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复旦大

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新征

程正在开启。

1月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复

旦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八次全

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复旦大学委

员会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简

称《建议》）。

这份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回信精神为指引、凝聚了全校师生

集体智慧的《建议》，是学校“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节点，将

为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提供引

领和支撑，为复旦未来五年乃至更

长时期的发展勾画蓝图。

管大方向、定大战略
学校党委强化顶层设计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来袭。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学校

党政领导班子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事业发展，同时有条不紊

地推进“十四五”规划研究编制

工作。

2020年3月2日，校党政领导

班子春季务虚会分析学校发展的

“时”与“势”，启动了总结“十三五”、

谋划“十四五”的工作。学校党委成

立了“十四五”规划领导小组和编制

工作小组。校党委书记焦扬、校长

许宁生任规划领导小组组长，许宁

生任编制工作小组组长。

焦扬与许宁生带领班子成员，

深入研讨“十三五”建设成效、未来

五年机遇挑战、2035年远景目标和

“十四五”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目标任务、重大举措等，提出具

体指导意见。

《建议》起草与规划编制坚持

同谋划、同设计。《建议》重点发挥

学校党委把方向、管大局的职责，

着重管大方向、定大战略。

起草《建议》始终坚持对标对

表与联系实际相结合、长远目标与

近期谋划相结合、目标导向与问题

导向相结这三条原则，全面对标五

中全会精神、上海市委十一届十次

全会精神和教育部关于直属高校

规划编制的工作要求，对表中央、

上海关于“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照学校第

十五次党代会报告和“三步走”战

略布局，把“十四五”规划与2035

年远景目标贯联考虑、一体谋划，

按照学校十五次党代会提出的八

大体系，提出方向性意见、整体性

考虑、战略性举措。

专题调研、开门问计
师生积极贡献“金点子”

开门问策、问计于民，学校研

究编制规划、起草规划《建议》高度

重视来自一线师生的意见。

2020年上半年，在2018年党

代会大调研、2019年主题教育大调

研基础上，学校党委继续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面向“十四五”时期学校

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组织领导班

子开展专题调研。

经充分研究，学校党委凝练了

14个调研主题，14个调研组在校

领导牵头下，克服疫情防控带来的

困难，积极行动、深入调研，累计召

开调研座谈会 153 场，召开专题

会、推进会62次，全校院系、实体

运行科研机构、附属医院及相关

职能部门代表基本全覆盖，积累

了丰富的调研资料，并通过领导

班子2020年暑期务虚会深化调研

成果，为《建议》起草和规划提供

了有力支撑。

2020年12月21日，学校官网、

微信公众号同步开出“我的金点

子”专栏，面向全体在校师生员工、

离退休老同志、附属医院医务人

员、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征集

“十四五”规划建议。

师生们的线上参与热情被点

燃，大家围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基础设施、校园服务等

息关学校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贡

献了260余条“金点子”。目前征

集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并将贯穿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始终。

2020年12月29日至2021年1

月6日，学校党委集中开展了《建

议》征求意见工作，通过座谈会、书

面、基层党组织集中征求意见等多

种形式，充分听取党委委员、规划

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层党政领导干

部、老领导代表、民主党派负责人

代表等各类群体的意见建议。

据统计，近800人次参加征求

意见工作，收到各类意见建议300

条。起草组逐条研究、反复斟酌，

按照充分吸纳、能改则改的原则，

对建议稿增写、改写、精简文字

共计 87 处，综合采纳各方面意

见建议162 条。还有103 条关于

“十四五”改革发展的具体建议，

转由规划编制小组在规划编制

中参考吸收。

通过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广泛

听取意见建议，学校党委使《建议》

起草和规划编制过程成为发扬民

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研判形

势、找准目标、谋划发展的过程，成

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动员鼓劲

的过程。

贯联考虑、一体谋划
《建议》体现学校发展战略的

一致性、连续性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启航五

年，也是复旦大学在完成第十五次

党代会“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目标

基础上、向世界一流前列迈进的开

局五年。

作为一份承上启下、承前启后

的指导性文件，《建议》应如何引领

全校师生既着眼长远、按照十五次

党代会和“双一流”建设方案确定

的目标稳步奋进，又立足当下、按

照党和国家事业的新部署新要求

聚力攻坚？

对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建议》不仅提出了未来5年学

校发展的主要目标，还描绘了到

2035年的远景目标，体现了学校发

展战略的一致性、系统性。

2018年召开的学校第十五次

党代会明确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中

国特色世界顶尖大学的“三步走”

