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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和
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
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的创新团队。

在进入教育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名单后，重庆
大学对人才建设有怎样的规划和打算？11月25日，重庆
大学举办“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论坛，其背后有着怎样的
考量？在人才引进方面，重庆大学又有哪些优惠政策？重
庆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重庆大学副校长王时龙教
授。

重庆日报：人才无疑是打造“双一流”的首要因素，请
问重庆大学在人才建设方面有哪些规划？

王时龙：重庆大学在1929年建校，有88年的建校历
史，先后入选国家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今年又
被教育部列为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

可以说，把重庆大学建设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是历代重大人的夙愿，也是这代重大人巨大的时代责任。

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必须深入实施人才强
校战略，鼎力打造一流的教师队伍，才能分阶段、分步骤开
展“双一流”建设，早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首先是高质量扩大师资队伍规模。重庆大学现设有
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工程学部、建筑学部、信
息学部，共35个学院，有本科专业97个，在校学生47000
余人（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2万余人），专任教师2600余
名。

按照16∶1这一较优的师生比来算，目前重庆大学的专
任教师数量还不够。因此从2017年起，学校将逐年扩大
师资规模，考虑退休教师数量，未来3年每年会引进约200
名教师，力争在2020年达到3000名专任教师的规模，在
总量上适应学校发展需求。

重庆日报：在保障数量的基础上，重庆大学对高层次
人才引进有何计划？

王时龙：对。重庆大学的人才结构将呈金字塔形。我
们将合理调整师资队伍结构，创新师资队伍建设机制，力
争到2020年，全校高层次人才数量大幅增加，学校师资队
伍的年龄、学历、学缘、国际化和学术竞争力等方面都有大
幅度改善。

结合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以及国际前沿、国家和
地方发展需求和自身优势特色，重庆大学凝练出“智慧能
源”“先进制造”“新型城镇化”三大学科群，作为打造世界

一流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围绕“重点建设”学科，学校将针对海内外院士，入选

“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中组部千
人计划”等学术领军人才，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组部青年千人
计划”“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简称“四青”）等优
秀青年人才，或具备与以上三个层次相当的学术水平的人
才，重点开展引智工作。

重庆日报：据了解，重庆大学给高端人才开出的条件
很优厚？

王时龙：学校对院士、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等，确
实都有相对优厚的待遇。比如院士的年薪为120万元，进
入“长江学者”“杰青”“千人计划”等学者的年薪为80万元，
其它优秀青年人才的年薪也是数十万，并提供安家费和科
研经费，可购人才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比
如即使没有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称号的才俊，只要提交
的材料让学校认为你具有长江学者的水平，我们就配套相
应的待遇；即使没有获得教授的职称，学校认为你具有教
授的水平，我们也提供相应的待遇！

重庆大学求贤若渴。从2013年起，学校每年人才引
进方面的预算经费高达1个亿，并且上不封顶。但我们每
年都没用完，因为优秀的人才很难觅。尤其院士这样的顶
尖人才，也很难引进。

因此引进人才和培育人才要相结合，要选择优秀的苗
子自己培育。所以，举办此次“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论
坛”，意在吸引更多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汇聚，让他们了解
重庆，通过学术交流，建立起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合作的
渠道。如果有意向来重庆大学工作的优秀青年学者，我们
非常欢迎，并将以此为基础推进人才的精准引进和培育。

重庆日报：对于人才来说，待遇也许不是最重要的。
重庆大学还有哪些吸引凤凰前来的因素？

王时龙：你说的很对，待遇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发展
的平台。

一直以来，重庆大学以机电、能源、材料、信息、生物、
建筑等优势学科而著称。其中建筑学、电气工程、土木工
程等10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前10；工程学、材料科学、化
学、计算机科学、临床医学等5个学科进入世界ESI排名前
1%，前不久，工程学科还进入ESI排名前1‰，非常不容

易。因此，重庆大学拥有很好的学科优势基础和学术平台。
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直辖市和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重

庆，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交汇点，
近年来重庆GDP增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各类创新行业快
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的升级转型，也推动着重
庆对创新创业人才强劲的需求。

