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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教育 十年特别报道

本报北京 7 月 19 日讯 （记
者 张欣 见习记者 程旭） 今
天，教育部召开第8场“教育这十
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介
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科技创新改
革发展成效。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
息化司司长雷朝滋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
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高校作为
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
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
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
合起来，有效支撑了我国教育、科
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10年，高校不断加强创新
平台体系建设，大力培养创新人
才，加速汇聚创新资源，积极开展
国际科技合作交流，高校科技创新
综合实力实现跃升。10年来，高校
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
家重点实验室、30％的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教育部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主动布
局建设了25个前沿科学中心、14
个集成攻关大平台、38个国家级协
同创新中心，系统布局的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超过1500个。
高校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群体稳
步壮大，全国超过40％的两院院
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集聚在高校。

这10年，高校科技成果供给
力量和转化效率显著提升，高校科
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高校专利授
权量从2012年的 6.9万项增加到
2021年的30.8万项，专利转让及
许可合同数量从2000多项增加到
15000多项，专利转化金额从8.2
亿元增加到 88.9 亿元，实现了
质、效、能的同步提升。

这10年，教育部组织高校积极
响应党中央号召，取得了一批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在神

舟飞天、北斗组网、羲和逐日、高速
铁路、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等
一系列大国工程中，数百所高校在
突破“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核
心技术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统
计数据显示，10年来，高校获得
了全部11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
奖中的10项、全部技术发明
奖中的72%，并获得了两项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这10年，教育部坚
持把服务国家作为高校科
技工作的最高追求，先
后组织实施了高等学校
人工智能、碳中和、
乡村振兴、“一带
一路”、区块链等
多个科技创新专项
行动计划，用卓
越的创新书写了
科技报国的优
秀答卷。

1010年来年来，，高校获得全部高校获得全部1111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的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的1010项项

十年十年，，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10年来，高校研究与发展
拨入经费从768.7亿元增
加到1592亿元，10年累计
拨入经费总额上万亿元。

1592亿元

88.9亿元

10年来，高校专利转让及
许可总金额从8.2亿元增
加到88.9亿元，增加9.8
倍。

6＆10
10年来，高校获得了全部

10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中的6项、全部11项国家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中的10项。

60％以上＆30％
10年来，高校牵头建设了
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
点实验室、30％的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图图❶❶：：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福建农林大学菌草
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所长林占熺林占熺（（右一右一））调研调研
菌草生长情况菌草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林善传 摄摄
图图❷❷：：大学生在重庆创新大学生在重庆创新

示范基地做科研示范基地做科研。。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唐奕唐奕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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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一条腿就躺平吗？不能！必须
得站起来自食其力。”“孤独症难以治愈就
不治了吗？不能！至少我得做点什么。”

10年前，还是高三学生的龚钰犇搭
乘同学的电动车上学，一辆大货车冲过
来，千钧一发之际，龚钰犇奋力推开同
学，自己却被轧在大货车车轮底下，右
腿高位截肢；10年后，龚钰犇已是“最美
基层高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山东烟台
高新区大犇公益发展中心董事长。

从一个残疾人到创业人，再到为孤
独症儿童撑起公益伞的公益人，龚钰犇
用10年青春见证最美奋斗，成为了“社
会需要的龚钰犇”。

2013年，在经历7次大手术后，
龚钰犇坐着轮椅进考场，最后被山东
工商学院破格录取。

“如果你愿意，可以通过创业靠自
己的本事养活自己……”该校“网店
运营与管理”创业课程主讲教师周金

刚的一番话，让龚钰犇决心入驻山东
工商学院大学生创业中心，从事网
店、网络营销、新媒体运营等工作，尝
试创业。从此，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秉持
信念，龚钰犇的主要生活和学习场所变
成大学生创业中心。靠着创业收入和国
家励志奖学金，他负担起了自己在大学
期间的花销。

2016年大学毕业后，龚钰犇看准
了烟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与5名志
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大犇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和“大犇心选”电商平台，通
过电商和直播选售烟台大樱桃、烟台
苹果、烟台特色果干等农产品，公司
生意逐渐走上正轨。

创业不仅让龚钰犇拥有了安身立
命的根本，还让他为在校大学生提供
了实习岗位、创业咨询等服务。2019
年的一次经历，更让25岁的龚钰犇开
始投身公益。 （下转第四版）

为孤独症儿童撑起公益伞
——记“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龚钰犇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刘海军

“妈妈，我要去少年宫学舞蹈！”
暑假来临，湖南省长沙市乡村的孩子
们涌进了家门口的“复兴少年宫”。
画画、舞蹈、刺绣、舞龙、合唱……
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活动。

近年来，长沙市依托学校少年宫
的建设经验和基础优势，扎实推进乡
村“复兴少年宫”建设，让乡村孩子
们有了免费素质教育的好去处。“复
兴少年宫”现已建成87所，实现全
市乡镇全覆盖，惠及41万余名未成
年人。

