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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院领导致辞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简称西北研究院）

于 2016年 6月在整合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由原

冰川冻土研究所、沙漠研究所和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于 1999年整合

而成）、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兰州文献情报中心、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和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而成。是中国科学院党组着眼

于支撑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的重大改革

决定，旨在全面统筹中国科学院西北地区相关优势科技力量，破除体

制机制壁垒，指导和支持西北研究院在中国科学院深入推进“四个率 

先”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世纪 5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为配合国家西北地区开发建设的

战略，针对西北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等问题，开展了冰川、

冻土、沙漠、高原气象、高原生物、盐湖资源、油气资源和资源环境

信息情报等方面的野外考察与科学研究，先后组建兰州冰川冻土研究

所、兰州沙漠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地质研究所、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盐湖研究所和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等单位。

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共同努力，开拓和发展了我国的冰川学、冻土学、

沙漠学、高原及周边地区气候与环境动力学、高原生态学、盐湖资源

学、油气地质学、资源环境信息与战略研究等具有明显学科和区域特

色的研究领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扎根西部、艰苦创业的优秀

科学家队伍和科研创新团队，取得了大量国际和国内领先的科研成果， 

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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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是我国专门从事高寒干旱

地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重大工程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其主要

研究领域（如冰川、冻土、沙漠、高原生态、盐湖、油气地质和资源

环境信息等）均处于国内引领地位。西北研究院将瞄准 21 世纪国家

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以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西

北地区为重点，针对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重

大战略决策和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任务，开展高寒

干旱自然条件下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上的生态系统、环境变

化、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综合性重大

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开发和第三方评估等工作，为国家解决西北

地区在生态、环境、资源、农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技

术支撑和决策支持等。 

综观全球格局，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国际、国内和区域现实的新形势、新目标和新要求，成为中

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外部需要和内部动力。通过实施

跨地区和跨学科领域的资源重组，进一步强化国家重大需求、区域发

展任务和国际科技前沿等导向，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凝聚创新人才

和团队、优化创新平台的基础上，从创新模式、组织范式、成果产出

和示范推广等方面取得大的突破，更好地对接和支撑“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和西部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在新一轮的国家创新发

展事业中做出新的贡献。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西北研究院

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落实中国科学院“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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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和西北研究院“依法治院，

以德兴院”的总方针，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和“一三五”发展

规划，以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切实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坚定信心，牢记西北研究

院的战略定位与使命，进一步增强发展的紧迫感，加快改革创新的步

伐，不断凝聚创新人才，创新发展模式，创新体制机制，为创新驱动

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好科

技“火车头”的作用。 

热忱欢迎海内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社会各界与西北研究院开 

展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 

热忱欢迎海内外各届人士莅临西北研究院参观指导、工作学习。 

谢谢! 

 

西北研究院院长：王涛  西北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谢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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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欢迎您成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简称：西北研

究院）的一员，西北研究院将成为您事业的新起点。 

本手册的目的是帮助您减少新工作中的迷茫和拘束，告知您一些

必须知晓的信息，陈述西北研究院的办院遵旨和未来发展愿景，介绍

西北研究院内部最基本的办事指南和规章制度，陈述您在西北研究院

的基本权利、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熟悉本手册有助于提高您在西

北研究院工作期间的办事效率。 

本手册只是指南，如对手册所述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等有任何

疑问，请与部门负责人或岗位主管联系。 

本手册所做出的相应调整将及时告知您。 

本手册仅供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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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创新文化 

中国科学院院风： 

唯实  求真  协力  创新 

中国科学院科技价值观： 

追求真理，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以科教兴国为己任， 以创新为民为宗旨。创新科技，

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中国科学院优良传统： 

 科学  民主  爱国  奉献 

中国科学院精神： 

追求真理、勇攀高峰， 

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淡泊名利、团结协作， 

实事求是、科学严谨。 

 

西北研究院办院理念：依法治院、以德治院 

西北研究院管理理念：立足岗位  行使权力   

建立权威  树立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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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徽： 

    

 

 

 

 

 

 

院徽释义： 

院徽中 1955 年为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建站日期，也是文献情

报中心（原中国科学院兰州图书馆）成立时间，即 1955 年为西北研

究院各单元往上追溯的最早建立日期，表明了西北研究院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年份下方以书的造型为背景，既代表着文献情报中心，又

代表着那些扎根西部、不畏艰险、乐于奉献、追求卓越的知识分子和

广大的科研工作者。内圈共有 5 种颜色代表西北研究院由 5 个单元组

建而成。上方蓝色区域代表高原大气；中间的白色区域代表冰川冻土；

下方绿色区域代表着寒区旱区生态与农业，条纹状取自盐湖造型，黄

色的区域代表沙漠，褐色的部分代表油气地质。设计中不同的颜色基

本涵盖了我院的研究方向，如冰川、冻土、沙漠、高原生态、盐湖、

油气地质、高原大气和资源环境信息等。从深层寓意看，下方黄色区

域中的 5 个小区域代表盐湖，也代表西北研究院 5 个单元，条纹状既

像铁路又像阶梯，“铁路”寓意着我院在青藏铁路和包兰铁路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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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获得 2 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阶梯”既寓意

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代表文献情报中心，同时也寓意着西北研

究院整合后在新的起点上，围绕服务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西部

大开发战略，进一步攻坚克难、团结协作、继往开来、勇攀高峰，向

着更高、更远、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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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介绍 

（一）简介 

2016 年 6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

(以下简称西北研究院）在兰州宣布成立。西北研究院实行院长负责

制，整合了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兰

州文献情报中心以及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盐湖研究所。会议宣

布了领导班子成员，中科院兰州分院院长王涛兼任西北研究院院长，

兰州分院分党组书记谢铭兼任西北研究院党委书记，赖远明院士任西

北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西北研究院是我国专门从事高寒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

重大工程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其主要研究领域（如冰川、冻土、

沙漠、高原生态、盐湖、油气地质和资源环境信息等）均处于国内引

领地位，与中科院内其他研究单元没有重复。中科院将以 3 个特色研

究所体量和每年 2000 万的基本科研经费作为增量给予支持，并在科

学院主持的科研、人才、平台等项目中给予政策倾斜支持。  

西北研究院的建设目标是：第一、服务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西北干旱高寒的特殊生态、环境、资源为主攻

方向，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修复、资源勘探利用、重大工程建设和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第二、瞄准国际地球

科学发展前沿，在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冰冻圈—岩石圈相互作用

与全球变化、区域气候与环境演变、生态系统退化机制与重建、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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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矿产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形成与利用等领域建立国际先进水平的理

论体系，并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科技成果；第三、在“一三

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和“率先行动”计划的形成和实施中，紧

密结合国家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充分发挥科技优势，研

发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关键技术

和优化模式，通过大范围推广以获得巨大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第四、凝聚一批长期扎根西北的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团队，促进西北生

态环境资源科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完善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的研

究、示范和推广应用的平台；第五、通过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

建设，积极参与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和四类机构分类改革，为进

入特色研究所（群）奠定基础，为适时联合相关研究单元共同申报建

设“西北环境与工程国家实验室”创造条件。  

组建后的西北研究院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7 个中科院重点

实验室，9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 5 个工程或研发中心，6 个国家级野

外观测研究实验站，15 个中科院和研究所级的野外站。将瞄准 21 世

纪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以占国土面积三分之

一的西北地区为重点，针对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西部大开

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和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任务，开

展高寒干旱自然条件下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上的生态系统、

环境变化、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综合

性重大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开发和第三方评估等工作，为国家解

决西北地区在生态、环境、资源、农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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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技术支撑和决策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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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任领导及分工 

  姓名 职务 分工 

 

王 涛 院 长 

主持西北研究院全面工作。负责战略规划和特色研

究所群建设、“一三五”规划制定与实施，负责人

才、人事、继续教育、科技副职、博士后管理、高

级访问学者、客座研究人员、离退休工作。分管人

力资源处。 

 