“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这是重
庆大学办学的宗旨。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重庆大学致力
于培育造就人才，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青
年才俊加入。

近年来重庆大学已实施了百人计划、后备拔尖人才计
划等，吸引了一批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的加盟。我本人就
是湖南人，但在重庆已经工作了多年，我热爱这里的山山
水水以及我的事业。像我这样从外地来重庆安家落户的，
在重庆大学还有很多，比如物理学院的周小元、材料与工
程学院的唐文新、土木工程学院的丁选明……他们都在重
庆大学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来吧！来自海内外优秀的
青年学者们，重庆大学将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
的胆识和海纳百川的心态，欢迎你们的加入！

让良禽择木而栖
本报记者 李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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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25日至26日，由重庆
大学主办的、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汇聚一流青年人才的

“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论坛”在该校虎溪校区举行。来自
美国、英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70余位优秀青年学者，
齐聚重庆，交流学术，共谋发展。主办方开出最高年薪
120万元的优厚待遇，邀请全球优秀青年学者和行业尖端
人才加入自己的师资队伍。

今年9月，重庆大学进入教育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
世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的高校名单，成为全国建设

“双一流”A类高校的36所高校之一。
人才，无疑是建设“双一流”高校的核心。为此，重庆

大学求贤若渴。从2013年起，学校每年人才引进方面的
预算经费高达1个亿，并且上不封顶。他们还经过大半年
的筹备，举办了此次“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论坛”，旨在为
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并相互建立广
泛的联系与合作，促进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加入重庆大学

“双一流”建设的事业中来。
论坛设立了主论坛和21个分论坛。在为期两天的时

间里，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
区的170余位优秀青年学者（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占
比87%，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学者占比83%），齐聚重
庆大学，“论剑”山城。他们在纳米复合材料、精准医疗、量

子力学、水环境、清洁能源等多个前沿科学领域，开展了相
关研究的切磋和思考。

“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论坛是重庆大学引智计划的一
部分，也展示了重庆大学引进人才的决心。”重庆大学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市正在实施“八项战略行动计划”，
其中以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以及
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行动计划，都体现出对创新的重
视和对人才的渴求。重庆大学作为位于中西部的重点高
校，更是要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整合资源，发挥平台集
聚优势，引进和培养大批高精尖人才，打造人尽其才的良
好局面。

重大建“双一流”广撒英雄帖全球揽才

每年引进费用高达1亿元且上不封顶
优 秀 青 年 学 者 谈 重 庆

王正锦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
我是重庆巫溪人，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了本、硕、博后，

目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
我从事的研究方向是固体力学和软材料，主要研

究身体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关系，研究成果可应用于物
联网和移动医疗健康领域，相关材料还可以运用到页
岩油、页岩气的开发，在重庆很有发展前景。

重庆是我的家乡，虽然身在国外，但我常常关注家乡
的发展。在成为直辖市后，重庆的发展日新月异，我的研
究领域与重庆的战略新兴产业很契合，重庆有很多优惠政
策和良好的科研条件，我很乐意回到家乡工作。

孔凡涛 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我是山东人，从事的研究方向是海洋微生物的绿色清

洁能源研究，清洁能源是国家很重视的战略研究方向。海
藻被称为第三代生物能源燃料，其不仅可做清洁能源，还
可制作化妆品、保健类药物、餐具等。

我的本科和硕士在哈尔滨就读，博士在日本攻读，
现在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此前我跟重庆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的团队有联系，他们也在运用海藻进行
城市污水处理和研发生物能源等，他们很希望借鉴国
际新经验，所以期待我的加入。

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论坛举办这两天，我参观了重庆
大学的实验室平台、图书馆等地方，对重庆大学更为了
解。我也很喜欢重庆，我觉得这是一座很包容的城市，很
国际化，我觉得来这里工作大有可为。

周谊航 香港养和医院医学物理研究部主任
我是重庆沙坪坝人，在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读了本