建在家门口的少年宫

自从家门口的“复兴少年宫”建
立后，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小
学六年级学生夏宇涛在空闲时间便有
了去处。

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启动
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该如何实现
精准服务，真正做到把少年宫建在乡
村青少年的家门口？

“我们采取了‘1＋N’的建设推
进模式。各乡镇在镇中心的文化馆、

儿童活动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
阵地建设1个‘复兴少年宫’总部，
在辖区内各村的村部、村民活动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公益性文化
设施等场地建设N个分部，最大程度
覆盖辖区未成年人。”长沙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彭娟介绍。

7月8日，长沙市发布了87所乡
村“复兴少年宫”的分布地图。目前，该
市共建成87个乡村“复兴少年宫”，其
中6个区中心站、74个乡镇站、7个自
建站。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乡村“复兴少

年宫”逐梦生长，乡村孩子们也在“复
兴少年宫”尽情徜徉。

为少年宫建设三支“雷锋队伍”

今年78岁的刘章喜是一位剪纸艺
术家，其剪纸技艺于2014年被列入长
沙宁乡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他每天都在
不同的地点为孩子们讲解剪纸的奥妙。

“能够成为‘复兴少年宫’的志
愿者，我很开心！退休前我就在教孩
子们，退休后我还是可以教孩子
们。”刘章喜笑呵呵地告诉记者，作
为一名有着40年教龄的退休教师，
他的愿望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尽力传
承剪纸这一非遗文化。

去年以来，长沙市乡村学校教师、
文艺志愿者、“五老”志愿者、大学生志
愿者等近万人热烈响应乡村“复兴少
年宫”报名，经过考核遴选，组成了以
雷锋辅导员、雷锋顾问团和雷锋志愿
者为主体的3支队伍。（下转第四版）

湖南长沙“复兴少年宫”实现乡镇全覆盖，惠及41万余名孩子——

“走，去家门口的少年宫！”
通讯员 曹鑫宇 本报记者 阳锡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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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高校科技创新这10年是开拓的10年、
奋进的10年，是人才成果双丰收的10年。
与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
性重大变化相同步，高校科技创新实现了历
史性跨越。

7月19日，教育部召开第8场“教育这
十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10年
来高校科技创新改革发展成效。

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2021年10月14日，承载着无数科研工
作者希望的“羲和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顺利升空，顺利进入太阳轨道，标志着
我国正式迈入空间探日时代。这样的举世成
就凝结着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也包含着高
校师生的才智。

“这对于我们国家在太阳物理和空间物理
领域研究的进展，还有国际的影响力都是非

常有帮助的。”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副教授、太阳双超卫星科学应用系统总设计
师李川说。

10年来，教育部组织高校积极响应党中
央号召，立足“两个大局”，坚持“四个面
向”，勇攀科技高峰，取得了一批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牵头自主研发了我国第
一套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天鲲号”，完
成从“被封锁”到“出口管制”的历史性跨
越；北京大学研发超高清视频编解码技
术，助力我国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的跨越；湖南科技大学领衔研发的海底
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海牛Ⅱ
号”，打破了我国可燃冰勘探技术装备
对国外的依赖……一项项创新突破，
无不体现着高校为我国科技事业提供
的有力支撑。

（下转第四版）

这十年，高校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

坚持“四个面向”服务“国之大者”
本报记者 张欣 见习记者 程旭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全国政协19
日在京召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
略”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
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
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打破制约人才
发展的有形障碍，从社会观念、思想意识入
手破除深层次无形束缚，创造各类人才层出
不穷的局面，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筑
牢人才之基。

近8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会，30位委
员、专家在会上发言，370多位委员通过委
员履职平台和读书智能平台发表意见。委员
们高度评价近年来我国人才事业发展成就，
围绕人才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建言资政。
大家建议，要更好发挥高校培养基础研究人
才主力军作用，瞄准“高精尖缺”领域优化
学科布局，推进大中学教育衔接贯通，吸引
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要创新人
才教育培养模式，加强产学研用协同育人，
打通高校和企业两个“蓄才池”。要健全以
能力、实绩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推行分类评价，优化评价指标，克服唯论
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要落实
用人主体自主权，拓展科研管理“绿色通
道”和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推进人才
大市场建设，进一步为人才松绑。要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营造
良好科研生态环境。要优化青年人才发展政
策保障，推动科研资源向优秀青年人才倾
斜，克服论资排辈现象。加强人才国际交
流，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创新高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国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
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盯紧抓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部署的各
项任务，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
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快
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持续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
才支撑。要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做好团结凝聚、教育引导、联系服务人才工作，激励广大人才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建功立业新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主持上午的会议，刘奇葆、万钢、卢展工、李斌、苏
辉、刘新成、何维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
取意见建议，与委员协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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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黑龙江篇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加快推进黑龙江科教振兴

➡➡➡详见第三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
下，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始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全省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6.6、20.6
个百分点，教育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教育领域一些重点、关键环
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徐德民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徐德民（（左七左七））在试验在试验
现场指导学生现场指导学生。。 郭友军郭友军 摄摄（（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