谢 铭 

书记 

副院长 

主持西北研究院党委工作。负责日常党务和政务、

创新文化建设、安全保卫保密、精神文明建设、党

风廉政建设、统战、工青妇群团、联村联户扶贫、

计划生育工作。负责财务工作。分管办公室、党委

办公室、计划财务处。 

 

赖远明 常务副院长 

负责西北研究院科技管理工作。协管战略规划和特

色研究所群建设、“一三五”规划制定与实施，负

责研究室、实验室、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院地合

作、科普、科学伦理道德建设工作。分管科研管理

处。 

http://sourcedb.careeri.cas.cn/zw/expert/200906/t20090613_1044546.html
http://www.lzb.cas.cn/yk/xeld/201009/t20100913_2962946.html
http://sourcedb.careeri.cas.cn/zw/expert/200906/t20090613_1044520.html
http://sourcedb.careeri.cas.cn/zw/expert/200906/t20090613_1044546.html
http://www.lzb.cas.cn/yk/xeld/201009/t20100913_2962946.html
http://sourcedb.careeri.cas.cn/zw/expert/200906/t20090613_1044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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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刚 副院长 

兼任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主持并

负责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党政工作。完成院长交办

的其它工作。 

 

吴志坚 副院长 

兼任青海盐湖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并负责青海盐湖

研究所工作。完成院长交办的其它工作。 

 

冯 起 副院长 

负责西北研究院支撑系统，野外站管理（联系部门

科研管理处）、信息化（大数据中心、ARP、网站

建设、信息安全、网络维护等）、研究生教育管理

和导师队伍建设工作。分管研究生部。 

 

王 萍 

副书记 

纪委书记 

协助西北研究院党委书记工作，主持纪委工作。兼

任青海盐湖研究所党委书记，主持并负责青海盐湖

研究所党委工作。分管西北研究院监察审计处。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nwipb_cas/zw/rck/200906/t20090613_1042134.html
http://www.isl.cas.cn/gkjj/xrld/200906/t20090612_1037998.html
http://sourcedb.careeri.cas.cn/zw/expert/200906/t20090613_1044527.html
http://www.isl.cas.cn/gkjj/xrld/201606/t20160628_4629968.html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nwipb_cas/zw/rck/200906/t20090613_1042134.html
http://www.isl.cas.cn/gkjj/xrld/200906/t20090612_1037998.html
http://sourcedb.careeri.cas.cn/zw/expert/200906/t20090613_1044527.html
http://www.isl.cas.cn/gkjj/xrld/201606/t20160628_46299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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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发展定位、建设目标 

（一）发展定位 

围绕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

针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修复面临的重大科技任务，开

展高寒干旱自然条件下的发展和对滞后基础上的生态系统、环境变化、

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综合性的重

大基础科学研究，为国家解决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重

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技术支撑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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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目标 

服务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西北干旱高

寒的特殊生态、环境、资源为主攻方向，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修复、

资源勘探利用、重大工程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实施提

供科学依据。 

瞄准国际地球科学与生态、环境、资源科学前沿，在大气圈-水

圈-生物圈-冰冻圈-岩石圈相互作用与全球变化、西北区域气候与环境

演变、生态系统退化机制与重建、水土和矿产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形成

与利用等领域发展和完善理论体系，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科

技成果。 

在“一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和“率先行动”计划的形成

和实施中，紧密结合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充分

发挥科技优势，研发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协调发

展对策、关键技术和优化模式，通过大范围推广以获得巨大社会、生

态和经济效益。 

凝聚一批长期扎根西北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促进西北生态

环境资源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完善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的研究、师

范和推广应用的平台，成为西北生态环境资源人才和科技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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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组织机构 

（一）西北研究院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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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北研究院野外试验观测系统 

西北研究院的野外试验观测系统由 23 个野外台站组成，是进行

野外试验、动态观测、数据积累、国际合作、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现有 6 个国家站、2 个中科院院级站、15 个西北研究院（所）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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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项目及激励计划 

1.万人计划 

类别 ：中央层面 

主管部门：中组部、人社部 

组织实施：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创办时间：2012 年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国家特支计划”，亦称

“万人计划”。“国家特支计划”是一项涵盖领域广、涉及部门多、

实施周期长的宏大计划。是经中央批中组部、人社部等 11 个部委联

合推出的准备用 10 年时间，面向国内分批次遴选 1 万名左右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

人才给予特殊支持。加快培养造就一批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强支

撑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国家特支计划”按照高端引领、梯次配置的思路，重点支持三

个层次、七类人才： 

☆杰出人才，支持研究方向处于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基础学科、基

础研究有重大发现，具有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人才。 

☆领军人才，包括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学名师、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青年拔尖人才，支持具有特别优秀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潜能，

课题研究方向和技术路线有重要创新前景的青年人才。 



  依法治院，以德治院 
 

15 
 

２.千人计划（The Recruitment Program of Global Experts） 

类别 ：中央层面 

主管部门：中组部 

组织实施：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创办时间：2008 年 

网站：http://www.1000plan.org/ 

中科院配套政策：《中国科学院“千人计划”配套管理办法》 

2008 年 12 月，中央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用 5 到 10 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

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有重点的引进并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

（来华)创新创业。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负责千人计划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

调。工作小组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教育部、科

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中国科学院、中央统战部、外交部、

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侨办、中国工程院、自

然科学基金委、外专局、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等单位组成。 

国家“千人计划”包括：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

（含非华裔外国人才）、创业人才项目、青年项目、外国专家项目、

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新疆西藏项目、文化艺术人才项目。 

  

http://www.1000plan.org/
http://www.pe.cas.cn/zcgz/rcc_zcgz/rcjh/rcyj/201506/t20150603_43681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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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百千万人才工程 

类别 ：中央层面 

主管部门：人社部 

创办时间：1994 年 

网站：http://www.mohrss.gov.cn/ 

2004 年中国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等七部委为进一步加强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加速培养造就年轻一代学术技术带头人而

联合组织实施的一项国家重大人才培养计划。其目标是到 2010 年，

培养造就数百名具有世界科技前沿水平的杰出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

和理论家；数千名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在各学科、各技术领域有较高

学术技术造诣的带头人；数万名在各学科领域里成绩显著、起骨干作

用、具有发展潜能的优秀年轻人才。 

选拔对象 

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回国工作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获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和国家级工程项目

的主持人或主要参与者、以及其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

贡献、取得较大成绩的年轻人才。重点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关键学术技术领域或涌现出来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以及适应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形式要求的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

和现代管理等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 

国家级“工程”人选每两年选拔一次，每次选拔 500 名左右，其中，

在科技创新目标明确、能带动前沿学科发展和提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9%E5%85%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9D%92%E5%B9%B4%E7%A7%91%E6%8A%80%E5%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9D%B0%E5%87%BA%E9%9D%92%E5%B9%B4%E7%A7%91%E5%AD%A6%E5%9F%BA%E9%87%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9D%B0%E5%87%BA%E9%9D%92%E5%B9%B4%E7%A7%91%E5%AD%A6%E5%9F%BA%E9%87%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8%B4%B8%E6%98%93%E7%BB%84%E7%B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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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地位的科学领域中选拔 100 名拔尖人才；在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主要学术领域选拔 400 名学术技术带头后备人才和高层次急

需人才。 



  依法治院，以德治院 
 

18 
 

４.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类别 ：中央层面 

间隔时间：每 2 年 

创办时间：1990 年 

办事指南：中国科学院人事局网站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于高层次专业技

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一种奖励制度。获得者被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 

1990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给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

技术人员发放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和改进党的

知识分子工作，关心和爱护广大专业技术人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这对于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环境，加强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拔范围 

（一）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必须从在专业技术岗位和高技能工

作岗位上工作的在职人员中选拔，且应注重推荐那些长期辛勤工作，

在专业技术和高技能工作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做出重要贡献，其业

绩、成果和贡献为同行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 

（二）在企事业单位中担任党政领导后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和高技能工作的，担任副省（部）级及其以上领导职务和享受副省

