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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理学院“十四五”服务地方规划 

 

根据《湖北文理学院‚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结合学校

服务地方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十三五”服务地方总结 

‚十三五‛以来，学校出台《湖北文理学院全面服务襄阳经

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湖北文理学院服务襄阳乡村振兴战略‚双

百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湖北文理学院对接‚四业‛行动方案》

《湖北文理学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意

见》，对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通过实施围

绕地方骨干产业集群塑造学科特色优势、深化校企科技合作助力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推行教育供给侧改革提高人才服务地方符合

度、聚焦产业发展需要提升人才资源供给水平、深化就业指导帮

扶提高人才服务契合度等一系列举措，推动服务地方工作不断取

得新进展、新成绩，服务能力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构建形成全面

服务地方发展新格局。 

（一）取得的成绩 

1．做好顶层设计，开创服务襄阳新格局 

2018 年 3 月，学校党委提出‚立足襄阳，扎根襄阳，融入

襄阳，服务襄阳‛的新服务理念，做出全面服务襄阳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决定，建立‚校领导驻点联系、职能部门与二级学院协

同推进‛工作机制，明确‚扎根县域，创新引领，精准服务，合

力共进‛工作重点，把全面服务襄阳固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意志、

共同行动。服务理念的更新升级，为学校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和成

效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开创了‚点面结合、特色突出、校地联

动、精准服务‛的全面服务襄阳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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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抓实服务项目，实现校地共赢大发展 

学校不断抓实服务地方工作落地、落实、落小、落细，研究

出台《服务襄阳乡村振兴战略‚双百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制

订《‚双百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吹响科技创新服务襄阳高质量

发展号角。‚十三五‛期间，学校共立项‚双百行动计划‛项目

140项，紧密围绕乡村、企业、社区实际需求，通过深入一线调

查研究寻找课题对接需求，签订服务合作协议明确任务设定目

标，设立项目细化服务路径与服务过程，紧密联系县市区党委政

府加强指导协调，采取多团队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共同发力，以

小切口谋求大服务，不断拓展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努力实现服务

的持久化、全面化、系统化，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增强企业创新

能力，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以‚双百行动计划‛为切入点，学校聚焦襄阳重大战略和重

点工作，组织开展了 112个襄阳经济社会调查‚111行动计划‛、

‚智库决策咨询专项‛‚自贸区建设与发展专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专项‛‚科技助力襄阳经济‛等项目及襄阳市村庄建设指引

规划编制专项行动等科技服务工作，紧密围绕襄阳基层一线建设

发展需求广泛深入地组织 700多位教师、600多名学生开展科技

服务活动，创新出‚蹲点式‛‚订单式‛‚推介式‛等服务新模式，

不断挖掘合作深度，拓展合作广度，创造出 362项服务成果，打

造出 103支服务团队。在做好服务项目的基础上，项目团队与服

务方签订横向服务合同 94个，合同金额 673万元，到账经费 520

万元；编制完成 74 个村庄建设指引规划；编印《湖北文理学院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要报》20 期，28 份调研报告得到省

市领导肯定性签批。 

在服务企业转型发展方面，32 支服务团队开展研发课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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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技术咨询等项目 35项，申请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53 项，实现

成果转化 23 项，开发新产品 4 个，获得省部级科技奖 7 项，联

合企业获批省、市科技平台 6 个。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71 支

服务团队为服务对象制订乡村发展规划 57个，制作景观设计 19

处，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5项，构建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1个，

指导村志编纂 13 部，制作乡村宣传视频 3 部，培训乡村专业人

才 70余人。学校服务地方成果成效得到《农民日报》《湖北日报》

《襄阳日报》、湖北卫视、光明网、央视科技频道等诸多媒体争

先报道，社会各界对学校在奋力书写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中

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了广泛赞誉。 

3．共建科研平台，形成持久服务强支撑 

学校积极与襄阳基层政府和部门机构联合组建‚乡村振兴与

基层治理研究中心‛‚乡村振兴与农村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旅游

发展研究院‛‚‘汉水乐府’音乐传承研究基地‛‚区域语言文化

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汉江文化研究中心‛等 6 个科研服务平

台，争取共建资金，聚焦特色领域，汇聚校地双方优势资源开展

长期、深入研究，不断挖掘、拓展服务深度，服务成效得到不断

固化、持续深化。 

4．打造智库品牌，提升咨政建言新能力 

自 2017年以来，学校紧密围绕襄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

重要问题，以经济社会调查‚111行动计划‛专项为抓手，组建

智库团队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获取第一手资料，剖析不足和

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编撰《智库要报》20 期，得到市委市政

府领导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5．聚焦历史文化，构建挖掘传承大平台 

学校聚焦襄阳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先后成立三国及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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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研究所、宋玉研究中心、孟浩然研究中心、唐诗与襄阳研

