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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把学习宣传阐释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重要历史使命完成好

2018年举全教育战线之力要办好 件大事

2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要开好局，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要开启新征程

3
深入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思
想政治工作

4
推动教育改革再深化、再突破、再出新。在教育“四梁八柱”初步出台的基础上，
搞好“内部装修”，补齐整体制度设计短板，填补整体结构漏洞，扩大改革受益面

筹备开好全国教育大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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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根本任务，系统推进立德树人

聚焦根本保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聚焦提升贡献力，大力促进教育内涵发展

聚焦激发活力，纵深推进教育改革

聚焦高素质专业化，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聚焦保障机制，夯实教育事业基础

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不断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2018年实施“奋进之笔” 大主攻方向77 55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
柴葳） 1月23日至24日，2018年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
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按照
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推进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
公平，发展素质教育，加快教育现代
化，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作
工作报告。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5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正确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教
育思想指引下，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
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发生
了深层次、根本性、历史性变革，教
育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
步伐加速，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
增强，中国教育世界影响力加快提
升，教育改革纵深推进，总体发展水
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陈宝生指出，党的十九大对教育
工作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在加快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
中，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将是我们长期要面对的工作主题。
要以问题为导向，将其作为实施“奋

进之笔”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一是
聚焦根本保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
工作的领导。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狠抓大抓基层党组织建设，持
之以恒正风肃纪，抓好意识形态工
作。二是聚焦根本任务，系统推进立
德树人。要把德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坚定青少年理想信念，改进和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发展素质教
育，加强语言文字工作。三是聚焦人
民群众关切，不断完善公共教育服务
体系。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
展，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步
伐，加大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攻坚力
度，加大对困难地区扶持力度，切实
加强校园安全。四是聚焦提升贡献
力，大力促进教育内涵发展。要以质

量为本，持续推进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健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政策机
制，办好继续教育。五是聚焦激发活
力，纵深推进教育改革。要深化“放
管服”改革，实施考招改革“拓展深
化”攻坚行动，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
兴办教育，坚定不移以开放促改革。
六是聚焦高素质专业化，全面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实施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攻坚行动，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
效机制，完善教师管理制度，提升教
师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七是聚
焦保障机制，夯实教育事业基础。要
落实教育投入责任，加快教育信息化
步伐，全力推进依法治教。

陈宝生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强调，
新的一年，教育战线要把握稳中求进

的总基调、狠抓落实的总基点、攻坚
克难的总要求、“奋进之笔”的总抓
手，举全教育战线之力办好几件大
事。一是把学习宣传阐释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重要历史使命完成好。
二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要开好局，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要开
启新征程。三是深入研究和阐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
强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四
是推动教育改革再深化、再突破、再出
新。在教育“四梁八柱”初步出台的基
础上，搞好“内部装修”，补齐整体制度
设计短板，填补整体结构漏洞，扩大
改革受益面。五是筹备开好全国教育
大会。 （下转第六版）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教育成就是

全方位、开创性的，教育变革是深
层次、根本性的。从‘有学上’到

‘上好学’，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
国，中国教育进入新时代。”1月23
日举行的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陈宝生在工作报告中如此
定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
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中，陈宝生

只用了有限的篇幅将“总体发展水
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的我国教
育事业成就，概括为教育的中国特
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步伐加
速、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增
强、中国教育世界影响力加快提
升、教育改革纵深推进几个方面。

总结过往工作，是为了认清教
育“奋进之笔”的新起点。余下的
时间里，陈宝生将着眼点深入到分
析形势、对照目标上，这也成为本
年度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鲜明特
征。分析形势，目的是找准“奋进
之笔”的主攻方向；对照目标，为
的是明确“奋进之笔”任务书，给
2018年这个教育系统实施“奋进之
笔”的进取之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

六个“要清醒看到”

“从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战略定位
中来看教育的作用，从发展目标中分
析教育的现状，从任务要求中审视教
育的发展思路，可以说，当前我国教
育正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机遇前所
未有，挑战前所未有，许多新情况新
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面对、去解决。”陈
宝生坦言，在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解决教育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将是我们长期
要面对的工作主题。

“要清醒看到，我国教育整体大
踏步前进，但局部差距依然存在。”

“要清醒看到，人民群众总体受教育
机会大幅提升，但个性化、多样化需
求仍未有效满足。”“要清醒看到，目

前我们人才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但
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

六个“要清醒看到”，在新时代
教育改革发展任务面前，对找准教
育“奋进之笔”主攻方向面临新形
势的冷静分析，让与会者真切感受
到了2018年教育系统实施“奋进之
笔”进取之年不同以往的问题导向。