科后，去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目前从事核磁共振成像技
术的应用研究。

在重庆大学求学期间，母校教会我要做一个有追求、
有抱负的人，并且在学术上要有诚信。重庆大学刚刚挂
牌、新建了几所附属医院，今后在医学方面的研究力度会
更大，核磁共振成像也有很多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我在海
外和香港学习、工作多年，非常乐意有机会回母校工作。

李杨 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我是东北人，2012年通过“青年百人计划”来到重大，那

时我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读博士。记得那一天是有重庆
大学的教授来开海外招聘会，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就约着
一起去蹭饭。正是这顿饭，结下了我与重大的不解之缘，我
成为重庆大学实行“青年百人计划”后率先来校的一员。

重庆大学为“青年百人计划”引进的人才提供200万元
的科研基金和20万元的安家费，这在全国支持力度都是比
较大的。

到重庆大学以后，学校为我的科研提供了极大的帮
助。5年多来，团队以实现高效苯环多官能化的新途径为
核心，合成了抗卵巢癌特效药、消炎镇痛药卡洛芬等药
品，我的独立研究成果已有3篇发表在化学领域国际顶级
期刊。可以说，我在重庆大学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科
研理想。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中国跑客节
的余温还未散去，黔江区又迎来一项体
育盛事。11月26日，2017中国山地马
拉松系列赛重庆黔江站在黔江区正式开
跑，这是我市首次承办中国山地马拉松
系列赛，参赛者不仅能在比赛过程中挑
战自我，还能在奔跑途中欣赏到黔江美
丽的山水风光。

本次山地马拉松重庆黔江站分为
42公里个人赛、23公里个人赛、11公里
群众健身赛三大竞赛项目，起点均为芭
拉胡景区，11公里群众健身赛的终点设

在凉水井广场，23公里个人赛的终点设
在爱莉丝庄园，42公里个人赛终点则设
在濯水古镇红军渡广场。

其中，42公里个人赛的赛道累计上
升952米，除了硬化路面之外，既通过江
边步道，又途经乡间小路，串联起黔江最
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致。整个赛
道山路与公路交替转换，从垂直落差高
达500米的峡谷出发，翻山越岭，横渡阿
蓬江，再沿江向山而跑。一路上，黔江城
市峡谷的险峻、阿蓬江的秀丽、爱莉丝庄
园的唯美浪漫、蒲花暗河的神奇、风雨廊

桥的恢宏、濯水古镇的厚重都一一呈现
在参赛者面前。

参加此次比赛的人员中不乏重量级
嘉宾和越野跑高手。中国田径名将、曾
三次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史冬鹏，多
次成功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王勇峰
将莅临现场领跑。报名42公里个人赛
的参赛选手也是高手云集，有多名曾数
次获山地越野比赛的冠军。

据悉，本次比赛的总奖金为10万
元，42公里、23公里个人赛男子、女子组
前12名均可获得奖金。

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黔江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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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参赛
选手通过黔江正阳街
道高家营山地。

▶11月26日，参赛
选手通过黔江芭拉胡
景区的正舟大桥。

特约摄影 杨敏

关闭矿山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公告
﹝2017﹞002号

以下关闭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已届满，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七条规定，采矿
许可证自行废止，特此公告。

关闭煤矿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煤矿名称

重庆市合川区新川矿业有限公司新木煤矿

重庆市永川区金山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巫山县晶宝煤业有限公司

巫山县欣和煤业有限公司福星煤矿

巫山县大梁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杜威实业有限公司三岔沟煤矿

重庆抱龙矿业有限公司巫山县毛家湾一矿

奉节县成昌矿产品有限公司顺发煤矿

奉节县泰盛矿业有限公司老井湾煤矿

重庆市奉节县富强发展有限公司渝顺煤厂

奉节县建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岩湾煤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天山建材能源有限公司黉水沟煤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兴龙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大坪煤矿

重庆市南川区先锋氧化铝有限公司金泉铝矿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1130018211

C5000002009041130018419

C5000002009041130020013

C5000002009041130023170

C5000002009041130020008

C5000002010111110083854

C5000002009041130020052

C5000002009041130018183

C5000002009041130019430

C5000002011041130111291

C5000002009041130018192

C5000002009041130019981

C5000002009041130018306

C5000002009063120021084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7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