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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教育这5年成绩单

教育交流日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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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和
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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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高等教育
第一大国3699

1/5
占世界高等教育
总规模

2016年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万人

11.2%
比2012年增长

高等教育向普及化迈进

●我国每10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
人数从2012年的2335人增加到
2016年的25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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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28 日讯 （记者 赵秀红） 第六届吴玉
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今天在北京颁奖，本届终身成
就奖分别授予著名新闻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
授方汉奇和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刘诗
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玉章基金委
员会主任马凯为获奖者颁奖。

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说，方汉奇七十余年如
一日，潜心致学中国新闻史，为新中国新闻学重要的奠基人
和开拓者。他所撰述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
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科
扛鼎之作，他所创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成为中国新闻传
播学界的学术重镇。刘诗白是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长期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是较早提出社
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的先驱研究者，他还是卓越的教育家和学科带头人。

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的 《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研究》
等 53 项成果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据悉，吴
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每5年评选一次。现评奖学科为马克
思主义理论、哲学、教育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新
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8个学科。郭沫若、吕叔湘等一批
著名社会科学家先后荣获该奖项。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康之、特聘教授卢仲毅获
第七届吴玉章优秀科研奖，该校教授郭庆旺、韩大元获第
七届吴玉章优秀教学奖。

据悉，为了纪念教育家、第一任校长吴玉章，中国人
民大学1983年设立了吴玉章奖金基金，2002年更名为吴
玉章基金。吴玉章基金设立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
秀教学奖、优秀科研奖及吴玉章奖学金。2012 年，吴玉
章基金首度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每年表彰两位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学者，人文学科
及社会科学学科各一人，奖励金额为每人100万元。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尧出席了颁奖仪式。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
终身成就奖颁奖

方汉奇、刘诗白获奖

敬告读者
中国教育报在 2017 年国庆假期期间 （10 月 2 日至 7

日） 休刊 6 期，10 月 8 日正常出版。祝广大读者朋友国
庆快乐！

中国教育报编辑部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 最 近 提 前 发 布 了
2018 年全球大学排行榜，北
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双双进入
前 30 名，我国很多高校的排
名都有所提高，充分体现了
中国高校的发展和进步。不
仅如此，近日有国内媒体在
梳理了 QS 世界大学排名、
THE 世 界 大 学 排 名 、US
News（《美国新闻和世界报
导》）世界大学排名、软科世
界大学学术排名等四大世界
大学排行榜后发现，中国内
地高校同时进入四大排行榜
前500名的大学有12所。

这些排行榜各有自己的
评价和排名标准，未必能全
面反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
发展现状，但我国内地不少
高校同时进入四大排行榜，
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
国高等教育近年来的发展成
就，尤其是高校“双一流”
建设的驱动效应开始显现。

毫无疑问，外部的较高
评价的确能增添我们的信
心，但说到底，信心最终还是
根植于我们在推进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过程中扎扎实实的
努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
入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内涵式
发展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
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大以
来，特别是《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
方案》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发布以来，现
代大学制度和各类学校管理制度建设在加快，学校的
办学自主权得到进一步落实，高校创新体系建设逐步
强化，极大地激发了高等学校的办学活力。尤其是已
经起步的“双一流”建设，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
心，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
向，坚持建设与改革并重，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
杆，统筹高校整体建设和学科建设，为高等教育迈向
新的发展层次注入了强大能量，成为引领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的新引擎。改革的综合效应正在慢慢显露出
来，部分中国内地高校进入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其
背后正是中国高等教
育改革发展活力的现
实图景。

（下转第三版）

本 报 北 京 9 月 28 日 讯 （记
者 董鲁皖龙）“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部署一系列重大教育改
革、政策措施等，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 GDP 连续 5 年保持在 4%以
上，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
展，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
列，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提
高了全民族素质，为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重要贡
献。”在教育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
昌亚说。

