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个 20个

现代产业学院国家示范
职教集团

4所高校12个学科
入选国家“双一流”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78.38%

80个一级学科
进入全国前30%

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单位

6所

10年来，高校累
计输送各类人才

272.5万人

2.加快建设科教强省，教育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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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87.1%

1.巩固发展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

4.加快建设创新型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县域义务教育学校校长
教师轮岗交流

10.4万人

通过“特岗计划”
补充乡村教师

2.18余万人 中小学教师“十百千”工程
中小学校长“双百工程”

培训

1497人

黑

3.确保教育改革有进有成

2021年秋季启动了新高考
改革，累计新建改扩建标准

化考场5671个

学科类培训机构由3650

个压减至102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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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教育综合改革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坚持师德建设“有态度”
确保教师待遇“有温度”

2012年到2021年，全省高校授权有效专
利35059项，获国家科学技术奖87项

义务教育巩固率

100%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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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现有各级各类学校9157
所，在校生 440.89 万人，教职工 44.08 万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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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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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高位统筹，搭建顶层设计“主框架”。
高位推动，机制先行。黑龙江坚定不移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把方
向、管大局、作决策，强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
展。健全组织机构。坚持和强化党对教育工作
的全面领导，在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正确
领导下，2018 年组建了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先后召开 8 次全体会议，聚焦综合改革、

“双减”等中央重大决策研究推进落实举措。强
化顶层设计。召开全省教育大会，出台《黑龙
江省教育现代化2035》《黑龙江省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黑龙江省
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实施
方案》 等政策文件，教育改革发展“四梁八
柱”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加大教育投入。建立
从学前到高教生均拨款制度和逐步增长机制，
学生资助体系实现全覆盖。2012年以来累计投
入214.2亿元，用于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无一失学辍学，辍学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坚持立德树人，当好培根铸魂“播种机”。
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落实“五育”并举要
求，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一方面，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思政教育全面融入所有高校所有专业所有
课程。提前一年完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先行试点工作，实现全
省高校开设全覆盖，得到中央认可、受到省委
表扬。在全国率先整体推后中小学生早晨到校
时间，保障孩子充足睡眠和身心健康。探索

“五色教育”育人模式，出台了全面加强新时代
体育、美育、劳动教育3个实施意见，全省中
小学冰雪运动开课率达95%以上，劳动教育被
省委确定为优秀改革案例。另一方面，始终把
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落实全国、全省高校
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国首发民办高校党委
工作规则和议事规则示范文本，高校“百个研究
生样板党支部”数量全国第五、低年级党支部设
置率全国第二、大学生党员比例全国第四。首创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黑吉辽区域合作机制，高校
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全国排名第二。“高校辅导员
年度人物”和“最美高校辅导员”入围人数全国第
一。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小学“暖心
解忧”、高校“安心解困”完成台账任务，中央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予以推介。

坚持公平优质，架起基础教育“公平秤”。
基础教育是基础中的基础。黑龙江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巩固发展更加公平而有质
量的基础教育。学前教育方面，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治理工作全部完成，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持续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7.1%，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 2012 年的
69.46%提高到2021年的88.92%，“入园难”问题
得到进一步缓解。义务教育方面，2019年全部
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检验收，提前一
年实现全域基本均衡，成为黑龙江义务教育发
展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义务教育巩固率从
2012 年的 97.26%提高到 2021 年的 100%，正由

“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加速迈进。高中教
育方面，深化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全面推
进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改革，健全学生发展指
导、综合素质评价、学业水平考试等机制，高
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94.24%提高到
2021年的98.02%，实现了多样化特色化发展。