（部）级及其以上待遇的，以及党、政、群机关的工作人员，除中国

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外，原则上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http://www.pe.cas.cn/bszn/yrcxmbgs/200905/t20090514_68611.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A5%E8%B4%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8A%A1%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4%BA%BA%E6%89%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4%BA%BA%E6%89%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6%AE%8A%E6%B4%A5%E8%B4%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3435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7%8E%AF%E5%A2%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99%A2%E5%A3%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99%A2%E5%A3%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7%A8%8B%E9%99%A2%E9%99%A2%E5%A3%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5%BA%9C%E7%89%B9%E6%AE%8A%E6%B4%A5%E8%B4%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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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科院“百人计划” 

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 

创办时间：1994 年 

网站：http://www.pe.cas.cn/bszn/yrcxmbgs/  

管理办法：中国科学院人事局网站－政策规章栏目 

“百人计划”是 1994 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的一项高目标、高标准和

高强度支持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朱日祥、曹健林、卢柯等 14 人

成为 1994 年首批支持对象。该项目原计划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

以每人 200 万元的资助力度从国外吸引并培养百余名优秀青年学术

带头人。十几年来，“百人计划”为中国科学凝聚了大批优秀人才，其

中从海外引进的杰出青年人才上千位。 

2015 年，进行重大调整，之后称“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 

率先行动“百人计划”作为我院培养引进优秀人才的主干计划，坚持

引进杰出人才与青年优秀人才相结合，坚持引进科研人才与工程技术

人才相结合，强调各类人才的协同发展。 

率先行动“百人计划”面向海外公开招聘，重点支持以下三类人

才：学术帅才（以下简称 A 类）；技术英才（以下简称 B 类）；青年

俊才（以下简称 C 类）。实行“按需设岗、公开招聘、择优支持、分类

管理、动态调整”的管理模式。 

A 类岗位主要围绕国家重大专项和先导专项设置，包括研究所学

术所长（副所长）、“四类机构”相当的学术负责人岗位、国家级实验

室或中心主任岗位，及院重要学科方向的带头人岗位。按照年度工作

http://www.pe.cas.cn/zcgz/rcc_zcgz/rcjh/rcyj/201506/t20150603_4368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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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用人单位根据需要提出岗位需求，人事局会同院相关局进行审

核、报批。A 类岗位由院统一发布。院给予 A 类入选者人才专项经

费 700 万元（含组建团队经费 300 万元），基建经费 100 万元。 

B 类岗位主要围绕用人单位的重大突破方向与目标，结合关键工

程技术工作需求设置，与现有科研团队紧密结合。按照年度工作部署，

用人单位根据需要提出岗位需求，人事局会同院相关局进行审批。B

类岗位由院统一发布。院给予B类入选者人才专项经费 100-200万元，

基建经费 60 万元。 

C 类岗位由用人单位根据科技规划和重点领域的发展需要，在院

核定的指标范围内自主设置招聘岗位。C 类岗位由用人单位发布。到

位工作 2 年内，院给予 C 类候选人人才专项经费 80 万元；用人单位

提供给 C 类候选人科研启动经费不少于 50 万元。通过院择优支持评

审后，院给予 C 类入选者人才专项经费 200 万元，基建经费 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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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计划 

主管部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科学院 

创办时间：1996 年 

网站：http://www.pe.cas.cn/bszn/yrcxmbgs/  

管理办法：中国科学院人事局网站－政策规章栏目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科学院西部地区研究所的竞争力，促进西部地

区科技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1996

年中国科学院根据西部地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研究所的发展，实

施了“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1998 年，“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发

展成为一项区域性人才工作计划，由中国科学院和地方政府共同实施

和推动。 

2015 年，进行重大调整。调整后包括：  

“西部引进人才”项目，应与我院在西部地区部署的重大项目、

研究所“一三五”规划相结合，引进急需的学术技术带头人。 院支

持“西部引进人才”人才专项经费 150 万元，主要用于科研费用、小

型仪器购置、人员费用和访问交流。研究所支持不低于 50 万元安家

费。 

“西部青年学者”项目，重点支持西部优秀青年人才及其团队开

展科研工作（A 类含院外）；支持优秀博士毕业生到西部地区研究所

工作（B 类）。 院支持“西部青年学者”A 类（院内）人才专项经费

50 万元，支持 A 类（院外）人才专项经费 15 万元，主要用于科研费

用、小型仪器购置、人员费用和访问交流；支持 B 类人才专项经费

http://www.pe.cas.cn/zcgz/rcc_zcgz/rcjh/qyrc/201506/t20150603_4368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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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万元，主要用于科研费用、人员费用和访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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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 

创办时间：2011 年 

网站：http://www.yicas.cn/ 

管理办法：中国科学院人事局网站－政策规章栏目 

简称“青促会”，旨在进一步加强对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的

培养和支持，造就新一代学术技术带头人。实行理事会制度，理事会

下设秘书处。在人事局的指导与监督下，由理事会负责“青促会”的

日常管理，秘书处负责具体工作。理事会须按照“青促会”章程行使

职权和义务。 

“青促会”会员在入会当年不超过 35 周岁；为用人单位在册正

式职工，具有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认同我院的创新价值理念，

具有为科技事业拼搏奉献的精神；在本领域同类人员中出类拔萃，在

科技工作中表现突出，是公认的具有发展潜质的优秀青年人才。 

“青促会”会员任期 4 年，院支持专项经费 80 万元，主要用于

与会员相关的学术交流、培训和人员费用。 

优秀会员，任期内，表现突出、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质、

具有团队组织能力、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积极发挥了会员作用的

可评为优秀会员。院支持优秀会员人才专项经费 180 万元，主要用于

自主选题的科研项目经费、小型仪器设备购置、访问交流和人员费用，

项目执行期为 3 年。 
  

http://www.pe.cas.cn/zcgz/rcc_zcgz/rcjh/rcpy/201506/t20150603_4368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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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中科院人才项目与激励计划 

名称：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  

政策： 《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管理办法》 

 

名称：中国科学院王宽诚率先人才计划 

政策： 《中国科学院王宽诚率先人才计划管理办法》 

指南：办事指南及表格下载 

 

名称：中国科学院关键技术人才 

政策：《中国科学院关键技术人才管理办法》 

指南：办事指南及表格下载 

 

名称：中国科学院交叉创新团队 

政策：《中国科学院交叉创新团队管理办法》 

指南：办事指南及表格下载 

 

  

http://www.pe.cas.cn/zcgz/rcc_zcgz/rcjh/rcjl/201506/t20150603_4368189.html
http://www.pe.cas.cn/zcgz/rcc_zcgz/rcjh/rcjl/201506/t20150603_4368188.html
http://www.pe.cas.cn/bszn/yrcxmbgs/201507/t20150727_4404433.html
http://www.pe.cas.cn/zcgz/rcc_zcgz/rcjh/rcpy/201506/t20150603_4368186.html
http://www.pe.cas.cn/bszn/yrcxmbgs/201507/t20150716_4394444.html
http://www.pe.cas.cn/bszn/yrcxmbgs/201507/t20150716_4394444.html
http://www.pe.cas.cn/zcgz/rcc_zcgz/rcjh/rcpy/201506/t20150603_4368182.html
http://www.pe.cas.cn/bszn/yrcxmbgs/201507/t20150716_4394443.html
http://www.pe.cas.cn/bszn/yrcxmbgs/201507/t20150716_4394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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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甘肃省领军人才 

主管部门：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网站：http://www.rst.gansu.gov.cn 

实施办法：《甘肃省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 

实施意见：《甘肃省领军人才选拔工作实施意见》 
  

http://www.rst.gansu.gov.cn/
http://www.rst.gansu.gov.cn/show/2538.html
http://www.rst.gansu.gov.cn/show/2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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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西北院青年人才成长基金” 

青年人才成长基金，最初由寒旱所于 2009 年设立，旨在补充“西

部之光”资助面不足，为新进职工提供科研启动经费。执行期 2 年，

资助经费博士 10 万元，硕士 5 万元，实行动态管理，可追加或削减

经费，可滚动支持。 

相关表格下载：http://hr.careeri.cas.cn/download/srcjj 

http://hr.careeri.cas.cn/download/src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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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管理部门职责、人员分工及联

