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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
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
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广大知识分子要坚持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
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
我。

——习近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包信和：

服务国家战略 争当科技中坚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中科大时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

分子应有的情怀。中科大在立校之时就将“红专并进、科教报国”作为办学宗旨。
60 年来，中科大为祖国培养出了 32 位科技将军、73 位两院院士及大批前沿科技领
军人才、科技型企业家、国防科技中坚。

60 年来，我们开拓创新、奋勇争先。党中央、国务院、中国科学院、教育
部、安徽省、合肥市、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科大的关心、支持和厚爱，是
我们勇攀高峰、力争一流的磅礴动力。

未来，中科大将继续坚持科教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立足国内重大需求，执着攻关创新，在
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多下功夫；着力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积极筹
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努力使之发展成为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命、代
表国家水平的战略科技力量。

北京时间 2 月 14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
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 第 185 届年会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
建伟教授领衔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科研团队被授予 2018 年度克利夫兰奖。
这是 90 余年来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成的科
研成果首次获得这一重要荣誉。

时光倒回到 2016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中科大，“勇立潮头、引领创
新，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总书记
的这番话让潘建伟心潮澎湃。

在引领创新的这条道路上，潘建伟和
他的团队从未止步。2001 年，潘建伟回到
中科大组建量子通信实验室，在不到 20 年
时间里，他和团队取得累累硕果，研究成
果 6 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年度十
大科技进展新闻”、5 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
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 次入选
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
件”。

量子科技世界前沿的突破，只是中科大
誓攀创新之巅的一个侧影。目前，中科大每
年科研经费达 15 亿元左右，在研项目达
3000 余项，一颗颗未来重大科学发现的

“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能在中科大做研究，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潘建伟说。学校把最

好的条件优先给科研和教学；不论资排辈，给新人施展才华的空间；学术
不设禁区，宽容“异想天开”。“正是这种对科学原则的执着和坚守，让中
科大拥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魅力。”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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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必先强师。教师是教育发展的
第一资源，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 2035
教育发展规划目标的重要基石。”在今年
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提出，健全教师荣
誉制度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弘扬尊师重
教良好风尚的迫切需要。

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育和教
师工作，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教师地位待
遇，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
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就教师队伍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
批示指示，指出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
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
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在岗位
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
荣誉感，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成为让人
羡慕的职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建
立健全教师荣誉制度、提高教师地位方面
不断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刘利民认为，目前的国家教师荣誉体
系仍存在不足：一是国家教师荣誉层次不
够丰富，缺乏专门的教师“最高荣誉”。
在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制度建立前，教师
的最高荣誉是5年一次的包含在“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中的全

国模范教师，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联合评选授予，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国
家名义的教师荣誉称号。国家勋章和荣誉
称号制度只是将教育界人士作为评选表彰
的对象之一，不是专门针对教师的荣誉。

二是评选规模小。全国模范教师 5
年评选一次，2014 年表彰了 719 人，这
与全国 1600 多万名专任教师的庞大规模
相比，数量太小，难以充分发挥激励作
用。

三是教师荣誉获得者配套待遇不高。
2007 年，原人事部、财政部将特级教师
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300 元，10 余
年来未再调整，这一标准在当下难以起到
对优秀教师的激励作用。全国模范教师享
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而关于省部级以
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还没有统一
规定，其他的如全国优秀教师没有明确的
待遇规定。

对此，刘利民建议，一是强化国家级
教师荣誉表彰。在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授
予中，充分体现教育和教师的重要地位，
予以重点倾斜。设立专门的国家教师奖，
由党和国家领导人颁授，授予年度在人才
培养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享有崇高声望
的教师。 （下转第三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

健全国家教师荣誉制度
给教师更多的获得感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高毅哲 焦以璇

30 岁，而立之年，海南迎来
了自身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2018 年 4 月 13 日，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布，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新标杆。

这一次，世界的大门向海南打
开。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
而兴的海南，再一次站在新时代的
潮头。一时间，琼岛教育人倍感振
奋，深化教育改革之潮也随之澎湃，

“百万人才进海南”、候鸟人才计划、
“两校一园”工程、超级大学、国际
教育岛等先后震撼出炉⋯⋯

海南教育能否奏出华彩篇章？能
否让世界听到海南的教育声音？让我
们听听代表们的期待与建议。

举全国之力缓解人才之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必须
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

“总书记的定位非常准。”在全国
人大代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书
记王长仁看来，人才是海南发展的瓶
颈所在。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份，海
南体量较小、经济基础薄弱，“一个区
域发展的快慢，归根结底取决于人”。

30 年前发生的一幕，至今让人
心潮澎湃：国务院宣布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一时间“到海南去！”“比特
区还特！”的口号响彻全国，“十万人
才过海峡”的盛况成了传奇。

