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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喻玲

“一个制度有十几个数学公式，每份文件都
是一篇论文。”11月15日， 记者走进长沙理工大
学党委委员、副校长黄立宏的办公室，被随手翻
开的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文件“惊艳”到。

黄立宏鞭辟入里：“人事管理在高校工作
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关系着教学、科研、人才
培养，不系统不行；关系着学校的长远发展，
不科学不行；关系着每个教师的利益，不细致
不行。”

其实， 黄立宏还有一句话没说：“人事制
度改革，没有担当不行”。

人事制度改革没有担当不行

2015年7月，黄立宏调任长沙理工大学副
校长， 一到任就主动接下了人事制度改革这
个“烫手的山芋”。

此时的长沙理工大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发展期，教育部提出建设“双一流”高校，学
校党委的目标是“百强”高校。新一轮的高
校竞争开启，学校发展面临窗口期也是关口
期。“跳上去能摘到桃子”，但要跳上去，“超
编运行、学历差异大、教学科研水平参差不
齐……” 由四所学校合并而来的人事遗留问
题个个是拦路虎。

没有时间犹疑观望。 黄立宏在校党委的
领导下，立即启动人事制度改革，学校发展迫
在眉睫，抢时间就是抢机遇。

黄立宏充分发挥自己应用数学的专业优
势，以问题为导向，用数据说话，用科学的态
度和方法进行学校人事改革。他牵头人事处、

教务处、科研部等职能部门，同时召集三名
既有管理经验又有数学背景的专家教授，经
过半年的调研，广泛收集意见，掌握了学校
教职工结构、教学和科研产出数据及业绩计
算不合理、编制核定及管理不完善、绩效分
配模型不科学等问题，为推进改革提供了可
靠的数据依据。

2016年5月，长沙理工大学全面推进人事
制度改革。改革方案一公布，全校哗然。学校
对教师实行3年一个周期评价和管理，考评结
果直接与工资和绩效挂钩， 不合格还面临高
职低聘、换岗分流或淘汰出局。没人能躺在功
劳簿上睡大觉，也不能再把主业当副业。改革
前的“三无人员”（无C刊及以上论文、无省部
级及以上课题、无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有了危
机感。改革方案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时，出现
了弃权和反对票。

2017年底， 人事制度改革迎来了中期检
查，全校近300名教师不达标被预警。部分学
院心存顾虑，不敢再较真。

“改革一旦开始，就不能半途而废。但改
革的目的是激发每一名老师的活力， 提高每
个老师的贡献率。” 黄立宏立即组织专家团
队进行中期督察。 数学与统计学院是黄立宏
联系的学院，中期检查有11名教师预警，他一
对一地给予指导，分析问题。3年的周期结束，
全校只有22名教师不合格，有的主动调离，其
他的严格执行换岗或低聘。

分类考核留才俊

人事管理工作是引擎， 但又苦又累还得
罪人。黄立宏分管人事工作后，3年换了4任人

事处长，但工作照常大刀阔斧地在推进。
黄立宏坚持原则，敢于亮剑。2017年招聘

40名专职辅导员、2019年招聘90名管理人员
和辅导员，不知有多少人打招呼，但黄立宏坚
持资格确认不放松，从笔试到面试，招聘全过
程参与，全天候监守，校纪委和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竟没有收到一起投诉。

在黄立宏的主导下， 长沙理工大学首次
在省属高校中推出学院和教师分类（教学型、
教学科研型、科研教学型、科研型）考核时，也
为教师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诸多服务与支
持。 如每年招聘高水平博士， 给予三年培养
期，配导师、收入托底、给予人才津贴等优厚
待遇。但引进和培养并举，原有教师与引进人
才享受同等待遇，因此并没有“招进女婿气走
儿子”，反而激发了原有老师的积极性。在学
校高级职称职数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近日又
将下发《特聘教授副教授管理办法》，以期留
住更多青年才俊。

11月15日， 该校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党
委书记符慧林告诉记者，改革后，学院省级、
国家级平台都有突破，博士点也成功获批。而
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黄创霞赞赏分类评价充
分调动了各类教师的积极性。现在，学院将公
共数学打造成了“金课”，有两个教师评上了

“教学型教授”。
3年来，通过引进和培养，长沙理工大学

61%的学院博士化比例已超过了5成， 专任教
师国际化比例提高了9%，近两年就有3名青年
教师入选“青年长江学者”。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11月18日，黄立
宏告诉记者， 他们正在对人事制度进行更精
细化调整优化。

