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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百年征程，波澜壮
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教育为国家培养造就
了数以亿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不断提升我国人力资
源水平，优化我国人力资源结构，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
持和创新动力。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
力资源保障

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重大战
略的实施中，教育培养人才的规模不
断扩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了普通高
校毕业生1.07亿人、普通中学毕业生
7.62亿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1.13
亿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
长的源泉。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
要方式。大规模、高质量的人才培
养，为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文
化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
重要指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不同历史时期，人才对社会发展的支
撑性作用不断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
础，优先发展教育是培养数以亿计人
才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教育整体快速发展，人才供给能
力显著增强，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明显
提高，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
撑，推动了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为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作出
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为社会主义
各项事业奋力拼搏，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
大智力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中，
教育不仅培养了数以亿计的人才，而
且不断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首先，实现了中国从人口大国向
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1949年，我国总人口中的文盲率
是80%，到2010年，全国实现高质量
的全面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98%以
上，扫除15岁至24岁文盲，全国青壮
年文盲率降到2%以下，成人文盲率降
到5%以下。我国文盲率的下降，离不
开“两基”政策、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和推进，离不开教
育持续而深入的改革与创新。

其次，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第
一，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2009
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
11年。2021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
育年限达到13.8年。第二，每10万人
口中不同学历人数大幅增加。1964
年，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人口仅
为416人。2020年，每10万人口中，大
专及以上人口为15467人；与1964年
相比，大专以上人口增长了3618%。

同时，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不断
壮大。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领军人
才、创新团队不断涌现，高水平研究
成果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不断探索前进。技能人才培
养改革坚实推进，技能人才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 2020
年，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15万所。累
计培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毕业
生5452万人，开展社区教育培训约3.2
亿人次。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实
质上是智力和人才的竞争，因而也是
教育的竞争。无论是增强经济、科
技、军事的实力，还是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民族凝聚力，教育都具有基
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
用。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各级各类
人才，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将我国人
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我国
正在加速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
资源强国转变。我们要延续这一伟大
成就，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
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人才培养 服务国家奠基未来家奠基未来
陈金芳 杨志娟

“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
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以健
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
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
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勇
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
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将
教育和科技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
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科技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引导高校科技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积极开展创新研究，促进我国关
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从点的突破迈
向系统能力的提升，高校科技创新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

科技创新多点发力

近年来，我国高校
和科研院所在深空、深
海、大飞机等科技制高
点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 深 空 探 测 方
面，探月工程和火星
探测是当今世界深空
探测的尖端领域，高校
强强联合深度参与。由
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清华大学等10家单位共同
承担的国家“973计划”项目“行星
表面精确着陆导航与制导控制问题研
究”，面向国家深空探测发展规划的火
星和小行星探测科技重大工程，推动
解决深空探测领域自主导航与制导控
制中的关键基础问题。

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
成功发射，首次实现在月球表面自动
采样，首次实现从月面起飞，首次实
现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月
壤返回地球。

火星探测一直是深空探测的重要
目标，实现火星的载人飞行探测被认

为是21世纪上半叶行星际探测的终极
目标。2021年5月15日，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
着陆火星。“天问一号”任务突破了
第二宇宙速度发射、行星际飞行和测
控通信、地外行星软着陆等关键技
术。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为我国火
星探测任务提供了人才支持和科技支
撑。

在深海探测方面，“十一五”期
间，在国家“863 计划”的支持下，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拉曼光谱探测系
统，武汉理工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单位
在光电探测领域开展研究，哈尔滨工
业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力
发展水下光学传感技术、光纤水听技
术、水下激光通信技术和水下光学成
像技术等全球热点技术，有力推动深

海光学传感探测技术的发展，为
实现深海目标识别和水

下通信等相关应用
奠定了基础。

在服务大
飞 机 方 面 ，
2019 年 11
月 22 日 ，
大连理工大
学、中南大
学、上海交
通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等

高校与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

公司签约成立“大飞
机创新谷联合实验室/联

合创新中心”，共谋中国商用飞机发展
之路。联合实验室致力于理论分析、
联合设计、系统仿真建模等关键技术
研究，为型号研制和专业能力建设提
供重要支撑。

自主研发取得重大突破

高校自主攻关尖端高科技，形成
技术领先优势。多年来，我国在特高

压、卫星导航等领域形成了“中国标
准就是世界标准”的共识。

特高压输电是我国新基建的亮
点。我国从2006年开始，大规模投入
特高压的研发和建设，如今我国已经
全面掌握了特高压核心技术，成
为世界上首个也是唯一一
个成功掌握并实际应
用特高压技术的国家。
我国依托特高压等核心技
术优势，制定了51项国际
标准。由168项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组成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标
准，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电工标
准领域的话语权。

在卫星导航方面，从北斗一号系
统工程立项开始，我国已经走过了27
年的实践，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
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一批高校参
与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的自
信，来自于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
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众多
高校的集体攻关。

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显著
增强

高校是脱贫攻坚的一支重要力
量。从西部大开发到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作为汇聚大量人才与科技资源的
高地，中国高校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各高校广泛组织发动校内外各方
力量，培训基层干部14.1万人、培训
技术人员19.1万人，“科技小院助力脱
贫攻坚”行动带动高校专家教授编写
农民培训教材276套，培训农民20多
万人次。在脱贫攻坚道路上，我国高
校不断探索创新，建立助教支教团队
和实践基地；实施三大专项计划，为
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升入重点高校提
供更多机会；将高校科技成果和人才
优势转化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产业
新动能；搭建智库平台，为
政策制定提供研究支
撑。

高 校 一
直以来都是我国科

技成果研发、转化的重
要基地。
有研究显示，在“九五”“十

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全
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
为 3.79%、1.20%、3.59%和 7.74%。
有学者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测算全国高等教育水平对经济的贡献
率发现，2015年全国教育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11.25%，其中高等教育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5%，对推动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2009—2012年和 2012—2015年
黄三角高校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分别为5.83%和8.75%，贡献率呈上升
趋势。樊星等学者通过测算 1996—
2015年的省域统计数据发现，“十二
五”期间北京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水平最高，贡献率达到18.37%。

2018年12月27日，我国北斗三
号系统开始提供全球化服务，标志着我
国自主研发的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化
时代。2020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4033亿元，较
2019年增长约16.9%。

迈向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
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

科技创新 瞄准前沿核心突破
万作芳 高正亮

图1：2017年5月10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一
号”团队入舱志愿者在月宫一号实验舱前宣誓。

孔祥明 摄
图2：2021年5月15日，我国天问一号着陆器成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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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学子们，挥舞着手中的
国旗，祝贺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
成功。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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