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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
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

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
向，坚持立德树人，优化职业
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
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

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
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
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
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
工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
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
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
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
技能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职
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
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
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近些
年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
动职业教育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服务
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高质量发

展，着力推进改革创新，借鉴先
进经验，努力建设高水平、高层
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要
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
方向，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技能
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加强职业
学校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建设，
优化完善教材和教学方式，探索
中国特色学徒制，注重学生工匠
精神和精益求精习惯的养成，努
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支撑。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4月 12
日至13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
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
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
话。她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
示，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
坚持立德树人，优化类型定位，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
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本科职
业教育培养体系，深化“三教”
改革，“岗课赛证”综合育人，
提升教育质量。要健全多元办学
格局，细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政策，探索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
评价办法。各地各部门要加大保
障力度，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
遇，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增强职
业教育认可度和吸引力。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
捷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山
东、江苏、江西、甘肃、中华职教
社、中车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分管教育工作负
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
关有关部门以及部分行业协会、
企业、高校、职业院校负责同志
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加 快 构 建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李克强作出批示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
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
德树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
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
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
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13日在
京落下帷幕，职业教育发展迎
来又一个春天。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
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
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召开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全国
职业教育大会，党和国家对职
业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言而
喻。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职业教育功不可没，已为各行
各业累计培养输送2亿多高素
质劳动者。但由于缺乏清晰合
理的分类标准，职业教育一直
被视为普通教育的“衍生品”
和“附属品”。在一些人心
中，职业教育“低人一等”。

针对这些问题，各项改革
举措不断出台。分类考试招
生、“1+X”证书制度试点、
国家学分银行……党的十八大
以来，特别是《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
教20条”）颁布以来，我国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走上提质培优、
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面
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

在天津，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发展取得改革突破。天津中德
应用技术大学率先实现在一所
学校内构建起中职高职衔接、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首批
599 名职业教育本科生已经毕

业，学生就业率远高于普通本
科，就职领域集中于战略新兴
产业和高端制造业。

在西藏，职教扶贫工作取得
新突破。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生就业率，从2018年的 70%、
2019年的89%，跃升到2020年
的95.17%，真正实现“培养一
个学生，脱贫一户家庭”。

在深圳，职业教育与区域产
业共生共长，为改革开放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

持和人才支撑，跑出一条高质量
发展的“新赛道”。

但同时必须看到，我国教育
仍然面临结构性矛盾，相对于义
务教育和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仍
是我国教育领域的短板。

（下转第三版）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释放了哪些信号？
新华社记者 胡浩 翟永冠

4 月 12 日至 13 日，全国职业教
育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
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
瓴、着眼大局，为我们加快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办好职业教育，培养
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要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不管是普通教育还是职
业教育，根本任务都是立德树人，所
肩负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没
有本质的区别。办好职业教育，要把
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根本使命。具体
而言，就是要把立德树人贯穿到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
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
五育并举，把德育放在首位，不断完
善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育
人机制，注重职业精神与职业技能的
融合。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要坚持职业教
育发展规律。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非常紧密，
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守
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坚持开放办
学，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
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改革。要充
分发挥教育评价指挥棒的作用，构建
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引导
职业教育按类型教育规律办学，坚定
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要
鼓励学校主动面向国家、区域和行业
需求找准办学定位，发挥自身优势，
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要立足新
发展阶段，深化改革创新，围绕产业
升级和技术进步新需求，推动专业升
级和数字化改造，统筹推进教师教材
教法改革，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深
化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
训模式改革，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
创新链、产业链的有机衔接，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要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夯实职
业教育发展的保障基础。要不断完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纵向上，要打通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教育
乃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衔接渠道；横向上，要加强职业教
育、继续教育、普通教育的有机衔接、协调发展，搭建起人才成
长的“立交桥”，畅通职业院校毕业生成长成才通道，不断增强
职业教育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要深入推进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
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共同促进职业发展的合力。政府部门
将职业教育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进一步落实发展
职业教育的职责，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要进一步加强
统筹规划、政策、资源，要引导社会和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职业
教育；进一步引导社会转变观念，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
其才的良好环境，形成全社会尊重职教、发展职教的舆论氛围。

（下转第三版）

加
快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培
养
更
多
能
工
巧
匠
大
国
工
匠

—
—

一
论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职
业
教
育
工
作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本
报
评
论
员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提高
到90%以上”，是“十四五”
规划提出的重要目标。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现状如
何？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
年下发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
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达到 80%。广覆盖、保基
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基本建成。”

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
业统计结果，2020年，全国
共有幼儿园29.17万所，入园
儿童1791.40万人，在园幼儿
4818.26万人，学前教育毛入
园率85.2%。

据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前
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虞
永平介绍，经过各级政府的共
同努力，应该说很多省市已完

成或超额完成这一目标。“这
就打牢了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的根基，为学前教育进
一步高质量发展，完成‘十四
五’规划的目标奠定了良好基
础。”虞永平说。

站在这样的新起点上，要
实现“90%以上”的目标，重
点又要在哪里突破呢？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
出，要以人口集中流入地、农
村地区和“三区三州”为重
点，新建、改扩建2万所幼儿
园，增加普惠学位400万个以
上。“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家长对让孩子入园接受教育的
意识不强，师资容易流失，成为
入园率的低谷，是下一步普及
学前教育的主战场，可通过加
大财政补贴、提供师资支持、调
拨办园设施、免费提供办学场
地、开办公办学前教学点等措
施，扶持其发展。”重庆市教育
评估院院长刘云生说。

安徽省政府教育督导办主任
杨善竑表示，要科学规划布局，充
分考虑人口变化和城镇化发展趋
势，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县
为单位制定幼儿园布局规划，切实
把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纳入城乡公
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今后一段
时期教育系统的主旋律，对学前教
育来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又
在哪里呢？

虞永平认为，学前教育要把
安全优质放在教育质量的核心位
置。“安全是儿童发展的基本条件
和根本前提，也是幼儿园的核心责
任，儿童的发展是质量的根本追
求。要提高教育质量，应在优化质
量要素上下功夫，继续深化改革、
完善制度、创新进取。”虞永平说。

在杨善竑看来，实现“90%
以上”，意味着对幼师队伍建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各地都在加快公办
园建设，我国学前教育师资实现
了跨越式增长，但仍不能满足需
求。教师编制的严重不足及保育
员的缺位，导致专任教师陷于幼
儿日常生活的料理中，难以保证
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改进保教
方法、提高保教质量，严重影响
了幼儿保教质量。

（下转第三版）

“十四五”规划提出，提高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高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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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幼儿数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本报北京 4 月 13 日讯
（记者 林焕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及其实施办法，教育部对
2020年下半年各地上报的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了评审，

近日发布了《关于批准2020年
下半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通
知》，决定批准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合作举
办统计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等
51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其中批复本科项目46个，
硕士项目4个，博士项目1个。

教育部批准51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十四五”，教育会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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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文泽小学开展了多彩的课后服
务。图为学生排练《红色娘子军》。 倪同岭 文泽宣 摄多彩的课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