系方式 

1.办公室   

 承担西北研究院日常行政工作重要事项的协调组织、督促和落实； 

 负责院内各类重要会议决定事项的督办、反馈；负责院长办公会

议、院务会议、全院职工大会等行政会议的会务工作（包括会议

组织、记录与纪要办理等）； 

 负责收文拟办、发文和西北研究院印鉴管理； 

 负责西北研究院文件、工作计划、工作总结、报告、电文等重要

文稿的组织起草； 

 负责全院宣传、安全保卫、保密、收发、计划生育、公务用车等

工作的协调组织； 

 负责机要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负责办公电话、网络、ARP系统

的运维工作； 

 负责行政工作公务接待和对外联络；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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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人员组成 

人员 

姓名 
职务/职责 联系方式 

办公 

地点 

张景光  主任，全面负责办公室工作。 
4967549 

zhangjg@lzb.ac.cn 
6 号楼 

910 

陈作涛  副主任，分管安全保卫保密工作。 
4967003 

ztchen@lzb.ac.cn 
6 号楼 

908 

岳  晓 
 副主任，分管文书档案、公文管理及宣

传工作。 
4967609 

yuexiao@lzb.ac.cn 
6 号楼 

912 

温广辉 负责安全保卫保密工作。 
4967006 

wengh@lzb.ac.cn 
2 号楼

130 

陈云峰 
 业务主管，研究所公文及党团、保密工

作。 
4967606 

chenyunfeng@lzb.ac.cn 
6 号楼 

914 

陈治理 
 业务主管，研究所 ARP 系统、中文网站、

管理信息化、政务信息及科普宣传工作、

介绍信开具。 

8275129 
czl@lzb.ac.cn 

6 号楼 
914 

曹  瑞  业务主管，英文网站、新闻宣传。 
4967606 

caorui@lzb.ac.cn 
6 号楼 

914 

童  薇 
 业务主管，研究所统计工作及电话管理、

文件印刷、归档工作。 
4967527 

tongwei@lzb.ac.cn 
6 号楼 

912 

刘晓梅 
 业务主管，研究所机要管理、公文发文

等。 
4967606 

lxmtiao@aliyun.com 
6 号楼 

914 

谭明亮 
 业务主管，研究所档案管理及重大项目

档案验收。 
4967608 

beckhampower@163.com 
6 号楼 

402 

崔晓玲 
业务主管，研究所档案管理及重大项目档

案验收。 
4967604 

xlcui@lzb.ac.cn 
6 号楼 

408 

李  冰  司机 4967621 
6 号楼 

916 

赵青超  司机 4967621 
6 号楼 

916 

陈  冰  司机 4967621 
6 号楼 

916 

马小清  司机 4967621 
6 号楼 

916 

李  难 
 收发员，  研究所机要、报刊杂志、各

类邮件收发工作。 
4967004 

2 号楼 
133 

刘军民 
 收发员，研究所机要、报刊杂志、各类

邮件收发工作。 
4967004 

2 号楼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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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委办公室   

 作为党委日常工作职能部门，负责党务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

工作，组织落实党委决定和工作计划，开展党建和创新文化建设，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精神文明建设。 

 承担党委日常工作中重要事项的组织、协调、督导和落实； 

 负责党委会议、中心组学习、院领导人员民主生活会等党务会议

的会务工作（包括会议组织、记录与纪要办理等）； 

 负责党代会、职代会工作的协调组织； 

 负责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群团工作的协调组织； 

 负责党委决定事项的督办； 

 负责党委文件、工作计划、工作总结、报告、电文等重要文稿的

起草； 

 负责党务信息工作；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党委办公室人员组成 

人员 

姓名 
职务/职责 联系方式 

办公 

地点 

曹  霞 主任，负责党委全面工作。 
4967248 

caoxia@lzb.ac.cn 
6 号楼 

418  

郭轶瑞 
副主任，协管党务，分管统战、群团、扶贫协

调等工作。 
4967628 

guoyr@lzb.ac.cn 
6 号楼 

420  

王  焱 负责日常党务、统战、群团等部门工作。 
4967628 

wangy@lzb.ac.cn 
6 号楼 

420  

mailto:liuwp@lz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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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管理处   

 组织制定西北研究院科研规划、学科建设规划，协助院领导做好

科技管理工作。 

 负责项目、成果、外事、院地合作、科研绩效等工作的组织管理

与支撑服务； 

 负责实验室、野外台站、技术支撑部门等运行与监管工作； 

 负责科技项目的管理工作，组织国内、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谈判及

监督实施； 

 负责与院外有关项目管理机构的协调与联络； 

 负责西北研究院综合统计、科研信息统计工作； 

 为院学术委员会做好服务支撑工作；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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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处人员组成 

人员 

姓名 
职务/职责 联系方式 

办公 

地点 

拓万全 处长，全面负责科研管理处的工作。 
4967525 

tawq@lzb.ac.cn 
6 号楼 

810 

陈  拓 
副处长，分管基础研究项目、国际合作、战

略情报与科技条件平台，协管综合办公室。 
8273670 

chentuo@lzb.ac.cn 
6 号楼 

816 

史宝光 
副处长，分管综合办公室、科技成果转化、

知识产权、成果与统计及军工保密项目。 
4967545 

sbg168@lzb.ac.cn 
6 号楼 

820 

牛  丽 

基础研究项目主管，负责科技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科学院等项目的组织申报、预

算审核、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等管理与服务

工作。 

4967547 
nshli@lzb.ac.cn 

6 号楼 
807 

郭  明 

国际科技合作主管，负责国际合作项目、因

公出国及国外来访批件处理、出国公示、护

照管理，以及外事接待等相关事务的管理与

服务工作。 

4967619 
gming@lzb.ac.cn 

6 号楼 
818 

朱前涛 

科技成果转化主管，负责院地合作、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的推介及相关技术合同的洽谈、

审核以及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动态管理与服务

工作。 

4967545 
zhuqiantao@lzb.ac.cn 

6 号楼 
820 

徐  昊 
知识产权主管，负责专利、软件著作权、商

标等知识产权项目的咨询服务、审核、维护

与归档等全流程管理与服务工作。 

4967619 
xuhao@lzb.ac.cn 

6 号楼 
818 

宋芳萍 
成果与统计主管，负责科技成果登记、科技

奖励的组织申报及年度科研成果统计等管理

与服务工作。 

4967028 
ligweb@lzb.ac.cn 

6 号楼 
809 

司宝莉 

科技条件平台主管，负责实验室、野外台站、

大数据中心等科技条件平台事务的对接、协

调与处理，以及年度总结和报送等管理与服

务工作。 

4967028 
baolisi@lzb.ac.cn 

6 号楼 
809 

唐  霞 
战略情报主管，负责院重点学科领域的重大

前沿、学科动态等情报与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以及科研管理处相关的文书工作。 

4967028 
tangxia@llas.ac.cn 

6 号楼 
809 

炳洪涛 负责军工保密项目。 
4967710 

binght@lzb.ac.cn 
6 号楼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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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力资源处   

 组织制定西北研究院人力资源规划，协助院领导抓好中层干部的

培养选拔与任用和人才队伍建设，做好各类人才的稳定、吸引及

培养工作； 

 负责各类人才计划、人才项目的组织管理和实施； 

 负责岗位管理与人力资源配置、绩效考核与激励、薪酬福利、社

会保险、人事组织关系管理等工作； 

 负责公派留学人员、科技副职人员的选派及日常管理； 

 负责职工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 

 负责博士后、高级访问学者、客座研究人员及非在编项目聘用人

员管理； 

 负责起草有关干部管理与监督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规章制度； 

 负责人力资源信息的统计工作； 

 负责离退休工作办公室管理；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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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处人员组成 

