全处工作例会。一是传达和认真学习国家、兵团的科技方针、政策

和法规，以及学校会议和文件的精神，准确把握科技管理的特点、策略以及项目申报的动态；二

是紧扣学校“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目标，认真制定和落实各个科室每学期工作计划，突出

“创新管理”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意义；三是各科室认真汇报近期工作进展和计划，处领导

检查、安排布置近期的工作重点，确保了科技处各项工作有计划、有重点、有成效地顺利开展。

科技处成立了“创建文明机关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党支部会议，

制定了“创建文明机关”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安排表，明确重点内容，建

立学习制度，加强督促检查。通过学习，深刻理解“学习型党组织”对科技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全

处党员对“十二五”时期学校科技发展的目标更明确，工作重点更准确，进一步增强了对科技管

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有效地推进了科技处“创建文明机关”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工作全面、深入的开展。

根据《石河子大学廉政风险预警与防范管理办法（试行）》和《石河子大学廉政风险预警与防

范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科技处及时召开支部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结合科技处实

际情况出台《科技处廉政风险预警与防控工作具体实施方案》，确保科技处各党员干部“人人知

晓、人人参与”。组织领导各科室根据各自岗位特色完成岗位自查，编制职权目录和权力运行流

程图。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要求，对依法确定的职权进行分项梳理，逐项列出岗位权力行

使的依据、界限和责任以及廉政风险

点、风险等级。围绕排查确定的各类

风险点，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防范措施和相关制度，努力形成以岗

位为点、以程序为线、以制度为面的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从而有效防范廉

政风险，规范权力运行，加强队伍党

风廉政建设，防微杜渐。

第十二篇

［ 部 门 建 设 ］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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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誗3月，机电学院主持的“自走式番茄收获机的中试”获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特别重大项目

（全国仅立 3项），经费 600万元，是我校乃至兵团在此领域的首次重大突破。

誗4月 12日，我校启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誗4月 27日，我校第二个“973”计划项目—————“乙炔法聚氯乙烯生产过程的高效、节能、减排科学

基础”启动。

誗5月 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评奖揭晓，我校获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

青年佳作奖 2项，优秀奖 1项。

誗5月 21日，校党委第二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会召开。

誗5月 22日，由我校承担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区域空间信息综合应用关键技术在

新疆兵团的示范”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

誗6月 22日，我校主持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准噶尔盆地南缘荒漠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

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的 3个课题经专家鉴定，整体水平全部达到国际先进。

誗6月，我校喜获 15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其中重点项目 1项，艺术类 1项，立项数居新疆

高校第二。

誗7月 26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新疆及周边区域遥感动态监测与应急管理系统”项目启动会在我

校举行。

誗8月 23日，国家“863”计划“CO2分离膜材料及规模化制备技术”课题启动。

誗9月 18日，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一行来我校视察。

誗9月，我校获批 98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 5033万元，位居新疆第一。

誗10月 20日，新疆社会科学界 2012年青年学者论坛在新疆大学举行。本次论坛我校共获论文一等

奖 1篇，三等奖 3篇，我校获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誗11月 11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

誗11月 10日～11日，由杭州师范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联合发起并主办的首届“西湖·天山论坛”在杭

州西子湖畔顺利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与会专家、学者，着重交流了党的“十八

大”后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新特点、新规律和推进社会管理的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实践的研究成果。

会上双方介绍了两校合作对接工作情况，并协商研究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誗12月，2012年兵团科技进步奖揭晓，我校共获得 1等奖 3项，2等奖 14项。

誗12月，第六届新疆青年科技奖获奖人选揭晓，我校吴向未老师获奖。

誗12月，在兵团 2010～2012年度科技项目管理质量考核中，我校被授予“兵团科技项目质量管理先

进集体”称号。

誗12月，为推动我校国家级 -省级 -校级三级文科基地建设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等 7个校级文科基地由大学批准成立。

誗2012年 12月 26日，生命科学学院黄先忠、绿洲社会经济与屯垦研究中心张安福获批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立项支持。

第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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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然科学研究平台列表

类别 序号 研究平台名称 主管部门 依托单位 负责人

实

验

室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绿洲生态农业重点实验室 -省
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农学院 魏亦农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 -省
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化工学院 姜忠义