2018 年 5 月 13 日 ， 海 南 发 布
“百万人才进海南”计划，发出包括
住房补贴、自主创业、子女入学甚至
医疗服务等在内的“超级红包”，其
渴望人才之急可见一斑。

从曾经的“十万人才过海峡”到如
今的“百万人才进海南”，琼岛的每次
澎湃都伴随着大规模的人才流入。为
什么？全国人大代表、海南思坦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金光一一列
出：重大科研攻关、重大项目落地、服
务业配套及国际交往等领域的快速增
长，仅依靠本地培养，远远不能弥补短

时出现的巨大人才缺口。
怎样才能形成人尽其才的良好环

境？王长仁和韩金光几乎给出同样的
答案：地位、平台和保障。而查阅海
南省教育厅提供的资料可见，海南引
才正是剑指这三个方面。

2018 年 11 月 10 日，全国人大代
表、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带领着 100 多
家企业、事业单位，来到北京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主动招揽
人才，邀请了北大、清华等 12 所知名
高校负责人。沈晓明热情向国内外人
才发出邀请：“海南是一个能让你实现
梦想和抱负的地方，海南还有诗和远
方等着你。让我们一起去海南。”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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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已经上天，马桶却还在
漏水，开关虽不常用，但一碰就
坏！”谈及我国社会各领域高速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极端表现，全国人大代
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
作委员会主任范鹏有些忧虑。

“很多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程
度，有点儿像我们的城乡差距。
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
们的职业教育没有充分发力。”范
鹏说，“庆幸的是，在当前我国经
济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后，我们已经认识到职业教育对
于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作
用。”

在日本抢购马桶、电饭煲，在
法国抢购兰蔻、爱马仕、香奈儿，
在瑞士抢购手表⋯⋯谈到中国制造
曾经的这些酸辛过往，全国两会的
不少代表委员感慨万千，大家期待
新时代的职业教育能支撑未来中国
的高质量发展。

真金白银的投入背后是
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厚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传递了
职业教育最强音，篇幅很长、力度很
大，为历次报告少见。”全国政协委员、
民建中央常委马国湘认为，高职扩招
100 万，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大改革大
发展，符合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改
造、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国情。

全国人大代表、三峡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科研与督导处主任杨德芹认
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而发展高质量的职
业教育，就是要破解产业转型升级和
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高素质劳动者与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荒”问题。

目前，我国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
的比例较低，大约只有 33%接受过
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因为没有
一技之长，他们的收入水平很难提
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邯郸武安
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树华
说，他们公司有 1.1 万名员工。企业
要实现绿色发展，实现产品高端化，
技术工人就得由原来占比 30%提高
到 60%—70%，甚至更高，这就迫
切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过去我们也在讲重视职业教
育，但从未像今年这么重视：职业教
育不仅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前所
未有地将职业教育放在经济部分进行
部署，计划扩招100万人，大幅增加财
政投入。”范鹏边说边屈指盘算着。在
去年 22 万亿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中，教育占比 14.6%；今年，在几
乎所有公共事业支出缩减的情况下，
教育不减反增，占比将达到14.8%。

更让范鹏印象深刻的是，由财政
部编制的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报告，对于“可贵的 0.2 个百分
点”，规划了清晰的投向——中央财
政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
金安排237.21亿元，增长26.6%。

范鹏认为，这些落在真金白银上
的重视，折射出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
进一步增大、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背
景下，国家对于职业教育助推经济高
质量发展寄予了厚望。

高质量发展急需“大国
工匠”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今
年首项重点工作任务。这其实也给职
教界提前透了题，发去了人才培养的

“邀请函”。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泰州市市长

史立军说，纵观世界工业发展历程，
所有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大国。借
鉴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经验，我
国要想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
越，就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打造
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但是，同样是生产开关，德国
和瑞士的开关往往更经久耐用。工匠
精神缺失和工匠能力之不足，恐怕是
其中的重要原因。”范鹏说。

问题的症结何在？史立军认为，
从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践来
看，还存在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校企
协同不力等方面短板，具体表现为：在
国家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税收减免等优
惠政策的前提下，联合培养学生并未
成为企业必须履行的一项社会责任；
在企业经营主要以营利为导向的情况
下，虽然有些企业投入资金或设备，与
学校合作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培养学
生，但因学生平时实训不足，导致其技
能水平与企业要求存在差距，学生的
企业实习实际上变成了消耗性实习，
造成企业投入难以“产出”。久而久
之，产教融合实际上变成了“挂在墙上
的计划书”。 （下转第三版）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职业教育的战略部署，代表委员展开热议——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质量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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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两会聚焦

3 月 9 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
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全
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全国人大代表、云
南省勐海县打洛镇中心
小学教师玉龙 （中） 与
全国人大代表、鲁甸县
文屏镇中心小学校长甄
兰芳 （左） 一起交流。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两会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