人员 

姓名 
职务/职责 联系方式 

办公 

地点 

刘卫苹 处长，负责处内全面工作。 
4967639 

liuwp@lzb.ac.cn 
6 号楼 

920 

吕鹏钢 
副处长，负责人力资源规划制定，专家

管理，干部监督，博士后，科技副职等，

负责联系西宁两所及离退办工作。 

4967626 
bgsrs@lzb.ac.cn 

6 号楼 
918 

王向东 
负责岗位与招聘，人才项目，考核与激

励，继续教育等。 
4967650 

wangxd@lzb.ac.cn 
6 号楼  

922 

穆  超 离退休办公室主任，人事综合管理。 
4967519 

muchao@lzb.ac.cn 
6 号楼 

909 

杨  倩 薪酬福利。 
4967622 

yangqian@lzb.ac.cn 
6 号楼 

907 

陈红莲 社会保险。 
4967638     

hlchen@lzb.ac.cn 
6 号楼 

907 

高  山 流动人员。 
4967622 

gaoshan@lzb.ac.cn 
6 号楼 

909 

李  昕 员工发展。 
4967638    

lx0815@lzb.ac.cn 
6 号楼 

909 

任生霞 干部监督。 
4967519    

sxren@lzb.ac.cn 
6 号楼 

909 

吴奇骏 离退办。 4587409 离退办 

王  宏 离退办。 4587410 离退办 

 

mailto:liuwp@lzb.ac.cn
mailto:bgsrs@lzb.ac.cn
mailto:wangxd@lzb.ac.cn
mailto:muchao@lzb.ac.cn
mailto:yangqian@lzb.ac.cn
mailto:hlchen@lzb.ac.cn
mailto:gaoshan@lzb.ac.cn
mailto:lx0815@lzb.ac.cn
mailto:sxren@lz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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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划财务处   

 组织制定与实施西北研究院长短期财务工作计划、资金配置计划，

负责西北研究院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 

 参与西北研究院资金筹集、运用、分配、偿还等管理工作，对资

金的运作进行分析，向院领导提供财务决策数据和相关财务信息； 

 负责院控资金预算拟订、管理监督各类资金预算执行实施，提出

经费管理意见和建议； 

 负责财务规章制度、管理流程的拟定和修订，落实规章制度及政

策的执行； 

 参与经济合同的管理，参与经营、投资项目论证，审定其资金预

算合理性和经济政策合规性，从财务角度监督各项经济业务合同、

经营投资项目的实施与执行； 

 负责西北研究院会计核算信息化建设工作；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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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财务处人员组成 

人员 

姓名 
职务/职责 联系方式 

办公 

地点 

何小冬 处长，全面负责计划财务处工作。 
4967528 

hexd@lzb.ac.cn 
6 号楼 

808 

孙棋瑞 副处长，负责财政厅、专员办、税

务、审计等对外事宜。 
4967002 

sqr@lzb.ac.cn 
6 号楼 
808-1 

贺剑波 
主管会计。协调前台业务，负责基

建、固定资产财务工作。 
8727757 

hejianbo@lzb.ac.cn 
6 号楼 

804 

史少君 
预算管理，负责研究院预算、决算

等的编制和报出等工作。 
4967244 

shishaojun@lzb.ac.cn 
6 号楼 

804 

王利军 
预算管理，负责研究院科研项目、

课题经费的管理工作。 
4967244 

wanglijun@lzb.ac.cn 
6 号楼 

804 

吕  甲 
审核报销，负责报销审核，参与制

定拟定、宣传解释工作。 
 4967600 

lvjia@lzb.ac.cn 
6 号楼 

803 

杨  璐 审核报销，负责冲销借款、工资成

本、公积金汇缴等工作。 
4967600 

yanglu@lzb.ac.cn 
6 号楼 

803 

吕  廸 
审核报销，负责借款、外币、内部

费用、内部转账等处理。 
lvdi@lzb.ac.cn 6 号楼 

803 

李宝强 
会计核算，负责税务，发票管理、

税费申报、免税备案等。 
4967256 

libaoqiang@lzb.ac.cn 
6 号楼 

814 

侯瑞新 
出纳，负责外币、工会、基本户、

零余额账户等出纳。 
4967520 

houruixin@lzb.ac.cn 
6 号楼 

803 

曹红艳 
负责现金收支、印签和证件管理、

网银审核等。 
8727757 

caohongyan817@sina.com 
6 号楼 

803 

邢任远 出纳，负责文献中心单元、油气中

心单元出纳工作等。 
8727757 

xingry@llas.ac.cn 
6 号楼 

803 

王春莉 会计核算，负责油气中心单元的会

计核算等工作。 
4967256 

ldw@lzb.ac.cn 
6 号楼 

814 

 

  

mailto:sqr@lzb.ac.cn
mailto:hejianbo@lz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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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监察审计处   

 同时作为院纪委的日常工作职能部门，负责纪检、监察、审计和

信访工作； 

 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倡廉工作，督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与反腐倡廉责任，主要工作包括对贯彻执行党章党规党纪、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决策以及落实廉洁自律情况

开展监督检查； 

 开展反腐倡廉与科研道德宣传教育； 

 协调推进反腐倡廉重点领域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 

 组织实施对研究院及下属单位重要经济活动和投资控股企业的审

计监督； 

 开展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重点领域专项监督检查； 

 建立健全纪检监察审计工作制度； 

 负责受理检举、来信来访及问题的调查和处理；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监察审计处人员组成 

人员 

姓名 
职务/职责 联系方式 

办公 

地点 

王进东 处长，负责监察审计处全面

工作。 
4967558 

wangjd@lzb.ac.cn 
6 号楼 

422 

柴俊杰 内部审计。 4967614 
chaijj@lzb.ac.cn 

2 号楼 
317 

康淑媛 纪检监察。 4967614 
Kangshuyuan1982@163.com 

2 号楼 
317 

 

mailto:liuwp@lzb.ac.cn
mailto:liuwp@lz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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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有资产管理处   

 组织制定西北研究院国有资产管理规划，承担国有资产配置、基

本建设、仪器设备采购与管理等工作； 

 负责国有资产的处置和核销、仪器设备和野外用车的招标、采购

验收与管理工作； 

 负责西北研究院基本建设项目立项审批、计划、招标工作，建安

工程的组织实施和监督工作，建设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完善

和归档工作； 

 负责基建修缮项目的申报、实施方案、招标、监督检查和验收工

作； 

 负责国有资产的安全和保值升值工作； 

 负责后勤物业服务中心管理；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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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处人员组成 

人员 

姓名 
职务/职责 联系方式 

办公 

地点 

张智慧 处长，全面负责国有资产处工作。  
4967523 

zhihui@lzb.ac.cn 
6 号楼 

414 

王  彪 副处长，分管基建，房产工作 
4967546 

wangbiao@lzb.ac.cn 
6 号楼 

412 

白  媛 资产管理 
4967688 

baiyuan@lzb.ac.cn 
6 号楼 

416 

张  勇 资产管理 
4967688 

2029730@qq.com 
6 号楼 

416 

李佳臻 采购管理 
4967557 

lijiazhen@lzb.ac.cn 
6 号楼 

416 

南衡亭 采购管理 
4967557 

nanht@lzb.ac.cn 
6 号楼 

416 

郭惠龙 基建管理 4967661 6 号楼 
412-1 

边锦西 基建管理 4967661 6 号楼 
412-1 

张凯锋 基建管理 4960718 油气中心 

李跃进 房屋出租 4967737 1 号楼 1 楼 

张  浦 房产证办理 4967737 1 号楼 1 楼 

胡  勇 物业收费 4967580 1 号楼 1 楼 

金  胜 水电暖总管 4967613 1 号楼 1 楼 

王远龙 电工 4967613 1 号楼 1 楼 

王鹏鹏 电工 4967615 1 号楼 1 楼 

党亚斌 电工 4967615 1 号楼 1 楼 

荔克让 暖气费发放  1 号楼 1 楼 

麻  林 保安管理  1 号楼 1 楼 

孟现锋 沙漠小院保洁管理  1 号楼 1 楼 

王建生 园区保洁巡查  1 号楼 1 楼 

张  强 园区 1、2、6 号楼保洁巡查  1 号楼 1 楼 

王新民 保洁、绿化总管  1 号楼 1 楼 

贺心平 27、28 院落保洁巡查  1 号楼 1 楼 

 

mailto:baiyuan@lzb.ac.cn
mailto:202973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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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研究生部   