激发每一名老师的活力
———记长沙理工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黄立宏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整改电线电缆类产品质量安
全隐患110个； 下架封存疑似不合格安全
帽6035顶；发现危险化学品和包装物及容
器质量安全风险问题253条……省市场监
管局今天披露，全省对重点工业产品为期6
个月的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聚焦电线
电缆、 安全帽及劳动防护用品、 危险化学
品、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等产品，成效
明显。

4月以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检查电线
电缆类产品生产经营单位229家； 检查防
爆电气及砂轮产品生产经营单位144家；

出动执法人员3024人次，检查安全帽获证
生产企业及经营销售门店； 排查危险化学
品和包装物及容器生产经营单位563家；
对77家食品用纸制品企业开展“地毯式”排
查。 专项整治行动从重从严查处质量违法
行为，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确保及时、彻
底化解。

省市场监管局介绍，专项整治行动逐步
建立并完善了从产品设计、原料进厂、生产加
工、 出厂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工业品全过程监
管链条。 下阶段着力抓好质量安全整改问题
的跟踪复查， 完善各个环节质量安全监管制
度，加快推进质量安全诚信体系建设。

整治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见成效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张盼）今天上午，湖南金融中心政
务服务超市在长沙湘江基金小镇揭牌运
营。该超市突出政务服务、金融服务、活动
服务三大特色， 为入驻湖南金融中心的金
融机构及配套服务机构提供商事登记、税
务开办登记、单位参保登记等一站式服务。

该政务服务超市设有办公大厅、 前台
咨询区、 综合办理区、24小时自助服务区、
特色金融服务区、 宣传展示区和业务洽谈
休息区等，首期业务范围涵盖商事登记、税
务登记、政策咨询、社保服务、金融专业服
务等。在政务服务方面，创设“前台综合受

理，中岛业务支撑，后审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一体化办理模式，方便企业一窗式
办理商事登记事项。在特色金融服务方面，
定期举办“岳麓金融沙龙”品牌活动、“资润
岳麓、创新潮涌”岳麓区创新企业投融资路
演活动等， 为金融机构与企业搭建业务互
动平台。此外，还将在优惠扶持政策上精准
发力， 加大对金融产业发展相关扶持政策
宣传力度，根据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需求，
提供专项定制服务和针对性服务。

目前， 湖南金融中心已引进金融机构
及配套企业430家， 今年预计可实现税收
20亿元。

集成三大特色服务

湖南金融中心政务服务超市开业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廖承雄)11月16日， 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富联”）与衡
阳白沙洲工业园区、 高新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协议，共同出资建设衡阳“智造谷”，推动
衡阳智能制造业升级发展。

根据协议，工业富联衡阳“智造谷”项
目将聚焦“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整合
研究开发、应用示范、人才培养、创新创业4
大功能， 着力培育高端技术型、 高端技能
型、高端经营型人才，推动衡阳企业转型升
级。同时，将助推衡阳成为国内智造新产业

集群建设推广总部， 树立中国制造业转型
行业级标杆。

作为全球16家“制造业灯塔工厂”之
一， 工业富联提供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
的产品设计、制造与服务技术，致力推动
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工业富联已
投入使用的“熄灯工厂”，即以车间熄灯
作业为特征， 全部生产活动由电子计算
机控制、机器人操作，无需配备工人，已
实现柔性生产、智能调度、品质预测、能
耗监控等智能作业， 能促进工厂自动化
效率提升15%。

聚焦“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工业富联与衡阳共建“智造谷”

11月20日，隆回县三阁司镇资江村，县纪委监委干部在走访群众，了解产业扶贫资
金落实、党员干部作风等方面的情况。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隆
回县纪委监委扎实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通过拓宽信访渠道、“带着板
凳进村”等方式，着力摸排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王昆 王觉夫 摄影报道

田间地头
访民情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甜甜）实施就业援藏工程，是落实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 今天，西
藏籍高校毕业生来湘集中上岗交接会在长
沙举行，我省今年招录的15名西藏籍高校毕
业生来湘集中上岗， 并将分赴5个市州开展
工作。

湖南高度重视援藏工作， 为进一步拓宽
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内地就业渠道， 建立长效
机制。今年8月，省委组织部、省委编办、省人
社厅联合发布《关于做好从西藏籍高校毕业
生中招聘事业单位人员工作的通知》， 确定
从今年起， 每年向西藏提供不少于20个事
业单位岗位，专门用于招录西藏籍高校毕业

生。招聘单位范围为市州及县市区所属事业
单位。

据介绍，本次招录的15名西藏籍高校毕
业生， 分布在我省5个市州。 目前，5个市州
人社局和15个事业单位已做好准备，以帮助
西藏籍高校毕业生解决各种困难，搞好服务
保障。

15名西藏籍高校毕业生来湘集中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