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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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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结硕果 服务地方显特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向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迈进

79年风雨兼程，79载砥砺奋进！

79年来，坐落于滨海旅游城市秦皇岛

的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广大师生员工，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一所曾经名不见经传、学科单一的初

级职业学校，而今已经成长为声名远播的

省属综合性本科院校。

学校现有秦皇岛、开发区、昌黎 3 个

校区，74 个本科专业，6 个学术学位硕士

授权一级学科、17个二级学科的学术学位

硕士授权点，5 种专业学位 14 个授权领

域；全日制本科生约2.1万人，各类硕士研

究生604人；拥有7个省级重点学科和重点

发展学科，1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11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6 个省级品

牌特色专业；先后获 2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43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教育部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

划改革试点、教育部首批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科技部国家级科技

特派员创业培训基地、农业农村部现代农

业技术培训基地、中国科协首批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这一块块熠熠生辉的金字招

牌，每一块都是广大科师人用辛勤的汗水

浇灌而成，每一块都是广大科师人用滚烫

的心血铸就。

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奋斗

的时代！这是一个追梦圆梦的时代！2014

年，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立足自身实际，积

极响应国家和河北省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向

应用型转型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建设特

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的发展目标。2015

年被列入河北省首批10所转型发展试点院

校，2016年被列入国家“十三五”产教融

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支持的全国 100 所应

用型本科高校。

转型试点 5 年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按照“立足应用，服务三农、服务职教、

服务海洋”的发展定位，大力推进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品行

端、专业基础实、实践能力强、创新意识

浓、适应岗位快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017年河北省教育厅组织的对10所试点院

校中期评估中，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名列前

茅。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今

天的科师已经踏上创新发展、转型发

展、特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任民说，“历

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校上

下将同心同德，艰苦创业，为早日建成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

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建

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走出去走出去，，专业综合改革为转专业综合改革为转
型发展型发展““蓄动能蓄动能””

转型发展之初，学校深刻认识到，建

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的关键，取决于

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的契合度，

取决于人才培养类型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的适应度。

“专业是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一

流人才的‘四梁八柱’中最具支撑力的支

柱，是教学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生命线，决

定着人才培养的格局与办学水平。”河北科

技师范学院校长郭鸿湧非常重视专业建设

与改革，“我们必须要认真规划并推进学校

本科专业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与特

色的协调发展。”

为此，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派出 345 人

次，走访了全国 86 所高校、企业单位 41

个,在全校开展了 3 次教育教学思想大讨

论，形成了以国家专业综合试点为引领，

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为参照，学校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为特色，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的专业综合改革建设体系;遴选出29个试点

专业，把课堂搬到校外企业一线或实训基

地，聘请企业一线专家参与授课;制定并实

施了“双证书制”，即学生在校期间除其他

科目考试合格外，每名学生必须通过相关

工种的技术等级鉴定并取得一定等级的证

书后，才能取得毕业证。

为了使专业办得更接地气，学校还聘

请了行业、企业一线专家 280 余人参与人

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设计，直接将社会

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和行业企业对人才岗位

能力的要求吸纳到培养方案中。

请进来请进来，，为转型发展不拘一为转型发展不拘一
格格““引贤才引贤才””

人才培养要适应国家发展、市场需

求，要对培养模式不断改革创新，使之符

合社会发展方向、企业需求。为此，学校

不拘一格“引贤才”：一线专家进课堂、校

友变导师、技师变讲师、学生成嘉宾……

这些过去听起来“不靠谱”的教育教学方

式，如今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已经习以为

常。

将从事林业科研工作 30 多年的廊坊

市农林科学院原院长、国务院特贴专家

王恭祎等行业、企业一线专家请进校

园，直接参与课程教学、专题讲座、论

文指导、实践示范与质量评价等工作，

为培养出高水平的“双师型”人才发挥

了重要作用。

将北京市华都肉鸡公司技术经理王万

里等一批校友变成导师，定期邀请毕业校

友参与培养方案的论证研讨。

将蔬菜种植专家、三河市李旗庄镇李

旗庄香菇农业合作社技术顾问齐福高聘为

兼职教师，向学生传授他长期积累的丰富

经验。

学校还积极征求在校高年级学生的意

见，让其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论证、

研讨、制订、实施和评价工作。

专家指点、校友反馈，再加上在校高

年级学生的全程参与，学院不断总结和完

善现有培养方案，使培养方案始终保持

“最优状态”。

““学中做学中做””““做中学做中学”，”，校企合校企合
作为转型发展作为转型发展““搭台搭台””