 负责西北研究院的研究生教育和导师队伍建设管理工作; 

 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有关研究生招生、培养及学位授予的制度与

办法； 

 做好学位授权点的申请和评估检查工作； 

 负责研究生政治思想工作； 

 负责研究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研究生部人员组成 

人员 

姓名 
职务/职责 联系方式 

办公 

地点 

蔡  英 主任，负责研究生部全面工作。 
4967630 

caiy@lzb.ac.cn 
6 号楼 

312 

陈  辉 

业务主管，负责就业派遣；留学生管理；

导师队伍建设；科教融合（包括科创计

划、菁英班、夏令营、大学生奖励计划）

的管理工作；校友信息维护，联系国科

大教育基金会。 

4967618 
chenhui@lzb.ac.cn 

6 号楼 
314 

刘晓东 

业务主管，负责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

答辩及学位管理；ARP 系统研究生薪酬

维护；研究生课程管理；学位授权点的

申请和评估检查工作。 

4967555 
liuxiaodong@lzb.ac.cn 

6 号楼 
301 

陈  茹 
业务主管，负责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

工作；研究生部网站建设；研究生部新

闻宣传工作；学风教育。 

8278325 
chenr13@lzb.ac.cn 

6 号楼 
301 

邓姣婧 

业务主管，负责研究生学籍管理、档案

管理；研究生评奖；研究生食宿管理；

协助管理研究生学生会和社团；研究生

医疗保险；研究生心理健康管理；研究

生安全教育与管理。 

8278325 
dengjiaojing@lzb.ac.cn 

6 号楼 
301 

 

mailto:liuwp@lz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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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科研机构、支撑机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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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职工管理 

（一）职工招聘 

1.本单位所需职工，一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之原则公开面向

社会招聘或内部晋升。 

2.聘用的职工以学识、品德、能力适合于工作岗位需要为原则。 

3.新职工的聘用，根据科研任务需要，由各部门填报《年度用人

计划》报人力资源处统一安排招聘；人力资源处将在收到简历后进行

简历筛选，符合招聘条件的，将组织进行面试，并进行公示，公示期

内无异议的，结果报院长办公会批准后方可录用。 

4.合格者人力资源处通知其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 

5.新职工体检结果不影响聘用的，由人力资源处办理入职手续。

办理手续需

提交的材

料包括但

不限于以

下资料：

1.原件：毕

业证、学

位证、报

到证（博

士后请带介绍信）；2. 彩色照片： 1 张 2 寸照片；电子照片 1 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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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白色背景、二代身份证标准，像素 358 宽*441 高，相片文件大小

14K--40K，jpg 格式）；3. 复印件：工商银行卡复印件（开户地为兰

州）、身份证复印件 3 张；报到证、学位证、毕业证书复印件各 1 张；

填写《干部履历表》，填写完毕后送交人力资源处备案；社保手续办

理。 

6.在人力资源处办理手续后，前往用人部门（研究室或中心）负

责人处进行到岗说明，需要办理的其他事宜，请按上图中的流程，前

往相应部门办理，具体办公地点等可查看本手册目录第六条。 

7.新职工入职后应接受入职培训。 

（二）岗位管理 

1.新职工办理入职手续后，人力资源处与新职工签订《聘用合同

书》。以应届毕业生身份进入我单位的，试用期为 12 个月。 

2.新职工试用期结束前两周内，由用人部门完成考核，确定留用

人员填写《新参加工作人员试用期满考核鉴定表》，由部门签署考核

意见后报人力资源处。 

3.解除劳动合同，具体请查阅《聘用合同书》。 

相关《聘用合同书》内容，请查阅：待新的合同确定后加链接 

（三）职工发展 

为提高职工工作效率，加强职工知识技能的培训，人力资源处根

据各部门工作需要及工作性质开展具体的岗位培训，职工应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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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技能，对于单位要求必须参加的相关培训，如无

正当理由，职工不得缺席；如确有困难不能参加者，须按相关请假制

度之规定提前向部门或人力资源处提出申请。中国科学院要求职工每

年参加继续教育与培训的时间累计不少于 100 学时，其中所（局）级

领导人员不少于 110 学时。 

具体要求请查

阅：http://www.pe.cas.cn/zcgz/jyypxc_zcgz/zkywj/201603/t20160305_4

542798.html，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与培

训学时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职工培训分为入职培训和在职培训。 

（1）入职培训：新招聘职工在办理入职手续后均须接受入职培

训，主要包括： 

A、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简介及创新文化。 

B、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规章制度。 

C、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特色。 

D、职工入职之岗位要求等。 

E、拓展训练。 

（2）在职培训：通过在职培训制度，为开发职工的潜在能力、

提升职工价值提供条件，在职培训的主要形式有： 

A、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班：专项培训班；学术进修，技术研修，

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国内外学术会议、讲座；出国（境）培训，公派

留学；  

http://www.pe.cas.cn/zcgz/xcyshbzc_zcgz/zkywj/201309/t20130922_3936510.html
http://www.pe.cas.cn/zcgz/xcyshbzc_zcgz/zkywj/201309/t20130922_3936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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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网络在线学习；各类专题讲座；自主选学、在职自学等。 

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网：http://www.casmooc.cn/ 

具体使用手册请查阅附件：普通职工中科院继续教育网使用手册。 

  

http://www.casmooc.cn/
http://www.casmoo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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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设置与等级 

岗位实施细则，请查阅《西北生态资源环境研究院岗位实施细则》：

加链接 

科技岗位（自然科学研究系列或社会科学研究系列） 

 

岗位 
国家通用专业 

技术岗位等级 
岗位等级 

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一级 研究员一级 

二级 研究员二级 

三级 研究员三级 

四级 研究员四级 

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五级 副研究员一级 

六级 副研究员二级 

七级 副研究员三级 

中级专业技术岗位 

八级 助理研究员一级 

九级 助理研究员二级 

十级 助理研究员三级 

初级专业技术岗位 

十一级 研究实习员一级 

十二级 研究实习员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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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岗位（工程技术、实验技术、编辑出版、图书资料系列） 

岗位 

国家通用 

专业技术 

岗位等级 

岗位等级 

工程技术系列 编辑出版图书资料系列 实验技术系列 

正高级 

专业技术 

岗位 

一级 正高级工程师一级  

 二级 正高级工程师二级 编审 (研究馆员) 二级 

三级 正高级工程师三级 编审（研究馆员）三级 

四级 正高级工程师四级 编审（研究馆员）四级 正高级实验师四级 

副高级 

专业技术 

岗位 

五级 高级工程师一级 
副编审（副研究馆员）一

级 
高级实验师一级 

六级 高级工程师二级 
副编审（副研究馆员）二

级 
高级实验师二级 

七级 高级工程师三级 
副编审（副研究馆员）三

级 
高级实验师三级 

中级 

专业技术 

岗位 

八级 工程师一级 
编辑（馆员、技术编辑、

一级校对）一级 
实验师一级 

九级 工程师二级 
编辑（馆员、技术编辑、

一级校对）二级 
实验师二级 

十级 工程师三级 
编辑（馆员、技术编辑、

一级校对）三级 
实验师三级 

初级 

专业技术 

岗位 

十一级 助理工程师一级 

助理编辑（助理馆员、助

理技术编辑、二级校对）

一级 

助理实验师一级 

十二级 助理工程师二级 

助理编辑（助理馆员、助

理技术编辑、二级校对）

二级 

助理实验师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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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岗位（职员系列） 

国家通用职员等级 
岗位等级 

领导岗位 综合管理岗位 

三级职员 
属中科院院管干部 

高级业务主管 四级职员 

五级职员 院长助理、处长 

六级职员 副处长 

业务主管 七级职员 

 八级职员 

九级职员 业务助理 

管理岗位（会计审计系列） 

岗位 国家通用专业技术岗位等级 会计、审计岗位等级 

高级会计师 

（高级审计师） 

五级 高级会计（审计）师一级 

六级 高级会计（审计）师二级 

七级 高级会计（审计）师三级 

助理会计师 

（助理审计神） 

八级 会计师（审计）一级 

九级 会计师（审计）二级 

十级 会计师（审计）三级 

会计师 

（审计师） 

十一级 助理会计（审计）师一级 

十二级 助理会计（审计）师二级 

支撑岗位（工勤技能系列） 

国家通用工勤技能岗位等级 岗位等级 

技术工一级 高级技师 

技术工二级 技  师 

技术工三级 高级工 

技术工四级 中级工 

技术工五级 初级工 

普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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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薪酬待遇 