拿到随会议资料下发的《教育
系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笔”总体方案
（征求意见稿）》，近200页的方案，
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一口气就读了
大半。“方案中几乎每一项都是从问
题导向出发，从教育改革发展面临
的客观现实出发，不回避问题，不
回避矛盾，是对基层教育部门很好
的上位指导。”

王璟觉得，方案中体现出的鲜明
问题意识刚好呼应了会议工作报告
中的问题导向，六个“要清醒看到”背
后，正是从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战略定
位中来看教育的作用、从发展目标中
分析教育的现状、从任务要求中审视
教育的发展思路在教育改革发展战
略上的生动体现。具体到天津，面对
每年约50万的新增人口，在连续5年
每年新建改造提升扩建100所幼儿园
仍未提高学前教育入园率的现实情
况面前，如何解决天津学前教育总量
不足和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无疑是办
人民满意的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

“迟早要做的事，迟做不
如早做，小修不如大修”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是教
育系统实施‘奋进之笔’的进取之
年。”陈宝生说，教育部已经制定了总
体方案，形成了“奋进之笔”任务书，
明确了奋进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总
的考虑是瞄准问题、准确定位、强化
攻坚、体现协同。 （下转第六版）

“跳起来摘苹果”的教育奋进新起点
——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述

本报记者 柴葳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4 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
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
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全科医生培养的
工作目标，到2020年，适应行业
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基本建
立，适应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激励
机制基本健全，全科医生职业吸引
力显著提高，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
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
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
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队伍基本满
足健康中国建设需求。

《意见》明确，从三个方面改
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
制。一是建立健全适应行业特点的
全科医生培养制度。高校面向全体
医学类专业学生开展全科医学教
育，加强全科临床见习实习。有教
学潜质、符合条件的全科医生可以
聘任相应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扩大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
下简称住培）招收规模。支持认定
为住培基地的综合医院独立设置全
科医学科，与基层实践基地联合培
养全科医生。二是全面提高全科医
生职业吸引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绩效工资改革。到基层工作的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经住培合格的全
科医生，可采取面试、组织考察等
方式公开招聘。三是加强贫困地区
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加大定向免费
培养、在岗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力
度。扩大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实施范
围并适当提高财政补助标准。经住
培合格，取得中级职称后在贫困县
农村基层连续工作满10年，可经
考核认定直接取得副高职称。

《意见》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将
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
机制作为深化医改、建设健康中国
的关键环节和重大任务，制定实施
方案，强化部门协同，明确任务分
工，加大经费保障，完善医保支付政
策，加大宣传引导，狠抓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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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内考试制度看
优质学校的密码
——浙江省初中学校作业

与考试情况网络调查分析

➡ 详见第八版➡➡

全方位开创性成就 深层次根本性变革
——教育改革发展交出亮丽成绩单

形成任务书 明确着力点 答好人民“关切题”
——2018年教育改革发展主攻方向

➡ 详见第八版➡➡

详见今日第二、三版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记者 陈芳 董瑞丰） 用一把
毫毛，变出千百个一模一样的猴
子——《西游记》里的神话正在
成为现实。克隆猴“中中”和她
的妹妹“华华”在中国诞生近两
个月！北京时间1月25日凌晨，
它们的“故事”登上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细胞》封面，这意味着
中国科学家成功突破了现有技术
无法克隆灵长类动物的世界难题。

“姐妹”俩的基因，来自同一
个流产的雌性猕猴胎儿。科研人
员提取了这个猕猴胎儿的部分体
细胞，将其细胞核“植入”若干

个“摘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
结果产生了基因完全相同的后
代，这个过程也就是克隆。

自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多
利”诞生以来，20多年间，各国
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先后克隆了
牛、鼠、猫、狗等动物，但一直
没有克服与人类最相近的非人灵
长类动物克隆的难题。科学家曾
普遍认为现有技术无法克隆灵长
类动物。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孙强
团队经过5年努力，成功突破了
世界生物学前沿的这个难题。利
用该技术，科研团队未来可在一

年时间内，培育出大批基因编辑
和遗传背景相同的模型猴。

“这是世界生命科学领域近年
来的重大突破。”中科院神经所所
长蒲慕明院士说，克隆猴的成
功，将为阿尔茨海默症、自闭症
等脑疾病以及免疫缺陷、肿瘤、
代谢性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
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非人灵长类平台育婴室，克隆猴

“中中”和“华华”被护士抱在怀
里（1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世界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两只克隆猴在中国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