3 新疆特种植物药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药学院 郑秋生

4 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医学院 曹旭

5 兵团农业机械重点实验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机电学院 曹卫彬

6 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水建学院 何新林

7 材料化工重点实验室 自治区 化工学院 刘志勇

8 动物遗传改良与疾病控制重点实验室 自治区 动科学院 陈创夫

9
新疆绿洲农业病虫害治理与植保资源利用重点实
验室 自治区 农学院 向本春

10 农产品加工工程重点实验室 自治区 食品学院 张晓鸣

11
农业部绿洲作物高产生理与高效栽培重点开放实
验室 农业部 农学院 张旺锋

12 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 农业部 农学院、
动科学院

危常州
谷新利

13 绵羊疾病控制兵团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动科学院 贾斌

14 石河子大学农产品加工与贮藏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食品学院 倪永清

15 石河子大学棉花研究所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农学院 孙杰

16 石河子大学生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师范学院 张建军

17 石河子大学动物遗传改良与抗病育种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动科学院 赵宗盛

18 石河子大学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生命学院 祝建波

19 石河子大学绿洲农作物病害防控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农学院 向本春

20 石河子大学麦类作物研究所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农学院 李卫华

21 石河子大学新疆特色果蔬生产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农学院 牛建新

22 石河子大学干旱区水资源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 校级 水建学院 何新林

23 石河子大学寒区城镇建设与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校级 水建学院 何明胜

24 石河子大学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校级 水建学院 姜曙光

附 录

一、自然科学条件平台简介

附 录

59



Annualw
ork

reportofShiheziU
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2012 年石河子大学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Annual work report of Shihezi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绿洲生态农业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

2003年 1月被科技部批准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2004年 10月通过科技

部组织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验收。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为魏亦农(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为张新时(院士)。实验室总面积 1800

平方米，实验室仪器设备总价值约 1945万元。固定研究人员 38名，技术人员 5名，其中具有博

士学位的研究人员 28名，副高级以上职称 30人。实验室以作物学为核心，涵盖植物保护学、生

命科学、水利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通过作物高产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不断提高作物产量

与质量，同时通过对干旱与半干旱区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绿洲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如下：

1)绿洲作物高产优质的理论与技术。重点研究作物持续高产优质形成的生理生态机理与关

键栽培耕作技术、作物对逆境的适应性机制及其调控技术。主要包括：(1)作物生长与高产栽培;

(2)作物分子生物学与分子育种；(3)作物品质生理与分子生理；(4)作物逆境生物学。

2)精准农业与作物信息学。主要包括：(1)精准农业；(2)农业遥感；(3)作物信息学。本研究方向

以实现绿洲区农业信息化和精准农业技术体系为目标。

3)水资源高效利用与节水技术。本方向以绿洲区高效用水为目标。

4)绿洲生态与农作制度。主要包括：(1)绿洲生态；(2)农作制度。本研究方向以绿洲区资源高

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5)绿洲农田土壤质量与污染环境修复。主要包括：(1)养分循环与综合管理；(2)土壤水盐运移

与调控；(3)土壤分子生态学；(4)土壤质量与环境修复。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

新疆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成立于 2007年 7月，其发展经历了石河子大学应用

化学研究中心(2002年)，石河子大学生物化工重点实验室(2003年)和石河子大学绿色合成与转

化重点实验室(2005年)三个发展阶段。重点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大力加强和内地高校院所、企业

的联合与合作，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及地方工业企业发展科技的需求，在“化工绿色技术、非金属

类别 序号 研究平台名称 主管部门 依托单位 负责人

工

程

中

心

25 特色果蔬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发改委 神内食品有限公司 程卫东

26 绿洲农业工程与信息化工程中心 教育部 机电学院 曹卫彬

27 新疆特色果蔬加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 食品学院 童军茂

28 兵团空间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信息学院 赵庆展

29 材料化工工程技术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化工学院 刘志勇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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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及新疆优势天然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2007年 12月，石河子大

学与新疆天业集团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以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为主建立了“石河子大学

-新疆天业集团化工绿色技术研发中心”；2009年 12月，由新疆天业集团、浙江大学和石河子

大学联合申报的国家发改委“现代绿色氯碱化工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获批；在此基础

上，2010年 8月 31日，经科技部遴选和批准，实验室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

点实验室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为实验室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2011年 9月，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建设任务书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论证。

以省部共建为契机，新疆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结合地方经

济、社会需求及人才、资源特点和优势，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围绕新疆地产原料或资源，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为解决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供基础性、前瞻性的知识储备和科

