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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大校字〔2015〕142 号

关于印发《齐鲁工业大学

“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齐鲁工业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已经学

校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齐鲁工业大学

2015 年 10 月 8 日

齐鲁工业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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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业大学
“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方案

“十三五”时期(2016 年—2020 年)是我校进一步加强内涵

建设，提高办学层次，提升综合办学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建设特

色鲜明高水平工业大学的关键时期。科学编制并认真实施学校

“十三五”规划，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积极应对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新常态，推动学

校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做好学校“十三

五”发展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

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规划编制的主要任务、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主要任务

全面总结学校“十二五”规划实施成绩与经验、存在问题与

原因;分析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和趋势，主动对接国家、行

业、区域发展战略需求，研究制约学校发展的关键问题;围绕建

设特色鲜明高水平工业大学的战略目标，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进一步明确“十三五”时期学校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和重大改

革举措，将规划的制定与落实和重点工作、专项工作、年度计划、

资源配置紧密结合，为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工业大学拟定路线图

与时间表，完成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二）指导思想

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的总体部署，国家和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

关精神，紧紧围绕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工业大学的战略目标，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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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凝练并强化办学特色，不断推进学校内涵发展，使学校的办学

核心竞争力、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有显著提高。

(三)基本原则

1.实践总结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十三五”发展规划的编制

既要认真总结“十二五”以来的实践经验，全面分析现有基础和

发展潜力，又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多方听取广大师生和校内外

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使规划制订的过程成为凝练思路、凝结智慧、

凝聚人心的过程。

2.办学指标与机制建设相结合。编制“十三五”发展规划，

既要科学制定办学指标，又要注重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引导学校可

持续发展，无论是总体规划还是专项规划，都应当坚持将办学指

标与机制建设相结合，通过深化内部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增强

内生动力，促进具体办学指标的实现。

3.统筹兼顾与重点发展相结合。规划编制既要总揽全局、科

学谋划、协调发展，又要增强针对性，抓住事关学校长远发展的

重大问题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要加强统筹衔接，在发展

目标、建设任务、经费安排、机制建设等方面做到整体推进、分

类指导、突出重点、动态管理。

4.前瞻性与可行性相结合。负责规划起草工作的有关部门和

相关单位在编制“十三五”发展规划时，应当对内外环境和校情、

院（部）情进行科学分析，辩证对待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科学预

测未来发展趋势，在确立发展目标，制定主要措施时，做到既立

足现实又富有远见，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可行性。

二、规划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具体内容

(一)规划体系的基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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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体系由学校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学院（部）规划组成。

1.总体规划:《齐鲁工业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

年—2020 年)。

2.专项规划:人才培养规划、学科建设规划、专业建设规划、

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校园建设规划、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规划。

3.学院（部）规划:各学院（部）根据学校“十三五”发展

规划的总体目标和思路编制学院(部)发展规划。

(二)规划编制工作的具体内容

1.开展规划编制工作的前期调查研究。为保证规划编制的科

学性和可行性，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前期调研工作，加强

对“十三五”时期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理清长

远发展思路;要对一些关系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

究，重点对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和任务、办学特色等进行研

究，为编制规划打好基础。

2.衔接各学院（部）、部门与学校同步开展规划编制工作。

各学院(部)的规划是学校规划的延伸和细化，在学校开展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的同时，专项规划和学院(部)规划要同步启动规划编

制前期准备工作，在学校总体规划编制框架下，工作步骤和工作

内容实现有效衔接，在总体规划发布后，尽快完成编制工作。

3.编制规划文本。规划编制要以学校“十三五”发展的目标

定位、指标体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国际化等重

大问题为重点内容，同时在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内部治理

体系等专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分项规划。

三、规划编制工作的组织机构

规划编制工作的组织机构由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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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机构

成立齐鲁工业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由校党政领导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全面领导规划的制定与推动工

作；定期听取规划起草工作小组的汇报，提出意见建议；对规划

制定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决策，领导并推进各项任务的完成。

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张士昌 陈嘉川

成 员:王光芝 傅东良 匡维武 王西奎 周有波 马文才

任 民

（二）工作机构

成立齐鲁工业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起草工作小组，由职

能部门和学院（部）负责人组成，在领导小组指导下，负责具体

组织规划编制工作的前期调查研究，提出规划编制的基本思路，

起草规划文本，协调专项规划和学院(部)规划的编制工作，联络

咨询专家和向校内外征求意见等。

起草工作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于明梓

成 员：吴笑兵 郭建国 张以刚 刘树明 张培国 刘传波

张文斗 尚 明 冯喜平 葛铃銮 马万勇 王瑞明

耿玉水 王 权 张建华 杜万祥 岳恒志 刘永健

周韶华 郑 众 齐永钦 魏 嘉 王国栋 范春生

赵学敏 张旭东 许崇海 王仁人 刘 玉 邹志勇

刘木森 李天铎 沈建兴 董祥军 韩明暖 陈国兴

察可文 徐如志 陶传平 汤庆磊 王雅玲 于 涛

张志业 姜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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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若干规划编制工作组：