究所、米芾研究所、刘秀研究所、荆楚艺术研究所等一批专门研

究机构，集中优势力量，合力攻关，推出一系列以‚三国历史文

化研究丛书‛（10卷本）、‚历代名人咏襄阳‛（5卷本）等为代表

的优秀成果，涌现出一批以王辉斌、叶植教授等为代表的襄阳历

史文化研究专家，为襄阳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2020

年，学校组建襄阳历史文化研究院，进一步优化管理体制、创新

工作机制、融合校地资源、提升能力成效，着力提高研究的系统

性、对策的针对性、成果的高端性和文化的品牌性，打造‚知名

专家引领、校地深度融合‛的襄阳历史文化挖掘传承新生态，从

根本上促进襄阳文旅融合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6．强化建章立制，打造管理服务好生态 

学校持续优化、完善科技创新服务地方发展相关政策制度，

建立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先后出台《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

《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科研经费报销暂行办法》《‚双

百行动计划‛廉洁规定》《科研仪器对外开放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科技创新团队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持续改革管理体制，不

断优化管理机制。通过采取编印《科研管理制度速查手册》，加

强政策宣讲解读，宣传和表彰在社会服务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等多种方式，激励广大教师投身到科技创新服务地方发

展中，建立起科技创新服务社会良好生态环境，有力推动社会服

务工作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 

7．完善促进机制，促进科教协同发展 

学校不断完善科教协同发展的促进机制，推进科学研究和服

务地方促进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通过采取对吸纳学生参加的

科研项目优先立项和推荐、将指导学生完成的科研成果及培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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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纳入结题验评价范围、将吸纳学生作为申报‚双百行动计划‛

项目的必备条件、专门设立针对学生的科研项目、出台《科研经

费报销暂行办法》为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报销经费提供便利、在科

研绩效考核中加强对学术著作及其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考

核评价、在单位、企业设立科研平台、实习实训基地、研究生工

作站等培养平台促进学生深入单位、企业一线围绕实际问题开展

学习研究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引导和激励广大教师在科研活动中

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将科研成果、科研平台应用于

教育教学提升教学质量。 

（二）不足之处 

‚十三五‛以来，在全校上下共同努力下，学校科技创新服

务地方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对照省、市党委政府对学校的期待，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还需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是进一步深化与地方党委政府的协同协作，完善定期交流

和齐抓共管机制，形成更大合力，推进服务地方工作向更高水平

发展。 

二是进一步聚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重要产业开展

科技创新与服务工作，努力产出更多、更好的大成果、大成效。 

三是进一步加强高水平产教融合体系建设，推进校地校企科

研平台共建、共享，紧密围绕襄阳各县市区打造特色服务平台，

形成服务合作长效机制，为服务能力水平不断提升提供有力支

撑。 

四是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领域、完善合作机制，

着力构建多团队多学科协同协作、交叉融合的系统化服务体系和

合作方式。 

五是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的企业需求契合度和市场价值，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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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培育高价值成果，推动成果转化效益快速提升。 

六是进一步加大科研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宣传，创新宣传和服

务模式，充分挖掘和彰显科研仪器设备潜能和服务企业科技进步

成效。 

二、服务地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双一流‛建设对学校服务地方提出新要求 

国家和湖北省加快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

服务地方的能力水平成为提升学校、学科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一

流建设的本质是内涵建设，归根结底是促进高校快速提高支撑和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十四五‛期间，学校将进一步深化科

技创新服务地方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与地方需要的契合度，

积极在一流建设中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在服务地方中不断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持续快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 

