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2016）榆林分会场暨榆林

学院“榆溪学者论坛” 

举办时间：2016 年 12 月 20 日至 23 日 

一、论坛简介 

1．“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是由陕西省委、省政府主办

的国际性论坛，论坛主题是以人才强国战略为指引，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思想，立足追赶超

越，建设创新型陕西的实际需要，招揽全球青年才俊来陕创

新创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智力保

障。主论坛由陕西省委省政府主办，榆林分会场由榆林市委、

市政府主办，榆林学院承办。 

2、榆林分会场主题与形式 

主题：世界了解榆林   榆林走向世界 

-----“一带一路”战略下榆林的机遇与挑战 

形式：“榆溪学者论坛” 



3．“榆溪学者论坛” 

“榆溪学者论坛”是借助陕西省“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

坛”，由榆林市委、市政府主办，榆林学院承办的人才引进

论坛，旨在邀请海内外优秀人才，就相关领域的前沿科技热

点问题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促进与会学者与榆林相关企事

业单位、榆林学院相关学科建立联系和合作，加深与会学者

对榆林的全面了解，促成海内外优秀人才来榆林建功立业。 

二、涉及学科领域 

1.能源化工类 

学科领域：化学工程与技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环境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

建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技术等 

2.特色农业类 

学科领域：环境化学、化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农业

科学、农业工程、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保护、动物科学、

畜牧学、水土保持、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等 



3.文化旅游类 

学科领域：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应用经

济学、理论经济学、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旅游经济、民俗

学、考古、哲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等 

三、申请条件 

1.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 45 周岁（包含 45）以下； 

2.在所从事专业领域已取得突出的学术业绩； 

3.具有创新思维，具备成为青年拔尖人才的潜质； 

4.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 

四、申请方式 

申请人将个人简历发送至工作邮箱

sris2016@yulinu.edu.cn。简历内容应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姓

名，年龄，学历，海外毕业学校，学科领域等），学习和工

作经历，发表论文及收录情况，承担科研项目情况，专利及

获奖情况等。邮件主题请按以下格式注明（榆溪学者论坛申

mailto:sris2016@yulinu.edu.cn


请+姓名+专业+最高学位毕业院校）。 

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 12 月 15 日 

（完成申请后请等待资料审核，通过资料审核的申请人

将收到正式邀请函） 

五、日程安排 

12 月 20 日：全天报到； 

12 月 21 日上午：视频形式参加陕西省主论坛； 

12 月 21 日下午：“榆溪学者论坛”开幕式及主题会议； 

12 月 22 日上午：分领域学术报告； 

12 月 22 日下午：圆桌会议； 

12 月 23 日：全天考察。 

六、特别说明 

本次论坛不收取费用。会务组将为受邀学者报销国内外

往返交通旅费，并统一安排免费食宿以及机场、火车站接送



服务。 

受邀学者收到正式邀请函后，请自行规划行程并购买机

票，并及时发送参会回执，以便安排接站、住宿等事宜。报

到后，会务组将为受邀学者办理报销手续。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哲，苏 毅 

电话：+86-912—3282066；+86-912-3899054 

邮箱：sris2016@yulinu.edu.cn 

榆林党建网、榆林市人民政府、榆林学院网址：

http://www.yldjw.gov.cn； http://www.yl.gov.cn；

http://www.yulinu.edu.cn/ 

八、榆林市简介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辖 2 区 10 县，土地面积 4.3

万平方公里，人口 377 万。1986 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和现代特色农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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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2015 年榆林市 GDP 为 2621.29 亿元，全市财政总

收入 640.38 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295.59 亿元。这里历

史厚重、人文荟萃；这里物华天宝、资源富集；这里是国家

重要的能源接续地，已发现 8 大类 48 种矿产，煤、气、油、

盐富集一地，预测煤炭储量 2800 亿吨、石油储量 6.02 亿

吨、天然气 4.18 万亿立方米、岩盐 6 万亿吨。每平方公里

地下蕴藏着 622 万吨煤、1.4 万吨石油、一亿立方米天然气、

1.4 亿吨岩盐，这里已建成超亿吨的煤炭生产基地、世界最

大的金属镁产业基地、亚洲最大的天然气净化装置、国内最

大，亚洲前列的甲醇生产基地，是国家“西煤东运”的源头、

“西气东输”的腹地、“西电东送”的枢纽。榆林有发展现代特

色农业的独特条件，农业生产具有蓝天、净水、无公害、日

照充足的特点，榆林推广马铃薯、玉米高产集成技术和小杂

粮四项关键技术，良种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先后设立了

国家玉米、马铃薯、食用豆和糜谷等 4 个产业技术体系综合

试验站。这里是陕甘宁蒙晋接壤区中心地带，随着国家能源



化工基地和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发展的内生动力

显著增强，经济总量连续十年居陕西第二，是陕西乃至西部

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榆林是正在开发中的投资热土，是经

济发展的宝地。榆林有广阔的人才用武之地，榆林有美好的

发展前景，榆林一定会成为各类人才积聚、成长、发展的沃

土，榆林真诚的欢迎天下英才来这里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建功立业！ 

九、榆林学院简介 

    榆林学院是榆林市唯一的一所高等院校，是一所以工科

为主，工、管、文、理、农、法等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本科

院校。学校创建于 1958 年， 2003 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定

名为榆林学院。学校现占地 64 万平方米（960 亩），建筑

面积 47.1 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11293.42 万元，藏

有图书 120.75 万册，电子图书 10833GB。下设化学与化工

学院、能源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等 15 个院系（部），50 个

本科专业，7 个专科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 14031 人，其中



本科生 11928 人。现有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1 个，

国家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项目 3 个，陕西省

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 3 个，省级重点学科 1 个，省级

重点扶持学科 2 个，省级特色专业 4 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 3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省级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 4 个，省级教学团队 3 个，省级精品课程 6

门。 

学校现有教职员工 972 人，其中专任教师 738 人，正

高职称 69 人，副高级职称 168 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者

636 人，其中博士 110 人；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 人，

陕西省先进工作者 1 人，陕西省“三五人才”入选专家 1

人，三秦学者 4 人，省级中小企业首席工程师 2 人，省级教

学名师 4 人，硕士生导师 13 人，榆林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16

人。 

近年来承担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类课题 600 余项，

总经费 6000 多万元，获得省厅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50 余项。



设立了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能源化工研究中心、榆林经济研

究中心、陕北文化研究中心、榆林廉政研究中心等多个科研

机构。现有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 1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1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省级哲学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 1 个，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1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6 个，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个。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和产学研合作的理念，与美国阿肯色

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台湾淡江大学等 23 所国

（境）外大学签订了校际友好合作协议。与美国瓦尔帕莱索

大学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与英国胡弗汉顿大学合作举办本

科教育；与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等 30 余个企事

业单位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 

2015 年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是国家卓越

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院校、陕西能源化工人才培养基

地、陕西省首批社科普及基地、陕西省首批应用型大学转型

试点院校、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院校、陕西省文明校园和平



安校园和全国绿化先进单位。 

在“十三五”期间，学校将继续坚持“立足榆林、面向

陕西、辐射周边”的办学定位，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大内

涵建设力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办学层次和水

平，努力建成一所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

的高等学府。诚挚欢迎海内外优秀学者加盟榆林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