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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周年 特刊 ·跨越

庆祝

40 载砥砺奋进 成就辉煌载史册

增加
9.1 万所
增长
55.5%

25.5

比 1978 年

增加
3812.4 万人
4600.1 增长
4.8 倍

3971 万人
2.46 万所
2017 年
高中阶段学校
总数

16.4

2017 年
在校学生总数

增加
2167 万人
增长
1.2 倍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办学特色更加彰显，
依托行业形成了以专业目录等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国家教学
标准体系，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规范标准。省部共
建了 12 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组建了 56 个行业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建成 1400 多个职教集团，开展
产教对话百余场次，遴选两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共 364 个，
初步形成了产教协同发展和校企共同育人格局。
开设专业点

787.7
全国幼儿园数(万所)

约 10 万个

提前实现了《国家中长期教
●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79.6%，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10—2020 年）》确 定 的
70%基本普及目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 73.7%的平均
水平
“入园
● 目前我国 98.7%的小学新生接受过学前教育，
难”问题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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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1978 年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4

近 5 年来，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均在 95%以上，高职
毕业生就业率均超过 90%，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人力资源支撑。职业教育成为我国高中阶段教
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1977 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共录取 27 万人。1999 年
起扩大普通高校招生规模，2002 年毛入学率从 1999 年的
10.5%提升到 15%。广大高校全面加强党建和思政工作，
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深化内涵建
设，一批高水平大学迈向争创世界一流新征程。

1986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国家实行九年
义务教育制度。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基本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2000 年，我
国“普九”人口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超过 85%，初步实
现“两基”目标。2004 年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
划”
，2011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

2017 年我国共有高校 2913 所，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418 个，仅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 321 个，累计
授予博士学位 79 万个、硕士学位 738 万个

全国义务教育学校 21.9 万所

年
2017

增长
28 倍
761 万人

全国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103.5%
1977 年
普通本专科
招生数

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3.8%

2017 年
普通本专科
招生数

● 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
体系不断完善

8部
教育法律
为统领

10 多部
教育行政
法规

50 多部
教育部门
规章

1406

30 多年来
● 全国累计 2.4 亿人次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培养本、专科毕业生 1300 多万人
“十二五”以来
● 全国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学生达
4731.24 万人次

经过 40 年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我国教育事业领域的有法
可依、依法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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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教育实现翻天覆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留学
工作迅速发展，双向留学规模持续扩大，成为服务国家
战略的重要途径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1978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不到千人，2017 年我国
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 60 万大关，达 60.84 万人，持
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2017 年留学回国人
数达到 48.09 万人。改革开放至 2017 年底，我国留学
回国人员总数达到 313.20 万人，83.73%的留学人员
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形成了最大规模留学人才
“归国潮”
。
来华留学总人数由 1978 年的 1236 人增长至
2017 年的 48.92 万人。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
目的国，也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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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投入实现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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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深化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族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
来，先后召开 4 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对发展民族教育
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教育实
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发展红利惠及各族群众，55 个少
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截至 2017 年，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共有少数民族在校学
生 2910.64 万人，占全国在校学生总数的 10.73%，比
1997 年增加 1095.66 万人。全国民族地区有 1.2 万所中
小学使用 22 个民族的 27 种文字开展双语教学，
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40 年来，各级各类内地
民族班培养了 85 万名优秀少数民族人才，
其中大多数回到
家乡就业，
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

●

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 40 年来，伴随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不断发
展，教师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专任教师人数从 1978 年的
899 万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1622.6 万人，增长了 1.8
倍，教师规模世界最大。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攻坚战取得重大进展。2006 年启
动实施“特岗计划”，迄今中央财政已投入经费 456 亿
元，为中西部乡村补充了 66.8 万名中小学教师。2007
年起实施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目前已为
中小学补充了近 7 万名高素质教师，90%到中西部中小
学任教。2013 年起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中央财
政划拨经费 127.5 亿元，实现 725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全覆盖，惠及 8 万所学校 130 万名乡村教师。

●

改革开放以来，语言文字事业的思想理念不断进步，
为建设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语言强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家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规范汉字、汉语拼音，
连续举办 21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推动活动向通用
语言文字工作基础较薄弱的地区扩展，面向农村和少数民
族地区攻坚。目前，全国普通话初步普及率超过 73%，
全国识字人口规范汉字使用率超过 95%，68%的人口掌
握了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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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工作取得重要成就

23869

1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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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
地方性教育
法规规章