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是应用型大学

建设内涵的核心。实践教学环节，是校企

合作培养课程的重点。为此，学校充分利

用行业、企业的一线平台，为学生创新创

业提供真实场所。

“‘校企合作’让我们有了很多实践

场所，帮助我们迅速理解课堂所学，增强

实践能力。而企业也可以在实践过程中发

掘所需人才，一举两得。”对于校企合作的

培养模式，学生们的认可度非常高。

学校根据企业生产的要求和专业教学

的特点，将教学活动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紧

密结合，实施“学中做”“做中学”现场教

学模式，培养了大批“理论基础扎实、实

践技能强”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另一个关键，是要

有一批校内外一线的懂理论、强实践、能

教学的师资队伍。”目前，科师千余名专职

教师中，一半以上为“双师型”教师。他

们把讲台、研究室、实验室搬到生产一

线，使教学和学生实习深度融合于企业、

农业，既服务地方经济，也培养了大批集

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双师”“双证”型人

才。

三年来，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就

业率均达到 95%以上，对口就业率超过

80%，毕业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欢迎。围

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大学建设背

景下专业综合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地方

普通高校转型发展背景下实践教学体系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教学成果，分别获得

了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也得到了兄弟院校

的借鉴使用。

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给农民带来真给农民带来真
金白银的金白银的““科技财神科技财神””

自 2004 年 实 施 科 技 特 派 员 制 度 以

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的科技特派员从

11 人增加到了 238 人，组织选派科技特派

团达 47 个，服务领域涵盖果树、蔬菜、

养殖等 38 个产业，服务范围覆盖京津冀

11 个地市。学校先后被评为“秦皇岛市

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单位”、国家科技部

“河北秦皇岛国家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

地”。

十几年来，一大批科技特派员典型创

造了显著的实施成效和良好的社会影响。

——科技特派团入驻国家级贫困县青

龙满族自治县的43个贫困村，实现了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可持续发展。

——“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闫立英

教授，以旱黄瓜新品种辐射带动周边1000

余农户致富。

——“板栗专家”张京政教授，创

建 17 个板栗提质增效 QQ 群、微信群和

微信公众号，疫情间线上指导、培训栗

农……

同时，学院的科技特派员团队还参与

建设了邢台市沙河红石沟休闲生态农场、

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中保绿都心乐园亲子

文创园区、唐山滦州市鸡冠山生态农业产

业园、迁安市亚滦湾农业公园等多个农业

示范基地。

十几年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人才如

笋：张立彬、史秋梅、常学东三位教授带

领的科技服务团队，荣获河北省“李保国

式科技服务团队”称号，还有“樱桃教

授”边卫东、“中药材”专家乔亚科、杂粮

团队林小虎、板栗师生三代王同坤、齐永

顺、张京政……“科师人”，被亲切地称为

“给农民带来真金白银的科技财神”。

（田秀红、包艳宇、董丽娟、蔡慧）

综合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10 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达19718030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截至北京时间 11 日 7 时 35 分的数
据 显 示 ，全 球 累 计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达
20001019例，死亡病例为733897例。俄罗
斯首款新冠疫苗已获国家注册，俄总统普
京表示，他的女儿已接种，并且感觉良好。

美国已有超38万儿童感染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联合发
表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美国已有超过 38 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且近期儿童感染病例数快速增加。

这份报告统计了美国各地公布的儿童
新冠感染数据。数据显示，7月9日至8月
6日，美国儿童感染病例从20万余例增至
超过 38 万例，4 周内增长了 90%。美国各
地对“儿童”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超过30
个州将儿童年龄界定为0至19岁。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
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作风表
示，儿童新冠患者一般症状比较轻微，出现
重症主要与肥胖、哮喘和其他疾病有关。

俄首款新冠疫苗已获国家注册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表示，俄卫生部
已首次对本国研制的一款新冠疫苗给予国
家注册，他的女儿已接种，并且感觉良好，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大量生产。

据俄总统网站11日消息，普京当天在
位于莫斯科州的总统官邸与多位俄官员举
行视频会议时表示，这款疫苗由“加马列亚”
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以腺病毒
为载体研制而成，“疫苗已通过必要检验，它
能充分有效发挥功能，稳定生成抗体”。

普京介绍说，他的一个女儿参加了疫
苗试验，注射了两次。“在第一次注射后她
的体温升到38摄氏度，次日降到37摄氏度
多，没有其他状况。第二次注射后，体温在
略有升高后恢复正常且感觉良好，体内的
抗体水平很高。很多受试者在注射这种疫
苗后体温正常。”

新西兰发现感染源不明新冠病例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1日晚说，在该国102天没有发现社区传
播新冠病例后，其最大城市奥克兰报告了4例感染源不明的新冠
病例。目前，奥克兰的防疫响应级别从1级上调至3级。

阿德恩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克兰所有学校、公共设
施、酒吧、餐厅等12日必须关闭，药房和超市继续营业。除特殊行
业工作人员外，居民必须居家。新西兰其他地区防疫响应级别也
将从1级上调至2级，大型聚会将限制在100人以下。

新西兰卫生部总干事阿什利·布卢姆菲尔德说，一名50多岁
的奥克兰男子在出现症状后，于10日、11日进行两次病毒检测，结
果均为阳性。他没有海外旅行史，家中还有6人，其中3人检测结
果为阳性，另3人为阴性。

今年是《财富》杂志连续第26年发布
世界 500 强排行榜。作为洞察全球最大
企业最新发展趋势的重要榜单，《财富》世
界 500 强常年受到各界高度关注。今年

《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企业营业收入
达到33.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接近
中美两国GDP的总和。作为排行榜门槛
的最低销售收入，从 248 亿美元提高到
254亿美元。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全
国企业合规委员会副主席王志乐表示，
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500强
的经营状况跌入低谷，此后经营状况逐渐
恢复，2018 年出现明显转变。“在 2018 年