（二）知名高校入驻襄阳为学校服务地方提供合作新空间 

近年来，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

北工业大学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知名高校纷纷在襄阳建立

校区、研究院、研究生分院，短期内对学校争取地方项目形成竞

争压力，但同时也为学校提供了联合知名高校共同服务地方，实

现合作共赢，快速提高服务能力，做大服务成效提供了新空间。

‚十四五‛期间，学校将紧抓机遇，进一步深化与入驻高校合作，

积极发挥主场优势，深挖合作机遇，拓展合作空间，在合作中实

现共赢，快速提升科研水平和服务能力。 

（三）地方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学校服务地方赋予新动能 

‚十四五‛期间，襄阳市将深入推进‚一极两中心‛建设，

加快打造区域创新中心，引领带动‚襄十随神‛城市群发展，为

学校深化推进校企联合创新，不断提升服务成效提供了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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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将进一步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大力推进先进技术研究院、县

市区研究院、企校联合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积极参与

湖北隆中实验室建设，推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需求链深

度融合，在服务襄阳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做出积极贡献。 

三、“十四五”服务地方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 

坚持和发扬‚立足襄阳、扎根襄阳、融入襄阳、服务襄阳‛

发展理念，以《湖北文理学院全面服务襄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

为引领，通过不断加强合作对接，打造合作平台，抓实合作项目，

创新合作机制，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成效，有力推动学校科

技创新服务地方向纵深发展，形成显著成效和社会影响。 

（二）目标任务 

根据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结合学校学科科研优势

特色和发展需要，制定如下目标任务： 

1．坚持和进一步发展‚四个襄阳‛理念，建立学校与地方

党委政府定期交流和齐抓共管新机制。 

2．围绕襄阳及各县市区重大发展战略、重点行业产业与县

市区政府和龙头骨干企业等共建研究院等特色科研服务平台 12

个以上。 

3．推动科研仪器设备对外开放共享服务，争取服务经费 500

万元以上。 

4．立项‚双百行动计划‛等服务项目 200 项以上，创造直

接服务地方重要成果 300个以上，在汽车、机械、食品、化工等

领域形成品牌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5．紧密围绕地方党委政府重大战略、重要工作组织开展对

策研究，编印《智库要报》等智库成果 50 篇以上，并推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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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产生明显经济社会效益。 

6．建好襄阳历史文化研究院，把研究院打造成为全国知名

的襄阳历史文化研究平台。 

四、“十四五”服务地方的主要举措 

‚十四五‛期间，学校将采取以下主要举措，着力汇聚校内

外资源优势，完善校内外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创新创造潜力，促

进学校人才链、创新链与地方产业链、需求链紧密对接，推进科

技创新服务地方成效更大彰显，促进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建设水

平持续快速提升。 

1．与襄阳市相关部门、县市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升

级构建协同协作、齐抓共管新机制 

学校与襄阳市相关部门和县市区政府建立符合地方实际、贴

合地方需要、发挥学校优势、具有地方特色的战略合作协议及专

项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明确主攻方向，设定合作目

标，确定责任部门，建立定期交流、协同协作齐抓共管新机制，

聚焦地方发展战略和重点工作开展务实合作，推进科研平台共

建、服务项目共抓、服务成果共育，服务地方取得大成效，形成

大影响，实现大发展。 

2．规划建设县市区研究院，打造一体化、集约式、高水平、

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新平台 

以‚聚焦产业，创新引领，精准服务，合力共进‛为理念，

规划建设一批县市区研究院等科技服务平台，聚焦襄阳各县市区

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等现实需求，通过不断深化合

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途径，持续创新服务模式，深入开展联合

攻关，合力推进成果转化，不断推进服务链条向下延伸，将研究

院建设成为集‚需求汇集、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于



 9 

一体的集约式、高水平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成为学校服务县市区

高质量发展的‚桥头堡‛和现场指挥中心，有力推进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统筹推进研究院与企校联合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