 西北研究院为职工缴纳了“五险一金”、提供住房补贴、一年一

次职工健康检查、防暑降温补贴、采暖补贴；职工可根据《中国科学

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职工健康疗养管理办法（试行）》享受健

康疗养福利；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西北院内部制度规

定，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职工健康疗养管理办法

（试行）》请查阅：http://hr.careeri.cas.cn/guide/。 

西北研究院根据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岗位绩效

工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合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其中

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为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实行国家统一的工资政策

和标准，具体见 “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实施意见》的通知请查阅： 

（ http://www.pe.cas.cn/zcgz/xcyshbzc_zcgz/zkywj/201309/t20130922_3

936510.html）。 

 

 

 

 

 

http://hr.careeri.cas.cn/guide/
http://www.pe.cas.cn/zcgz/xcyshbzc_zcgz/zkywj/201309/t20130922_3936510.html
http://www.pe.cas.cn/zcgz/xcyshbzc_zcgz/zkywj/201309/t20130922_3936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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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 

技术岗位 岗位工资  管理岗位 岗位工资  工勤岗位 岗位工资 

一级专业技术岗位 4850  一级职员岗位 4770  技术工一级 2010 

二级专业技术岗位 3850  二级职员岗位 3970  技术工二级 1720 

三级专业技术岗位 3480  三级职员岗位 3320  技术工三级 1550 

四级专业技术岗位 2900  四级职员岗位 2800  技术工四级 1450 

五级专业技术岗位 2670  五级职员岗位 2390  技术工五级 1380 

六级专业技术岗位 2420  六级职员岗位 2070  普通工 1360 

七级专业技术岗位 2210  七级职员岗位 1820    

八级专业技术岗位 1950  八级职员岗位 1630    

九级专业技术岗位 1710  九级职员岗位 1490    

十级专业技术岗位 1600  十级职员岗位 1390    

十一级专业技术岗位 1510       

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 1490       

十三级专业技术岗位 139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8&fv=11&jk=dc44392410214f18&k=%B8%DA%CE%BB&k0=%B8%DA%CE%BB&kdi0=0&luki=1&n=10&p=baidu&q=77021009_cpr&rb=0&rs=1&seller_id=1&sid=184f2110243944d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829622&u=http%3A%2F%2Fwww%2Ezx689%2Ecom%2FFiles%2F63557023195004319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8&fv=11&jk=dc44392410214f18&k=%B8%DA%CE%BB&k0=%B8%DA%CE%BB&kdi0=0&luki=1&n=10&p=baidu&q=77021009_cpr&rb=0&rs=1&seller_id=1&sid=184f2110243944d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829622&u=http%3A%2F%2Fwww%2Ezx689%2Ecom%2FFiles%2F63557023195004319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8&fv=11&jk=dc44392410214f18&k=%B8%DA%CE%BB&k0=%B8%DA%CE%BB&kdi0=0&luki=1&n=10&p=baidu&q=77021009_cpr&rb=0&rs=1&seller_id=1&sid=184f2110243944d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829622&u=http%3A%2F%2Fwww%2Ezx689%2Ecom%2FFiles%2F63557023195004319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8&fv=11&jk=dc44392410214f18&k=%B8%DA%CE%BB&k0=%B8%DA%CE%BB&kdi0=0&luki=1&n=10&p=baidu&q=77021009_cpr&rb=0&rs=1&seller_id=1&sid=184f2110243944d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829622&u=http%3A%2F%2Fwww%2Ezx689%2Ecom%2FFiles%2F63557023195004319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8&fv=11&jk=dc44392410214f18&k=%B8%DA%CE%BB&k0=%B8%DA%CE%BB&kdi0=0&luki=1&n=10&p=baidu&q=77021009_cpr&rb=0&rs=1&seller_id=1&sid=184f2110243944d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829622&u=http%3A%2F%2Fwww%2Ezx689%2Ecom%2FFiles%2F63557023195004319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8&fv=11&jk=dc44392410214f18&k=%B8%DA%CE%BB&k0=%B8%DA%CE%BB&kdi0=0&luki=1&n=10&p=baidu&q=77021009_cpr&rb=0&rs=1&seller_id=1&sid=184f2110243944d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829622&u=http%3A%2F%2Fwww%2Ezx689%2Ecom%2FFiles%2F63557023195004319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8&fv=11&jk=dc44392410214f18&k=%B8%DA%CE%BB&k0=%B8%DA%CE%BB&kdi0=0&luki=1&n=10&p=baidu&q=77021009_cpr&rb=0&rs=1&seller_id=1&sid=184f2110243944d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829622&u=http%3A%2F%2Fwww%2Ezx689%2Ecom%2FFiles%2F635570231950043198%2Ehtm&urlid=0


  依法治院，以德治院 
 

52 
 

薪

级 

管理/   

技术 

工

勤 
 
薪

级 

管理/    

技术 
工勤  

薪

级 

管理/  

技术 
工勤  

薪

级 

管理/   

技术 
工勤 

1 215 185  18 890 698  35 2363 1709  52 4379  

2 236 205  19 955 740  36 2469 1774  53 4507  

3 260 225  20 1027 782  37 2575 1839  54 4650  

4 284 248  21 1099 831  38 2681 1904  55 4793  

5 311 271  22 1171 880  39 2787 1969  56 4936  

6 338 294  23 1251 937  40 2903 2047  57 5079  

7 369 322  24 1331 994  41 3019   58 5222  

8 400 350  25 1411 1059  42 3135   59 5365  

9 436 378  26 1499 1124  43 3251   60 5508  

10 472 409  27 1587 1189  44 3367   61 5651  

11 513 440  28 1675 1254  45 3483   62 5794  

12 559 474  29 1763 1319  46 3611   63 5957  

13 605 508  30 1860 1384  47 3739   64 6120  

14 657 545  31 1957 1449  48 3867   65 6355  

15 709 582  32 2054 1514  49 3995      

16 767 619  33 2151 1579  50 4123      

17 825 656  34 2257 1644  51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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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职工守则 

（一）基本守则 

1．每位职工都有义务、有责任遵守此行为规范。 

2．上班时，仪表以及衣着服饰应保持庄重、整洁、大方、得体。 

3．遵守研究院的考勤制度，不迟到、不早退，上班时间应坚守

工作岗位,如不能正常上班，需办理请假手续。请假需填写请假单，

由部门主管签署意见，获得批准并安排好工作后，方可离开工作岗位。

请假单应交人力资源处备案。  

4．请注意保持清洁、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率。 

5．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团结互助，热情友好，说话亲切和蔼，

举止稳重大方，处事礼貌谨慎。 

6. 明确“一院两地五个单元”一体化总方向； 

7. 着力推进思想融合、目标融合、资源融合、管理融合、文化

融合，“五个融合”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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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人员守则 

1．爱国敬业。热爱科学技术，服务祖国人民，治学严谨勤奋，

攀登锲而不舍，维护国格人格，淡泊名利得失，奉献知识才能，造福

国家集体。 

2．开拓创新。贯彻办院方针，转变陈规陋习，顺从发展趋势，

不断锐意进取，用人广纳众贤，科研不畏挫折，既要勉励成功，又要

容忍失败。 

3．唯实求真。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学术争鸣，坚持追求真理，

不懈批评谬谈，学风力戒浮躁，学问杜绝虚假，欢迎他人学术上超越，

尊重别人创造性劳动。 

4．团结协同。尊重师长同仁，真诚提携后人，科研勇担重任，

善做团队配角，整体中讲利它，交融中讲宽容，认同团队理念，实践

团队精神。 

5．诚实守信。尊重市场规则，诚实守信为先，论文成果评价，

坚持公正公平，反对抄袭剽窃，严禁弄虚作假，保护知识产权，恪守

科学道德。 

6．服务社会。热心社会公益，注重社会形象，普及科学知识，

抵制愚昧迷信， 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思想，传播文化文明，科

技恩惠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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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支撑系统人员行为守则 