959
899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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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在校生规
模 达 3779 万 人 ，
成为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达 到 45.7% ， 开
始迈向普及化发展
阶段

其 中 ，民 办 普 通 本 专
科 在 校 生 628.5 万
人 ，占 全 国 普 通 本 专
科在校生的 22.8%

继续教育体系形式丰富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 1.45 亿人
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99.91%

其中，民办普通高校
746 所，占全国普通
高校的 28.4%

933.2 万人
在校生
2680 万人

1623

◀复旦大学举行毕业
典礼。

2017 年全国各级各类
民办学校在校学生
5120.5 万人

·

·

中高职招生
2017 年
全国共有
职业院校

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向普及化阶段迈进

2017 年全国共有
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17.8 万所

▲三四十年前，我国
乡村学校条件相对落后，
学生举行升旗仪式，需要
教师吹笛奏国歌。

19.0%
占全国在校生
总数

·

·

1.21 万所

● 2017 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88.3%，
已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 86.7%的平均水平

义务教育取得历史性进展
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

提高 54 个百分点

94.9%

全国在园幼儿数(万人)

34.6%
占全国学校总数

单位：万亿元

1978 年
2017 年

5

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体系更加完善
有力支持产业发展和终身学习

42562

民办教育覆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
历教育，
形成了层次类型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局面。

教育经费投入

3

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
多样化发展稳步推进

民办教育从无到有
成为我国教育重要组成部分

单位：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11 年实施第一期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学前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地以
县为单位，落实地方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主体责任，坚持
公益普惠原则，扩大教育资源总量，显著提高了学前教育
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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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规模不断扩大

1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开启了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
促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不断丰富完善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教育事业发
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提高全民
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

学前教育跨越式发展
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政
府坚决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教育经费筹措
机制，努力增加教育投入，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促进教
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017 年全国教育投入总量达 4.26 万亿元，是 1978 年
94 亿元的 453 倍，年均增长 17.1%，40 年来累计投入
36.26 万亿元。人均教育经费从 1978 年不到 9.8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3000 余元，增长 306 倍。2017 年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投入 3.42 万亿元，40 年来累计投入 27.82 万亿
元，年均增长 16.5%。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到
2017 年已连续 6 年保持在 4%以上。

高校科技工作成果丰硕

高考制度不断改革完善

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国高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发挥科教融合、人才汇聚、学
科综合等优势，
高校科技事业取得了全方位、
历史性成就。
2017 年，高校科技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 24.9 万人年，
接近 1985 年的 3 倍；
高校年度科技经费达 1772.9 亿元，
比
1985 年增加 1766.9 亿元；
高校共承担科研项目达 51.7 万
项，是 1985 年的 10 倍；高校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7.8
万项，
科技成果转移与技术转化服务收益达 206 亿元。我国
高校 SCI 论文总数达到全球的八分之一，
为我国科技论文引
用率达到世界第二作出了有力贡献。进入四大世界大学排
行榜前 500 名的内地高校达到 98 所，
是 5 年前的 3 倍。

恢复高考之后的 40 年间，我国高考招生制度不断改进
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长、国
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
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77 年高考全国共录取 27 万名考生，2017 年录取人
数增长到 761 万。40 年来，全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5.7 年提高到 10.5 年。从一些国际组织的评价看，我国人
力资源开发水平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从人口大国
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为我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

●

●

教育督导发挥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 40 年来，教育督导在护航教育事业优先、公平
而有质量发展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对于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有着重要意义。经过 40 年的改革发展，
基本
建成国家、
省、
市、
县四级机构，
基本形成上下贯通的教育督导
体制，
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教育督导评估监测制度体系，
基本
建立面向各级各类教育
“督政、
督学、
评估监测”
三位一体的职
能体系。
自 2013 年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工作启动
以来，实地督查县级单位 2384 个，入校检查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 2.2 万所。截至目前，
共有 2379 个县级单位通过国家
认定，
约占全国总数的 81%。

特殊教育发展加快推进
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连续实
施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显著提升特殊教育普及水平，推
动我国特殊教育进入历史最好的快速发展时期。
截至2016年底，
视力、
听力、
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
教育入学率达到90%以上；
截至2017年底，
全国在普通学校
和特教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为 57.9 万人，特殊教育学校
2107所，
分别为1978年的19倍和 7倍。特教学校和随班就
读学生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于 2016 年提高到 6000 元以
上，
达到普通学生的 6—8 倍，
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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