1.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组

分管领导：陈嘉川

责任部门：发展规划处

2.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1）人才培养规划

分管领导：王西奎 周有波

责任部门：教务处、研究生处、学生工作部、团委、教学评

估中心、实验管理中心、工程训练中心

（2）学科建设规划

分管领导：陈嘉川 傅东良

责任部门：科技处、社科处

（3）专业建设规划

分管领导：王西奎

责任部门：教务处

（4）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分管领导：张士昌 任 民

责任部门：组织部、人事处

（5）校园建设规划

校园基本建设规划

分管领导：匡维武

责任部门：基建处

校园环境建设规划

分管领导：任 民

责任部门：后勤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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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规划

分管领导：张士昌 王光芝 周有波

责任部门：组织部、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工会

3.学院（部）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分管领导：各联系校领导

责任部门：各学院（部）

四、规划编制的时间进度安排

根据工作实际和规划编制要求，规划编制工作进度大体分为

六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5 年 10 月)

组建学校“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机构，确定规划编制工作

方案，召开规划编制工作动员部署会，启动学校“十三五”规划

编制工作。

（二）前期调研阶段(2015 年 10 月—11 月)

通过校内外调研、召开各种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征求多

方意见和建议，提出规划编制的基本框架和思路;认真总结“十

二五”规划的执行情况，广泛收集学校“十二五”期间各项事业

发展的主要数据。各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研究规划编制工作方

案，周密安排部署好本单位有关规划编制的基础工作;各学院

（部）要尽快成立规划编制组织机构，组建精干的规划编制起草

机构，提出本单位规划编制的基本框架与思路。

（三）文本起草阶段(2015 年 11 月—2016 年 2 月)

在前期调研、总结分析的基础上，编制形成学校“十三五”

规划的文本初稿。各专项规划和学院(部)规划正式启动文本编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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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求意见和修改阶段(2016 年 2—3 月)

贯彻落实国家、行业、区域等改革发展有关精神，修订完善

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经学校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形成

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讨

论，并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根据论证和咨询意

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学校总体规划审议稿，并提交

学校教代会审议。

（五）审定发布阶段(2016 年 3—4 月)

总体规划由校长办公会审议后，提交党委会审定批准;专项

规划经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修订完善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和

党委会审定。经审定后，学校正式印发总体规划及各专项规划。

（六）任务分解阶段(2016 年 5 月—6月)

开展规划任务及主要指标分解工作，发布实施学校“十三五”

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实施(分工)方案。各学院(部)依据学校“十

三五”发展规划，修订完成本学院(部) “十三五”发展规划，

并报学校备案。

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做好“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是关系学校未来五年发展

的重点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学校成立齐鲁工业

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总体负责学校发展规划

的编制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部）要相应成立规划编制

领导小组，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负责本单位的规划编制工作，

制订详细的工作方案。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学院（部）院

长、主任作为责任人，并指定一名负责规划起草工作的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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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衔接，整体推进

编制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发展的方方面面，编

制过程中要加强衔接，确保高质量、高水平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各单位一定要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抓住关键问题，认真研究规

划内容，并将其与年度工作和聘期考核结合起来，把规划目标、

任务、措施做细做实;要加强与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领

导小组、起草工作小组的沟通，牵头单位要加强部门与部门、部

门与学院（部）之间的协调，注重学校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各

学院（部）规划的相互衔接，实现各学院（部）规划与学校规划

相衔接，各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相衔接，各专项规划之间相衔接，

做到下级规划服从和落实上级规划，同级规划各有侧重、各有分

工。

（三）民主参与，科学决策

“十三五”发展规划是学校今后五年发展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与路线图。为提高全校师生员工对规划编制工作的参与度，要通

过多种形式，在规划编制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进行广泛宣传，

为师生员工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开辟畅通的渠道，广泛听取学校各

方面的意见，使广大教职员工更多更好地认知规划、关心规划、

参与规划，形成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决策咨询机制，切实

增强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可行性，真正树立规划的权威性，确保

规划的顺利实施。

（四）突出重点，严格实施

学校和各学院(部)的规划，均要按照突出重点,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方针，突出重点任务、主要方向，使规划在解决实际问

题、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校综合实力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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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规划的性质和作用，既要研究提出预期性、前瞻性、

导向性的指标，也要研究提出一些有约束力、可检查、可评估的

指标，作为指导办学的重要导向，在办学实践中认真实施。

齐鲁工业大学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