学支撑，提高地方基础研究水平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带动我区化工产业和经济快速、健康、稳

定的发展。

研究型实验室面积 2380平方米，化工中试放大平台 3000平方米，拥有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达 2300万元，并相应配套石河子大学 -新疆天业集团化工绿色技术研发中心，天业集团中试

基地———新疆石河子中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现代绿色氯碱化工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阿拉山口动植物检验检疫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等资源。

实验室科研团队主要依托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和新疆天业集团化工研究院，现有固

定研究人员 50名，其中教授 12名、副教授 21名、教授级高工 1名、高工 4名、讲师 12名、技术

人员 6名、管理人员 2名，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 27名、具有硕士学位 19名，45岁以下中青年教

师比例占到 92%，学缘结构合理。骨干研究人员中拥有国家杰出青年 1名、973首席科学家 1

名、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 4名、石河子大学绿洲学者 3名、国务院特贴专家 3名、兵团学

术技术带头人 3名、兵团杰出青年 1名。实验室还有客座研究人员 7名。已培养研究生 57名，

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 118名，博士研究生 10名。

实验室主要针对新疆当前基础薄弱、但又非常有潜力的精细化工、材料化工和生物化工等

领域开展研究，围绕新疆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特殊生态环境，组合现代化工技术、生物技术

和过程优化技术，以产品研发为核心，研究集成节能的绿色加工工艺。目前，实验室拥有 3个稳

定的研究方向，分别如下：

1)氯碱化工清洁生产与产品高值化。

(1)热等离子体裂解煤直接制乙炔。

(2)氯乙烯的绿色合成。

(3)氯碱产品高值化。

(4)氯碱化工清洁生产系统集成。

2)农业生物资源高效转化与利用。

(1)新疆特殊环境微生物资源的挖掘与工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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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天然产物开发与利用。

(3)新疆生物质能源开发与利用。

(4)生物反应器的放大与控制工程。

3)污染物控制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新疆生态环境污染物分析与监测。

(2)废水深度处理技术及中水回用技术集成。

(3)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

(4)工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新疆特种植物药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05年 8月，被教育部批准为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2008年，被批准为“新疆特种植物药资

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现建有药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研究室、植物药化学与药效研究室、植物药综合开发研究

室 3个研究室、5个研究基地，以及中药标本馆：展区面积约 120平方米，共陈列中药标本 240

多种、1400多瓶(份)，蜡叶标本 3000余份；药用植物园：占地面积约 1500平方米，共引种 100多

种药用植物，为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及场所。实验室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41人，45岁以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占总数的 73%以上，其中教授 9名，副教授 10名，讲师 18

名，博士 12名。研究人员中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3名，兵团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2名。实验室

面积约 2000平方米，仪器设备资产总值约 1312万元，投入使用的仪器涉及的研究范围有生

物、化学、医药、食品等多个学科和领域，承担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

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如下：

1)新疆药用植物资源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研究。

(1)新疆药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与植物生物学基础研究。

(2)新疆药用植物资源保育机理与对策研究。

(3)新疆药用植物的人工驯化栽培与种质研究。

2)新疆特种植物药药效物质基础及药理学研究。

(1)植物药有效成分及有效部位的研究。

(2)植物药有效成分的结构修饰及合成研究。

(3)植物药有效成分的药理学研究。

3)新疆特种植物药综合开发与利用。

(1)植物药新药研究与民族药二次开发。

(2)中兽药植物药新制剂的研发。

(3)植物源农药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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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00年，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实验室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点实验室；2003年 12月

被教育部批准为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7年 7月,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有 14个功能实验室和 2个公共实验室，仪器设备总值 3000余万元。在新疆伊犁与

喀什地区分别建立了哈萨克族食管癌、维吾尔族宫颈癌和代谢性疾病现场研究基地，并在此基

础上加强规范化的地方与民族高发病样本信息资源库建设。

实验室现有 50余名固定科研人员，其中教授 13人、副教授 17人，博士 25人、硕士 25人、

博士生导师 20人、硕士生导师 30人，45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比例占 90%。实验室学术队伍

中包括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讲座教授 1人，石河子大学“绿洲学者”和“拔尖人才”各 1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9人，兵团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8人。