坚持科教强省，打好服务发展“组合拳”。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加快建设科教强省，教育服务能力进
一步提升。强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发展适应
新技术和产业变革需要的职业教育。入选中国
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单位6所。与
教育部共建全国唯一省部共建现代农村职教改
革试验区，入选国家级农村职成教育示范县19
个，居全国第二位。出台《关于加快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配套文件。
哈尔滨等5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双元培育
改革试点城市。建设国家示范职教集团9个、现
代产业学院20个。发展支撑国家战略需要
的高等教育，深入实施“双一流”建设，4所高
校、12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80个一级
学科进入全国前 30%，A 类学科 23 个；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683个，其中国家级建设点
243个。挂牌成立龙江工程师学院，下好卓
越工程师培养“先手棋”。哈尔滨工业大
学等5所高校就业工作经验做法入选百
所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 典 型 案
例，黑龙江大
学等 2 所高校被
教育部确定为全国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能力培训基地，全省
高校毕业生初次毕业去
向落实率连续 19 年高于国
家平均水平。2021年全省大学
生入伍 7024 人，高于国家任务
23.9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从 2012 年的 38.75%提高到 2021 年
的 78.38%，进入了高水平普及化阶
段。全省高校现有“六类人才”460 人，
其中院士35人，国家级和省部级创新平
台 350 余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6 个。
2012年到2021年，授权有效专利35059项，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87 项。哈工大刘永坦院
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0年来，黑龙江
高校累计输送各类人才272.5万人。

坚持攻坚克难，吹响改革创新“冲锋号”。
黑龙江始终坚持综合改革、对外开放，确保教
育改革有进有成。稳步推进高考改革。出台《推
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以及
高校招考综合改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及综合素质
评价等配套文件，2021年秋季启动了新高考改革，累
计新建改扩建标准化考场 5671 个。全面推进评价改
革。出台《黑龙江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
案》、任务清单、负面清单和5个主体评价改革正向探索
实践引导指导标准，建立贯通大中小幼的教育评价制
度。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召开全省深化教育督
导体制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完善各级督导机构设置，配
齐建强督学队伍，建立健全对政府教育履职评价、督学管
理、评估监测、督导问责等机制；教育督导法制化、信息化
有序推进，督导条件保障更加有力，督导权威性、有效性
逐步增强，“长牙齿”的威力逐步显现。提升依法治教水
平。在全国首个实行零择校、零择班、零择位、零指定的

“四零承诺”制度，实现中小学上学“不求人”；义务教育阶
段“公民同招”，中小学课后服务“5+2”模式基本实现全覆
盖；把“双减”列为一号工程，学科类培训机构由3650个压
减至102个，学生家长过重负担得到有效缓解。扩大教育
对外开放。出台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实施意见；与教
育部签署并落实“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
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
占比提升至70%；加快哈工大中俄联合校园建设，打造
国际交流与合作新名片。

坚持教师为本，用好队伍建设“关键招”。黑龙江
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型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师德建设“有态度”。坚
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制
定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构
建师德建设长效监督机制。广泛开展做新时代“四
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加大教师表彰力度，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
任感。实现队伍建设“有制度”。出台《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惠师文
件，实施“五个一批”战略，通过“特岗计划”补充乡
村教师2.18万余人，县域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轮
岗交流10.4万人。黑龙江中小学教师“十百千”工
程和中小学校长“双百工程”培训校长、教师1497
人。确保教师待遇“有温度”。健全中小学教师
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确保中小
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启动“县管校聘”管理
改革，推进中小学教师减负。全面落实农村
中小学教师乡镇工作补贴和艰苦边远地区
津贴政策，广大教师扎根基层，安心从
教，终身从教。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黑龙江
教育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汲取建党百年
智慧力量，认真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决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
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助
力黑龙江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

2019年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检验收，
提前一年实现全域基本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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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东北石油大学重点实验室东北石油大学重点实验室
助力陆相页岩油气成藏及高效开发助力陆相页岩油气成藏及高效开发。。

图图②②：：正午阳光下正午阳光下，，学生正在学习学生正在学习
滑冰技术动作滑冰技术动作。。

图图③③：：哈尔滨市继红小学校开设哈尔滨市继红小学校开设
劳动实践课劳动实践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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