世界500强经营业绩大幅提升的基础上，
2019年，世界500强的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2%，达到历史高峰，利润同比减少 4.3%，
销售收益率为6.2%，净资产收益率则达到
11.3%。”他表示。

从行业来看，银行业上榜企业数量最
多，达到50个，进入榜单的中国银行共有
10家。上榜的互联网相关公司共有7家，
分别是亚马逊、Alphabet公司、Facebook公
司以及京东集团、阿里巴巴集团、腾讯控
股有限公司和小米集团。这些中美互联
网大公司的排名较去年均有提升，其中阿
里巴巴上升50位，排名提升幅度最大。

从榜单排名看，沃尔玛连续第七年成

为全球最大公司，中国石化位列第二，国
家电网上升至第三位，中国石油位列第
四，壳牌石油下降至第五。在排名位次变
化上，今年上升最快的是英国保诚集团，
大幅跃升292位。值得一提的是，排名跃
升最快的前十家公司中有六家保险行业
公司，中国上升最快的两家公司也均来自
保险行业，分别为上升138位的友邦保险
和上升81位的国泰金融控股。

在净资产收益率（ROE）榜上，美国
劳氏公司跃升至首位，中国公司中排位靠
前的是恒力集团、泰康保险、青山控股、碧
桂园和中国人寿保险。在利润率榜上，排
名最高的是台积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
位居第二，辉瑞利润率同比大幅提升位列
第三，阿里巴巴以近 29%的利润率位列
第五。

8月10日，2020

年《财富》世界500强

排行榜正式发布。榜

单数据显示，2019

年，世界 500强企业

营业收入达到33.3万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

高。与此同时，中国

大陆（含香港）公司数

量达到 124 家，历史

上第一次超过美国

（121家）。加上台湾

地区企业，中国共有

133家公司上榜。

业内人士表示，

中国企业规模和大公

司数量不断增加，既

是中企发展壮大所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也

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所必然孕育的成

果。榜单数据也显

示，中企整体盈利水

平相较美国企业仍有

一定差距，需进一步

增强盈利能力、全球

竞争力以及合规竞

争力。

今年排行榜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无疑
是中国大陆企业上榜数量实现了历史性
跨越。今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公司数量
达到124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
家）。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 133
家公司上榜。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刘
兴国对记者表示，这既是中国企业发展壮
大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中国经济持
续快速增长所必然孕育的成果。

从行业来看，上榜的124家中国大陆
（包括香港）企业大都有着制造业根基，钢

铁、煤炭、石油石化、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有
不少企业入围。作为新型城镇化中坚力
量的房地产业以及作为新生代企业典型
代表的互联网行业，也有企业代表进入世
界500强。

不仅数量增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
大，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地位也不
断攀升。在124家入围的中国大陆（包括
香港）企业中，有 8 家企业为新进入排行
榜，剩余116家企业中有63家排位比上年
提升，与上年排位持平的为 3 家，比上年

有所下降的达50家。
刘兴国指出，更多中国企业入围榜

单，既和部分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有关，也
和企业内生增长有关。“企业大规模推进
并购重组，在提升市场集中度的同时，显
然也快速推动了企业规模扩张。也有一
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不断增强核心竞
争力，助力市场份额快速增长。”他说。

与世界500强横向比较，中国企业经
营状况同样达到全球企业的平均水平。
2019 年，世界500 强平均销售收入666 亿
美元，中国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入669亿
美元；世界500强净资产平均364亿美元，
中国上榜企业净资产平均364.4亿美元。

业内人士表示，本次榜单中企数量现
历史性跨越，反映出我国经济较快发展、
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市场化程度的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的“庞大”不等于“强
大”，在专家看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不断
深入，中企需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从
大企业真正成长为强企业。

从盈利能力来看，中国企业“大而不
强”的情况仍然存在。“世界500强平均利
润为 41 亿美元，而中国上榜企业平均利

润为35.6亿美元。”王志乐表示，相比国内
市场，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开拓仍有
不足。

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加大
科研投入，但在部分技术上的研发能力仍
显不足。刘兴国称，国内需求倾向于追求
物美价廉，客观上导致部分企业优先选择
低成本、低价格的发展路径，制约了企业
的盈利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的
制造水平、制造能力低于美国企业。在他

看来，中国企业优势更多表现在市场渗透
与扩张能力上。

此外，在强化合规管理、增强合规竞
争力等方面，专家表示，中企仍需加快提
升合规管理力度，真正形成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部分上榜中国企业
面临着合规挑战，例如一些中国银行的海
外机构因为反洗钱不力等原因而被国外
监管机构查处等。”王志乐指出，目前正值
全球产业链和竞争规则重构，中国企业应
该抓住机会，加快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在
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中国企业的
合规竞争力。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张 莫

罗逸姝

500强企业营收创历史新高

中企上榜数量现历史性跨越

中企国际竞争力需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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