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1)新疆民族高发性疾病的研究。

(1)新疆民族高发性肿瘤的病因、发病机制与早期诊治技术研究。

(2)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代谢性疾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研究。

(3)新疆民族高发性疾病资源库的建立与利用。

2)新疆地方性感染性高发疾病研究。

(1)包虫病的临床与应用基础研究。

(2)新疆地区结核病发病机制和耐药机制的研究。

3)新疆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病机制与防治研究。

(1)新疆人畜共患病分子流行病学与病原分子生物学研究。

(2)新疆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病免疫机制和免疫防治研究。

5、兵团农业机械重点实验室

兵团农业机械重点实验室前身是“石河子大学农业机械重点实验室”，2005年底获得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批准，成为专门研究农业机械的省级重点开放实验室，并于 2009年 9月

通过兵团科技局评估。实验室在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和新疆农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

究所两个建设地点共投入了近千万元的建设资金，新增面积 2000多平方米；投入设备仪器经

费 500多万元，新增设备 30多套，下设 10余个研究室。在大型仪器设备使用、开放和共享、功

能开发等方面，实验室制定了管理规章制度，充分实现仪器设备的和共享，提高了使用率。设有

专项资金，鼓励研究人员开发仪器设备的使用功能。

近年来共选派学术骨干攻读博士学位 14人，引进博士 4人、硕士 16人。目前拥有固定人

员 51人，其中 50岁以上有 8人，占 15.7%；40~50岁有 19人，占 37.3%；40岁以下 24人，占

47%，年龄结构合理。固定人员中高级职称有 39人，占 76.5%；拥有硕士学历以上的人员为 37

人，占 72.5%，其中博士学位获得者 12人，占 17.6%。

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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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农业机械技术与装备的研究开发。

(1)棉花、番茄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与装备的研究开发。

(2)大马力拖拉机配套农机具与复合作业机械的研究开发。

(3)农业机器系统节能与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及装备的研究。

2)主要牧业、农产品加工机械的研究开发。

(1)畜牧生产机械化技术及装备研究开发。

(2)农产品加工设备的研究开发。

(3)棉种加工机械与设备的研究开发。

3)农业机械工程测试技术与新装备的研究。

(1)农业机械虚拟测试技术及装备的应用研究。

(2)现代农业机械田间载荷动态性能测试技术及装备的研究。

(3)计算机监控与辅助测试的应用研究。

6、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

2007年 3月，获批“石河子大学干旱区绿洲农业节水灌溉重点实验室”，2009年 1月，获批成立“现

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由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农垦科学院联合

组建，主实验室设在石河子大学，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和新疆农垦科学院各设一个分实验

室。在“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宗旨下，实验室实行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的重点实验室主

任负责制，以及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负责人、课题负责人三级管理。

实验室下设现代节水灌溉理论、灌区水量调控技术和理论、节水灌溉设备及产品关键技术研发、节

水灌溉技术应用、现代农田土壤水环境应用 5个研究室。共有研究人员 32人，其中教授 10名，副教授及

高级工程师 10人，讲师及工程师 12名；具有博士学位 5人，在读博士 4人。

主实验室由生活工作区和试验研究区两部分组成：生活工作区占地约 2400平方米，目前建

筑面积 303平方米，包括实验室、办公室，宿舍、食堂等配套设施完善。试验研究区占地 52.34

亩，包括 21个试验小区和 39个试验测坑。

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实验室紧密围绕新疆及兵团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西北干旱区及中亚各国经济技术需

求和新疆特殊的地域特点、气候特点及作物类型，针对现代农业节水中存在的理论和技术难

题，通过产学研结合，发展现代节水灌溉理论、研发新型节水灌溉设备、提出安全、高效、持续发

展的农业用水管理措施和政策，构建干旱区现代农业节水综合技术及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与维

护和区域水土资源合理配置的理论体系，为干旱区绿洲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理论

指导。实验室设 3个研究方向：(1)现代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2)节水灌溉设备及产品关键技术

研发，(3)灌区水量调控技术和理论,其学科带头人分别为李明思、张建新(现代节水灌溉理论与

技术)，刘焕芳、陈林(节水灌溉设备及产品关键技术研发)，何新林、郑旭荣(灌区水量调控技术和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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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基地