‚双百行动计划‛服务点、教学实习实训点、艺术创作基地等各

类教学科研平台、机构的建设工作，持续推进研究院与校内科研

平台、创新团队、教育资源紧密衔接，努力构建形成‚校内外联

动一体化发展‛的产教深度融合体系，为学校人才培养改革、一

流学科建设、硕士点建设和综合性大学创建提供更广阔、更有力、

更持久支撑。 

3．绘制襄阳市重点产业、骨干企业分布图，聚焦重点方向

挖掘、提升合作新成效 

联合襄阳市及县市区相关部门绘制襄阳市重点产业、骨干企

业分布图，结合学校重点学科、科研平台、骨干团队等优质资源，

聚焦重点合作对象及合作方向，积极对接龙头企业和‚影子冠军‛

企业不断深化合作，推进重大科技成果联合研发和成果推广应

用，形成一批有重大技术含量、重要市场价值、显著经济社会效

益的标志性成果，为申报获批国家科技奖和省部级一等奖及国家

和湖北省重大重点项目奠定扎实基础。 

4．绘制我校科技创新团队、科研骨干及重要研发领域分布

图，系统高效精准拓展服务合作新深度 

绘制学校科技创新团队、科研骨干及重要研发领域分布图，

并与襄阳市重点产业、骨干企业形成‚热链‛，系统规划设计重

点校企战略服务关系，形成长期战略合作联系，系统化推进校企

合作。采取定期走访宣传科研平台与科研成果、主动推介创新团

队与科研骨干、共同挖掘技术难题与合作项目、合力推进技术攻

关与成果转化等一系列举措，建立系统布局、高效对接、精准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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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高水平产学研合作机制，不断推进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定

期组织开展科技创新服务地方发展成果展和经验交流等活动，加

强对典型成果成效、先进人物事迹宣传报道，积极引导创新团队

加强‚抓重点企业、谋长远发展‛的战略思维，进一步强化‚帮

企业发展就是帮团队成长‛的合作意识，为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发

展汇聚更多人才、营造更好氛围、催生更好成果、产生更大影响。 

5．定期组织开展‚教授博士企业行‛，提高谋划推动产业发

展新能力。 

定期组织科研骨干、科技团队深入企业生产研发一线开展调

研交流，精准掌握企业科技发展现实需求，促进学校人才链、创

新链与地方产业链、需求链更加紧密对接，推进校企联合科技攻

关团队建设发展。鼓励教师加入产业协会积极参加产业发展论

坛，准确掌握国内外产业发展态势和技术革新方向，提高对产业

发展与技术革新的谋划与创新能力，积极争取参与起草地方产业

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提升服务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能力水

平。 

6．加强与知名高校在襄科研机构合作，催生更多标志性新

成果 

以共建‚湖北隆中实验室‛为抓手，充分发挥我校‚在地‛

优势和‚主场‛优势，积极与知名高校在襄科研机构开展横向合

作，打造优势互补的校际联合科技创新团队，在合作共进中发挥

我校优势特色，培育新的增长点，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创新水平，

催生出更多更好标志性成果成效。 

7．发挥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作用，促进成果转化新提升 

着力建设好我校‚湖北科技成果转化资源分站‛，进一步推

进与湖北省技术交易所在科技创新与资源共享上的深度融合，充



 11 

分发挥分站聚焦行业需求培育高价值科技成果、密切联系校企推

进转化对接的促进作用。积极邀请行业企业高水平技术专家和管

理专家来校指导应用性科学研究，提升成果技术价值，提高成果

市场需求契合度，促进成果转化效益明显提升。 

8．建好襄阳历史文化研究院，谱写文化传承创新新作为 

大力推进襄阳历史文化研究院建设发展，聚焦襄阳历史文化

艺术的发掘保护、利用创新研究组建团队开展长期、深入研究，

组织编纂《襄阳通史》《襄阳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研究》《襄阳历

史文化概览》《襄阳历史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等系列重要著作，

举办襄阳历史文化国际性高峰论坛，积极参与襄阳历史文化影视

作品拍摄，助力襄阳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把研究院打造成为全

国知名的襄阳历史文化研究平台，积极争取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中

华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9．聚焦地方需求打造新型智库，做出助力地方发展新贡献 

结合湖北和襄阳实际，紧密围绕省市重点战略、重大问题、

重要工作，精心研究策划智库选题，组建课题组深入一线开展调

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数据，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断提

高《智库要报》等智库成果质量。加强与相关部门对接，积极推

动成果采纳应用取得更大成效，助力地方党委政府社会治理现代

化水平不断提升。 

10．不断优化科研绩效考核，增强服务地方发展新推力 

围绕学校和地方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优化科研绩效考核指

标体系，进一步突出对地方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和重要价值的应用

性成果政策导向，引导和激励广大教师更加关注围绕地方高质量

发展需要开展科学研究，更加注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并

产出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应用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