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编：易鑫 ●值班编辑：李澈 ●设计：张鹏 ●校对：杨瑞利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688

ZHONGGUO JIAOYU BAO
2019年7月 日 星期五12
农历己亥年六月初十 第10784号 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中教之声
客户端

在 5G 这 个 兵 家 必 争 之
地，核心技术是决胜的关键。
近日，科技部公布了宽带通信
和新型网络重点专项2018年度
拟立项的项目信息，广东高校
表现亮眼。

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重点
专项开展新型网络与高效传输
全技术链研发，助力我国成为
B5G 无线移动通信技术和标准
研发等方面的全球引领者。在该
专项中，10 所高校作为项目牵
头单位，拟承担 15 个项目，5 所
广东省内高校拟承担 8 项。中山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
大学 3 所高校分别承担 2 项，承
担项目数与清华大学并列第一。
在拨款经费方面，中山大学、广
东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牵头
总经费分别为 9260 万元、7446
万元、6385 万元，在 10 所高校
中分别位列第一、第二、第四。

这 5 所广东省内高校都是
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
强特色”提升计划参建高校。
近年来，在高水平大学建设、
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省市
共建本科高校等系列高等教育
重大工程基础上，广东以前瞻
性谋划、大手笔投入、大力度
改革，对省内主要本科高校重
新排兵布阵，推出“冲补强”
计划，改“一列纵队”为“三
大军团”，分类扶持。参建高校
在不同层次争创一流，特色内
涵发展，为广东乃至中国创新
驱动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提
供强有力人才、智力支撑。

“顶天立地”冲
向高教强省

大而不强是广东高等教育
的“心头痛”。广东经济总量连
续30年保持全国第一，常住人
口连续 13 年排名第一，全省高
校在校生近 200 万人，是名副
其实的教育大省。由于人口大
规模流入、二孩政策深入实施
等原因，广东学龄人口持续增
长，自2013年起，广东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
在全国率先启动高水平大学建
设，并接连推出了高水平理工科

大学建设、省市共建本科高校、
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经过三年的
高强度建设、超常规投入，广东
高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从“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等大赛获奖数来看，广东
省内高校近年来进步飞快，位
居全国前列。但在国家“双一
流”学科数、教育部第四轮学
科评估 A 类学科数、两院院士
新增选数、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获奖数、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数等厚积才能薄发的领域，广
东仍较为逊色。

“我省高等教育发展仍不平
衡不充分，高水平大学、一流
学科不多，粤东西北地区高校
整体实力偏弱，部分高校办学
特色还不够鲜明，高等教育支
撑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还
不足。”在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景李虎看来，这些问题不仅与
广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
战略不相适应，还与人民群众
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强烈期
盼不相称。

2018 年 1 月，广东经过深
入调研、全盘谋划，充分考虑前
期高等教育系列工程建设基础，
以增量方式统筹推进“冲补强”
计划。该计划由高水平大学建设
计划、粤东西北地区高校振兴计
划、特色高校提升计划三个子计
划构成，参建高校按办学水平、
地域、特色等因素，对应分成冲
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三类组
团，分类发展。

自此，广东高等教育发展
吹响“顶天立地”的奋进号
角。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承担

“顶天”重任，分为高水平大学
重点建设高校和高水平大学重
点学科建设高校两类进行建
设，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
家、省的重大战略需求，着力
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
创新能力。

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邢
锋认为，“冲一流”的高校是塔
尖，它们集中在珠三角核心区
域，而粤东西北地区高校数量
少、实力弱。（下转第三版）

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共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和乡村振兴——

广东打造高教“联合舰队”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朱建华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2018 年，广东以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智慧和韧
劲，聚焦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系统设计，整体
推进，创新性地构建具有广东
特色的“双一流”体系。

为促进广东本科教育全面
提升、美美与共，广东以前所
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对省内主
要本科高校重新排兵布阵，推
出“冲一流、补短板、强特
色”提升计划。自此，广东高
校打响高等教育提质攻坚战，
开启了一次争创一流、特色发
展的新征程。

凡事预则立。“冲补强”
计划坚持规划方案先行。参建
高校认真编制中长期发展规

划、三年整体建设方案、分学
科建设方案。广东还邀请部分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领导
和知名专家把脉问诊，找准主
要问题，明确主攻方向。

改 革 驶 向 攻 坚 期 、 深 水
区，时代呼唤敢啃“硬骨头”
的 “ 实 干 家 ”。 广 东 围 绕

“人、财、物”等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强化以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核心的
自我改革。为避免“一管就
死”“一放就乱”，广东找准

“放管服”的平衡点，重点解
决“放给谁、放什么”的问
题，坚持把政府该管的事管住
管好，通过加强考核评估，引
导参建高校把好办学方向，服
务社会需求。

广东不但强调“放”，重
视“管”，更落实“服”。对于
学校难以完成的、关注的重点
环节和瓶颈问题，广东从“服
务什么，谁来服务”方面着
手。该省通过加强指导咨询，
帮助参建高校拓宽视野、搭建
平台，做好跟踪服务。

乘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
东风，“冲补强”计划参建高校
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人尽其才
的改革特区，不断攀登新高峰。
在广东多元化评价这一“指挥
棒”的引导下，参建高校不拘一
格育人才，在服务需求中形成
优势、办出特色，各美其美，推
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强
大的人才智力支撑。

建美美与共的高教生态体系
本报评论员

落实落实落实落实 落实落实落实落实 再落实再落实再落实再落实
写好教育写好教育““奋进之笔奋进之笔””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南科大深港微电子学院在人工智能芯片、5G 移动通信芯片等关键领域着力深耕，助力破解“卡
脖子”的技术难关。图为该院工作人员正在微纳加工洁净实验室做研究。 南科大供图