序号 研究平台名称 主管部门 依托学院 负责人

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夏文斌

２ 棉花经济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经济与管理学院 郁兴德

３ 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红丽

４ 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商学院 陈文新

５ 石河子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师范学院 张 澜

６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文学艺术学院 郑 亮

７ 新疆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 政法学院 闫卫华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简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现挂靠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年 1月经学校批准正

式成立。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 15人，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6人，讲师 4人，均来自石河子大学；

兼职人员 3人，来自石河子大学、兵团党校、塔里木大学，其中 3人均为教授。

中心设置 3个研究方向：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疆兵团跨越式发展研究；2)中国特色

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研究；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将提升基地成员科

研创新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为目标，发挥自身特色优势，争取在石河子大学“十二五”规划时期，

成功申报自治区人文社科基地，并在此基础上积极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

2、棉花经济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棉花经济研究中心现挂靠经济与管理学院，是由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倡议，兵团

发改委和农业局等部门鼎力支持下，于 2011年 9月成立，并与 2013年 1月被批准为校级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研究和咨询服务平台，秉持立足兵团与新疆，打造

我国棉花经济发展的咨询服务和资料信息基地的理念，面向新疆地方及兵团各级植棉主体和

棉纺企业开展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围绕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棉花全产业链协调、新疆优质棉

基地技术经济三个研究方向开展系列调查与研究。中心目前有研究人员 11人，其中 6人拥有

博士学位、4人拥有硕士学位。

3、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

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现挂靠经济与管理学院，2013年 1月经学校批准正式成立。研究中心

的总体定位是整合大学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源和力量，通过建立规范和完善的科研管理制度，实

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研究人员聘任制，深化内部分配制度改革，营造宽松、和谐、求真、务实的

科研环境；同时，力图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凝聚和整合疆内外农业现代化研究力

量，将研究中心建成学科研究方向特色鲜明、在干旱和半干旱区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学术研究平台。中心近年来围绕绿洲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业技术经济与管理、农业特色

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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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产业组织 3个方向开展研究。中心目前有研究人员 17人，其中 12人拥有博士学位、5人

拥有硕士学位。

4、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现挂靠商学院，2013年 1月经学校批准正式成立。

中心现有“兵团金融改革与发展”、“兵团经济金融数据分析”2个研究方向，主要师资队伍有 14

人，其中教授 5人，研究员 1人，博士 8人，平均年龄 38.8岁，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均较为合理。

中心将发挥石河子大学金融学科与统计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从兵团经济、金融和社会发

展以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和应用研

究的要求，以兵团金融发展中的前沿问题、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为研究重点，以各类省部级、国家

级研究课题为纽带，努力把中心创建成为疆内一流、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兵团金融领域研究

中心。

5、石河子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简介

石河子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现挂靠师范学院，2013年 1月经学校批准正式成立。专职人

员包括石河子大学心理学系、石河子大学学工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石河子大学国防生选陪、石

河子大学团委等部门，应有专业研究人员 17人，其中教授 6人，副教授 3人，讲师 8人；教师中

博士 5人，硕士 12人。兼职人员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的教授、博士。中

心拥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基地、心理学综合实验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等实验室和实习基地。中心着眼于兵团和新疆经济发展过程中心理学应用领域的问题展开

研究，方向为：“社区人群心理健康及维护”；“青少年心理发展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6、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简介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现挂靠文艺学院，2013年 1月经学校批准正式成立。基地共

设四个研究方向：新疆民间文学与民俗、新疆民间艺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新疆少数民族

传统医药。这些研究方向涵盖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大门类。中心主任郑亮副教授，专兼职

研究团队共有 28人（含校外兼职 7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7人，讲师 13人，汇聚了全校“非

遗”研究的多学科力量。中心成立以来整合校内外学科力量，已与杭州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中心达成共建意向；与巴州、阜康市、昌吉市、吐鲁番等地市建立了合作关系。

7、新疆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新疆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现挂靠政法学院，2013年 1月经学校批准正式成立。基地以

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为依据，从新疆、兵团重大现实问题出发，以咨政为导向，以重大问题为焦点，

以学科交叉为基础，以机构合作和团队联动为机制，开展兵团特殊体制下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多

民族聚居区社会管理创新、地方法治建设以及社会矛盾调处等多个领域的重大问题研究与政策

咨询。基地拟通过 3年建设，培养以中心研究人员为核心、相关领域学术骨干为支撑的高素质学

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逐步培养和形成一支社会管理研究领域的专家团队，为新疆社会

管理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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