在这场以“从数据看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为主题
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规划司、
基教司、高教司、财务司、职成
司、教师司、国际司相关负责人共
同面对媒体，以一组组令人振奋的
数据，展现出2012年至2016年这
5 年间，在实现教育现代化、努力
让 13 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教育
的愿景下，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走过
的不凡道路。

教育总体规模持续提
升，实现跨越升级

学前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进一步巩
固，高等教育正在向普及化阶段
快速迈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
步建立⋯⋯

“5 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全
面提质增效，教育总体规模居世界
中上行列。”刘昌亚说。

据介绍，2016 年，全国幼儿
园达到 24 万所，比 2012 年增加了
5.9 万所，增长 32.6%；全国在园
幼儿 4413.9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728.1 万人，增长 19.8%。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达到 77.4%，5 年提高
12.9个百分点，提前完成了 《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确定的 70%
基本普及目标，也超过了中高收入
国家73.7%的平均水平。

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进一步
巩固。小学净入学率达 99.9%，初
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104%，超过或
相 当 于 高 收 入 国 家 平 均 水 平 。
2016 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到 87.5%，比 2012 年提高 2.5 个百
分点，高于中高收入国家 83.8%的
平均水平。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3699 万
人 ， 比 2012 年 增 加 373.8 万 人 ，
增长 11.2%，我国占世界高等教育
总规模的比例达到 20%，成为世
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 42.7%，比 2012 年提
高 12.7 个百分点，提前实现教育
规划纲要确定的 40%目标，正在
向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迈进。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全国有1.23
万所职业院校开设了约 10 万个专
业点，年招生规模930万人，在校
生达到 2682 万人，每年培训上亿
人次。每年约有280万个家庭通过
高职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
想，实现了教育代际向上流动。

（下转第三版）

教育部晒出5年“教育成绩单”

我国教育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今日 焦聚

全
球
排
行
榜
折
射
中
国
高
校
影
响
力

钟
焦平

□□□□□□□□□□□□□□□□□□
□□□□□□□□□□□□□□□□□□
□□□□□□□□□□□□□□□□□□
□□□□□□□□□□□□□□□□□□
编辑部评论

在校生1.4亿人

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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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23.0万所

93.4%九年义务
教育巩固率

●比2012年提高1.6个百分点
●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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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教育投入不断增长

4%
以上

2012年至2016年，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支出连年增长，占GDP
比例连续5年保持在4%以上

4%已连续保持5年
1

学前教育跨越发展

4413.9

3685.8

24.0

18.1

增长
32.6%

增长
19.8%

幼儿园数（万所） 在园幼儿数（万人）

2012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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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

93.7%
2016年 88.4%

2012年

初中阶段毕业生升学率

2016年
高中阶段在校生
3970.1万人

59.6%
普高在校生

40.3%
中职在校生

0.1%
成人高中在校生

●绝大多数初中毕业生都能升入普通
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学习

●新增劳动力绝大部分接受过高中阶
段以上教育

提高5.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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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校总数
33.4%

比2012年增长
22.2%

2016年各级各类
民办学校

17.1万所

全国学生总数
18.2%

2016年各级各类
民办教育在校学生

4825.4万人

比2012年增长
23.4%

民办教育发展壮大
7

教师队伍层次结构不断优化

1578.2
2016年

万人

全国各级各类
学校专任教师

1461.4
2012年

万人

增长8%

6.8万人
全国招聘特岗教师

2016年

22个省份 684个县
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60.23亿元

中央财政用于
教师工资性补助经费￥

130万人

受益教师

增长8%

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超1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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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高等教育为社会输送
1193万名毕业生

规模居世界首位

为社会输送大批高素质人才

1000万
职业院校每年为社会
输送毕业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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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5万人
占高等教育学生
总数1/3

高等学历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继续教育
在学人数在学人数

2016年

接受各种
非学历高等教育的
学生人数

2012年

863万人次

增长
1.2倍

2016
年

职业院校

中高职招生

在校生

1.2

每年约有280万个家庭
通过高职实现了拥有第
一代大学生的梦想

万所

936.6万人

2682.0万人

2016年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体系进一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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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中国教育报李坚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