7 月 11 日 ，
一名小朋友在北
京玩博会体验美
式橄榄球游戏。
当 日 ， 第 10 届
中国玩博会·北
京站 （简称北京
玩博会） 在全国
农 业 展 览 馆 开
幕，来自国内外
210 多个玩具品
牌的上万款玩具
参展，涵盖拼插
积 木 、 科 技 智
能、创意DIY等
品类。此次玩博
会将持续至 7 月
14日。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本报讯 （记者 方梦宇） 近
日，安徽省教育厅机关党委下发文
件，要求全厅各党总支、党支部结
合实际工作，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活动。

文件要求，各党总支、党支
部要围绕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和政治安全、深化学校思政课改
革创新、坚决打好教育脱贫攻坚
战、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规
范招生和办学行为等16个方面，
聚焦1—2个群众反映强烈、社会
关注度高的具体问题，制定调研
方案，扎实开展调研工作。截至
目前，安徽省教育厅各党支部（总
支）调研安排已全部上报完毕。

文件要求，要精心制定专题
调研安排、明确调研人员、地
点、主题等，组织调研力量，优
化行程安排。所有调研工作需在
7 月 20 日前完成，并形成调研
报告。8 月 10 日前通过召开工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支部
会、座谈讨论会等形式，交流调
研情况，研究提出解决问题、改
进工作的办法措施。

此外，安徽省教育厅机关党
委还要求领导班子成员要在学习
调研的基础上作专题党课报告，
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其他班子
成员要到党组织关系所在支部、
分管处室等讲专题党课。

安徽：扎实开展主题调研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日
前，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
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暨领导班子专题读书班第二次
集中学习研讨会在南昌举行。江
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
厅长叶仁荪要求，要始终把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摆在突出位置，精心谋划，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有声有色。

江西强调，要贯彻落实好《答
好“时代之问”走好新长征路 推
动江西主题教育高质量有特色走
前列的指导意见》，学深学透指导
意见精神，联系江西教育部门实
际学，联系自身岗位要求学，以学
促行、以行促学。切实拿出破解难
题、补齐短板、促进发展等方面的

创新思路、管用举措。要把“改”字
贯穿始终，列出清单、逐项整改。
要从严要求，压实主体责任，教育
引导干部从严从实把指导意见落
实到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
风共同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有特
色走前列。

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
厅还邀请上饶师范学院党委副书
记、方志敏研究中心主任刘国云
作 《方志敏的历史贡献和方志敏
精神的时代价值》 专题学术报
告，邀请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
部副主任、教授姚满林作 《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 专题讲座。

江西：把“改”字贯穿始终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进行时主题教育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 周小兰） 近
日，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传达和学习党中央、区
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动员部署
全区教育战线主题教育活动。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党组要
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主
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
来；要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根本
任务和目标要求，坚持立德树
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握

主题教育具体目标，梳理排查差
距和问题。

“要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
对忠诚、学出使命担当。”西藏
教育厅党组书记杜建功说，围绕
如何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
论述，西藏提出了“三个要”，
即要把学习放在首位，加强理论
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要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
场，增进人民感情；要把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动担当作为。

西藏：学出信念和担当

小黑垡村位于北京市大兴
区长子营镇东部，是全区唯一的
市级低收入村。村里老年人多、
残疾人多、低收入农户多，村子
发展面临着人力资源、自然条件
等多方面的制约。

近年来，北京全市打响了“脱
低”（脱离低收入）攻坚战，2018年
5月，位于大兴区的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积极落实北京市教委“引智帮
扶”工作会议精神，主动与小黑垡
村签订了引智帮扶协议。

通过一系列努力，北京石油
化工学院对小黑垡村的帮扶越
来越精准，为这座小村庄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活力。“大学进了村，
村子‘脱低’有了明白人。”小黑
垡村党支部书记韩森高兴地说。

村子要脱贫，离不开优秀的
带头人，其中，基层党组织的作
用尤为关键。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抓住党建这个“牛鼻子”，帮助小
黑垡村实现党支部工作的规范
化、制度化、标准化，将高校党支
部的人才智力优势与农村党支
部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经验紧

密结合，有效提高了党支部铸魂
引航的能力，为小黑垡村“脱低”
攻坚和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
和组织保证。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为培育
有梦想、有情怀、有文化、有能力
的“四有”新农人，为小黑垡村

“脱低”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北京
石油化工学院在村里先后组织
开展了先进文化进村、红色文化
进村、传统文化进村等活动，组
织了国学经典、法律知识、礼仪
培训，既丰富了村民文化生活，
也提升了村民综合素质。

小黑垡村要实现“脱低”振
兴，归根结底要靠产业发展。北
京石油化工学院根据小黑垡村
资源条件和人文资源特点，多次
调研、访谈，谋划、设计小黑垡村
品牌战略与产业振兴路线图，建

立起“党建搭台、基地唱戏、服务
增值”的产业振兴模式。

为推动小黑垡村产业振兴
模式尽快落地，学校积极寻找合
作项目。2019 年 5 月 15 日，麦秸
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司秀艳，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
文社科学院党委的邀请下，走进
小黑垡村。初步确定在人文社科
学院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
基地，通过教学和实践，使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小黑垡村落
地，成为村民“脱低”致富项目。

“学校助力乡村振兴责无旁
贷，我们要继续加强对小黑垡村
的帮扶力。”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党
委副书记、校长蒋毅坚说，学院也
要充分发挥小黑垡村在学校实践
育人中的作用，引导更多学生为
建设美丽乡村作出自己的贡献。

小黑垡村“脱低”有了明白人
本报记者 施剑松

教育脱贫攻坚教育脱贫攻坚进行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