战略目标，提出到2035年实现第

二步目标，即学校整体水平进入世

界一流大学前列，为跻身世界顶尖

大学奠定坚实基础。

为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

图干到底，《建议》与第十五次党代

会中明确提出的“八大体系”和“第

二步”目标保持一致，提出“十四

五”期间学校发展要实现的八方面

目标，并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

了更加具体、清晰、精准的表述，既

保证了规划的连续性、统一性，又

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态度。

根据《建议》，未来五年，学校

将从立德树人、科研创新、学科建

设、人才队伍、服务国家和对外开

放、医学教育、综合保障、深化改

革、党的建设9个方面着力，为迈

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育新机、开

新局。

1月8日下午，学校党委召开

全委会会议审议通过，这份贯彻顶

层设计意图、凝结广大师生集体智

慧、体现复旦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决心的《建议》正式诞生。以此为

起点，复旦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进

军的号角正在吹响，复旦人干事创

业的斗志业已点燃！

全校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畏艰

险、万众一心、矢志拼搏，努力创造

新时代复旦发展新奇迹，为夺取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

利而不懈奋斗！

文 /李斯嘉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是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

程，也是高校铸魂育人的灵魂工

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我

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高校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开创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的题中应

有之义。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办

学方向和育人导向，运用好工程成

果，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转化为育

人资源，把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的任务落到实处。

坚持正确方向，用好工程教材
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

“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

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教材建设是

铸魂育人的重要依托，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是工

程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进入21

世纪以来，工程建设以教材为重要

载体，为高校与时俱进做好“三进”

工作提供了坚强支撑。高校以用

好用活工程教材为基础，实现理论

体系向教材体系、教材体系向教学

体系的转化。此外，高校还全力承

担工程任务，组织专家学者参与教

材编写修订工作；规范工程教材使

用，制定教材建设和使用管理办

法，将统一使用工程教材情况纳入

考核指标体系进而压实责任；创新

教材运用方法，以工程重点教材为

教学之纲，辅以辅学读本、案例分

析、实证材料等，以增强教材的针

对性和实践性。

办好思政课程，提升工程育人
成效。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

孕穗期”，是思想进入最活跃状态

的成长阶段，需要用思政课精心引

导和栽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工程深入贯彻《关于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通过师资、

教材、教法改革创新，为深化思政

课改革提供基础支撑，强化了思政

课思想性、理论性。高校始终把

“三进”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当务之

急，通过抓课程更新、抓教学出新、

抓方法创新等方式，推动思政课改

革创新，让青年学生听得懂、能领

会、可落实。比如，复旦大学开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系列课程，编写教纲、更新教

案、补充课件，还专门为思政课配

置2个实践学分、为必修课配置实

践教学环节，包括“马克思主义理

论活动周”“治国理政全国大学生

交流论坛”等，增强了思政课的亲

和力、针对性。

回应时代要求，服务党的理论
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

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

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神圣职责。”工程建设坚持强基

固本、与时俱进，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教育人民，为高校办好

思政课、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队伍、培养青年理论人才提供了关

键支撑。及时跟进研究、全面系统

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高校理论工作的首要

政治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等，不仅为广大教师提供

了重要学习材料，也成为青年学生

的必读书目。当代中国的实践创

新，为理论发展创造了无比广阔的

空间，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工程以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组

织理论研究高层次人才开展集中

攻关，推出了一大批有理论深度

和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面

向未来，高校要深度参与工程建

设，组建多学科“集团军”，加强马

克思主义研究，同时重视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建好马克思主义

教育教学主阵地，切实把研究成

果转化为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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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扬：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