1.爱岗敬业。面向科研工作，面向科研人员，积极主动配合，甘

当无名英雄。 

2.严谨求实。工作一丝不苟，态度严肃认真，数据准确无误，信

息真实快捷。 

3.严格操作。严守工作制度，严格操作规程，精心维护设施，确

保财产安全。 

4.优质高效。瞄准国际前沿，掌握最新技术，敢于发明创造，满

足科研需求。 

5.公正服务。坚持一视同仁，公平公正服务，尊重他人劳动，维

护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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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人员守则 

管理人员基本要求（九讲） 

讲政治          讲学习           讲正气 

讲水平          讲能力           讲贡献 

讲团结          讲协作           讲服务 

管理人员具体要求（六要） 

政策水平要高                    理解思路要清 

协作能力要强                    处事本领要硬 

写作功底要实                    意见建议要明 

管理工作须处理好“五个统一”：       

事务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被动性与主动性的统一； 

经常性与突击性的统一； 

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统一；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过渡期管理工作总原则： 

确保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 

做到“三不说”：不说泄气的话，不说拆台的话，不说质疑的话； 

确保人财物管理不出漏洞，不出问题，整合、转换、衔接无疏漏，

全体管理人员，尤其部门负责人守土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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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出问题，可以分清责任前提下，尽可能有利于正常工作开展，

减少因整合过度对常规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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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社保办事指南 

一、社会保障卡使用说明 

社保卡是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规划，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面向社会公众发行，主要应用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政

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集成电路卡，具有银行金融功能，是持卡人

享有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和金融服务权益的电子凭证。 

1.社会保障卡的办理 

需提供白色背景、二代身份证标准电子照片，像素 358（宽）*441 

（高）；身份证复印件一张。 

2.领卡后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甘肃银行任意网点柜台激活

金融功能，否则会影响将来养老金或 2018 年后生育补助、异地住院

报销等需取现的资金的领取。 

3.社保功能领卡后即可使用，社保功能初始密码为 123456，本人

持有效身份证件去以下几个地点可修改社保功能初始密码。 

（1） 省社保局社保卡服务窗口（南关十字民安大厦 A 塔 14

楼，电话 7873838） 

（2）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信息办公室（南关十字民安

大厦 A 塔 15 楼，电话 8434554） 

（3） 甘肃银行兰州市城关支行（南昌路 1808 号，8587391、

8240171） 

（4） 甘肃银行兰州市中央广场支行（酒泉路 437-4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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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7289、8187329） 

（5） 甘肃银行兰州市甘南路支行（甘南路与静宁南路十字交

汇处西南角，6403589、6403561） 

（6） 甘肃银行兰州市双城门支行（庆阳路 476 号，

13919040254、13609393429） 

4. 社保卡金融功能初始密码为甘肃银行的初始密码，6 个 8，激

活金融功能时请修改初始密码。 

5. 2017 年第一季度的个人账户资金已经打到了参保人员农行医

保存折，自 2017 年第二季度起，个人账户资金全部划拨至社保卡中，

只能用于定点医药机构刷卡就医购药。第一次因制卡失败未能领到社

保卡的人员，其个人账户资金将会在重新申请制卡成功后打至社保卡

中。农行存折账户的钱请按原规定自行取用，不会转至社保卡内。2017

年，特殊疾病门诊补助、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补助、异地安置人员住院

全额垫付费用等款项仍通过农行医保专用存折发放。2018 年 1 月 1

日起，各补助款项均划拨至社保卡中。请注意农行医保专用存折暂不

要销户。  

6. 社保卡在省外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刷卡买药、门诊缴费要视当

地异地就医系统联网情况。 

7. 2017 年 8 月 1 日之前，可持身份证、社保卡、医保证、住院

介绍信住院就医，2017 年 8 月 1 日后只能持社保卡住院就医。医保

证请妥善保管。 

二、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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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保人员可持社会保障卡在甘肃省省直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刷

卡就医购药。 

2. 出差、学习、探亲人员在异地突发急性疾病（因急诊、抢救）

符合在异地住院条件的人员，可到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诊

治，应在病情稳定后及时转回居住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在住院五

日内凭单位介绍信到省医保局备案，备案需提供信息：患者姓名、身

份证号、医保证号、人员类别、异地就医原因、住院医院名称、科室、

床位号、主治医生姓名、电话、主管护士姓名、电话、所患病种及入

院时间。出院后 30 日内持有关材料（单位介绍信、医保证、住院病

历复印件、医药费清单、住院发票、出差学习文件和差旅费报销凭证

或探亲证明）到省社保局医疗保险基金处核报住院费用。对非突发急

性疾病在异地住院治疗的，省医保局不予报销费用。已经出院或经查

无法核对患者住院情况的不予受理。 

3. 异地安置人员可申请办理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

算。 

4. 特殊疾病门诊补助的申请，详见人力资源处网站办事指南栏

目。http://hr.careeri.cas.cn/guide/ 

三、生育保险 

我院在职职工因生育或计划生育在省直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及相

关费用的核报。其中： 

生育医疗费用指女职工在孕产期内因产前检查、生育、诊治生育

妊娠并发症、合并症的医疗费用。 

http://hr.careeri.cas.cn/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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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医疗费用指职工放置或者取出宫内节育器、施行输卵管

或者输精管结扎及复通手术、实施人工流产术或者引产术等发生的医

疗费用。 

参保人员妊娠期间病发症、合并症在分娩或计划生育手术出院后，

仍需继续治疗的医疗费用，按照省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疾病医疗保险

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产前检查费先由个人垫付，生育出院后由省社保局在对定点医疗

机构申报生育医疗费用审核结算时，按每次生育 1000 元（含孕期疾

病筛查项目）的标准一次性补助给参保人员。 

生育保险就医管理办法详见 http://hr.careeri.cas.cn/guide/ 

四、工伤保险 

我单位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所在部门或本人应当自事故发生之

日（24 小时之内）通知人力资源处并提供现场照片以便单位及时向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报送职工工伤事故快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

30 日之内，向甘肃省社会工伤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工

伤认定范围、认定所需材料及申报程序、工伤定点医疗机构等信息详

见  http://hr.careeri.cas.cn/guide/。 

 

 

 

 

 

http://hr.careeri.cas.cn/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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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普通职工中科院继续教育网使用手册 

 

（一） 用户登录 

1、登陆网址：www.casmooc.cn 
2、用户登陆名以及密码： 

登陆密码：初始密码为 123456。 

登陆账号： 

登陆名称为用户的邮箱地址（大部分职工为所内邮箱号，少部分没有所内邮

箱的员工，为本人常用的邮箱号） 

例：原寒旱所何某登陆账号：hx@lzb.ac.cn （已提供的邮箱地址） 

登陆流程示意图如下：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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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界面：

 

 

（二） 学习资源 

该网站上有较为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微课程、精品课程、开放课件、电子

阅读等。职工用自己的账号登陆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线观看相关内容，继

续教育网站会根据职工实际学习情况，自动记录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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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陆页面的首页就可以看到十八届六中全会学习专题，点击进入有丰富的

学习资源可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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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选学 

以选学《四渡赤水：毛泽东最得意的一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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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进入在线学习模式，如下图所示： 

 

（四） 如何完善个人外部学习学时 

1、点击“我的学习”进入个人外部学习学时维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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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此页面下，职工个人可以根据本年度参加外部学习情况，对个人学时进行

维护。可以完善包括“我的外部培训”、“在职自学”、“网络学时”三个方面的内

容。 

   职工在维护每一个选项时，需点击下方“新添记录”，对个人情况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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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职工请假单 

姓名： 部门： 职称： 

请假事由： 

请假时间：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请假    天。 

部门意见：                                                            部门组责人签字： 

准假□                    

不准假□  （请注明理由：                 ） 

填表日期： 

人力资源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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