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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以独立章节系统阐述科教兴国战
略，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突出了教育对于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作用。教育财务工作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着力把教育优
先发展的战略部署落实落细，为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提供财力保障。

一、牢牢把握伟大变革的重大意
义，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制度自信

过去5年和新时代以来的10年，在
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
凡。10年来，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0年来，教育优
先发展的中国特色愈加鲜明，为建设教
育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国计民

生”到“两个大计”，教育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更加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将教
育定位上升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
政治高度，更加突出了教育在现代化建
设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
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了建设教育强国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更加
突出了坚持把教育优先发展作为推动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
充分体现了教育“国之大者”的战略意
义。从“三个方面优先”到“三个层面优
先”，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部署更
加有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明确，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
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
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进一步从健全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的体制机制的角度，明确提
出了“三个层面优先”：在组织领导、发
展规划、资源保障上把教育事业摆在优
先发展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
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对
教育事业一以贯之的关心重视。从“一
般不挂钩”到“一般不低于”，保持教育投
入强度的战略目标更加明确。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清理规范重
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
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2016年
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明
确，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4%。在经济下
行压力增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
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充分体
现了我国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
教育经费的体制优势，充分体现了党和
国家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的莫大决心；我
们用世界平均水平的财政教育投入强
度，支撑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有力推动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
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充分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巨
大优势。 （下转第三版）

充分发挥教育财务职能作用 将教育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教育部财务司党支部书记、司长 郭鹏

“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你们找到
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10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延安市安
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考察时指出，陕北
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
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
有前途。

这让给习近平总书记介绍南沟村
苹果产业发展现状的驻村干部张光红
深受鼓舞：“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
兴。小苹果里有大民生，我们要继续
借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技优势，
让南沟的苹果更红更甜，让百姓的生
活更美更富。”

挥别“黄色哀愁”，
享受绿水青山

“昔日的南沟，春种一面坡，夏
收一袋粮。今日的南沟，树上能摘
果，树下可赏花。”这段顺口溜道出
了南沟村近年来的可喜变化。

南沟村位于黄土高原沟壑丘陵
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曾是陕西
省定贫困村。黄土高原因生态环境脆
弱、土壤侵蚀严重而闻名于世。2022
年，南沟村实现了油菜花海观光旅游
收入800多万元，苹果亩产3000斤
以上的好成绩。

南沟村的“蝶变”，毕业于延安
市农校，生长于黄土高原，在南沟驻
村11年的高桥镇干部张光红是亲历
者、见证者，“南沟村实现生态好和
经济好的双目标，有两个原因，一是
党的政策好，二是大学的科技行”。

他口中的大学，就是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朱显谟
院士为首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
持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就致力于黄土
高原的综合治理，提出国土整治28字
方略，为黄土披绿装，向生态要效益。

此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持续不
断地提供科研助力。

70年来，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

扎根黄土高原，研究水土流失发生机
理、推行生态型产业发展模式，提高
生态系统整体服务功能，为黄土高原
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系统修复贡献智
慧与力量，助推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
移近400公里。

“过去，我们这里下一场大雨脱
一层皮，发一回山水满沟泥，现在不
一样了，处处绿水青山。”张光红深
有感触地说，老百姓挥别了“黄色哀
愁”，享受着绿水青山。

2015年，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吹
响。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南沟村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属于全国
苹果最佳优生区，苹果产业成为脱贫
摘帽的首选产业。

2016年，南沟村栽上了矮化苹
果。矮化苹果树体管理方便，省工省
力，但其根系主要分布于浅层土壤

中，摄取土壤水肥的范围较小，制约
果树生长和高产高效。

60岁的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张润生
说：“春夏两季干旱缺水和土壤贫瘠
是制约山地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但
这些问题在西农专家的指导下，都有
效解决了。”

以冯浩研究员、范兴科研究员为
主力的“黄土高原生态服务功能提升
与果园水肥协同技术”项目团队，在
前期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针对性
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发展以滴灌等
高效节水为主要形式的水肥一体化灌
溉施肥技术。

“范兴科老师在这边待了三四个
月，安装调试好了南沟第一套水肥一
体化设备，杨建林教授为我们筛选出
适宜陕北山地果园行间套种的3个强
冬性油菜品种，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为果园的丰收、苹果的品质提供了科
技支撑。”张光红的话语中充满感激。

南沟村果园套种油菜3年后，土
壤有机碳平均增加26%，果园产量平
均提高8%，水分利用效率平均提升
19%，实现了以地养地、秋雨春用和
山地果园产能提升。2019年，400亩
山地矮化果园第一年挂果，平均每亩
产量近1400斤，2022年亩产量达到
3000斤以上。

“优势在山坡，致
富靠苹果”

南沟村的苹果是陕西苹果产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目前，陕西是中国最
大的苹果主产区，是全球集中连片种
植规模最大的区域，世界上每7个苹
果、全国每4个苹果中就有一个来自
陕西。

让苹果在陕西大放异彩，成为百
姓致富果，离不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的科技和人才支撑。该校从品种选
育、栽培模式、推广模式、适生区域
等方面进行创新，助推陕西成为果业
大省和果业强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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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焕新） 11月7
日，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加强“优
师计划”培养暨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
划工作推进会，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师范
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的重要回信
精神、深化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升师范人才培养质量进行工作
部署。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尧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
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作出了全面部
署，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进一
步推进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加强教师
培养，为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培
养输送“四有”好老师，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奠定师资基础。

会议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回信精神，要放眼教师教育全
局系统谋划，加强统筹。要从推动教
育均衡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培养创新人才、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高度，深刻认
识加强教师教育的重要意义。

会议提出，要实施好“优师计
划”和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为欠

发达地区培养造就一支下得去、留得
住、教得好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一要
优化培养主体。在发挥部属师范大学
示范引领作用基础上，充分调动包括
东部在内的全国高水平地方师范院校
参与“优师计划”培养，同时深化协
同提质合作，引领教师教育学科专业
内涵建设和协同发展。二要优化专业
设置。根据定向县教育发展需要订单
培养、定向使用、精准补充，特别要
重视科学教育、工程教育、中等职业
教育等方面的教师培养。三要优化内
容模式。结合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计划，积极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
作用，探索教师教育数字化的路径与方
法，提高师范生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四
要优化结构布局。通过“优师计划”和
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加大对欠发达
地区本科层次教师补充力度，加强对薄
弱师范院校的指导，支持符合条件的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实现
省域内教师培养供给升级。

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
开。吉林、广西、云南、青海教育厅及教
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有关高校负责同志
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各省（区、
市）教育行政部门，“优师计划”培养院
校、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参与院校及
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会。

教育部召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加强
“优师计划”培养暨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工作推进会

深化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升师范人才培养质量

“妈妈，今天您怎么这么漂亮
呀！得知您在北京开会，我不敢多打
扰您，我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好祖
国的边防，您就放心吧。”

“看到我儿英姿飒爽、身体强
壮，我甚是欣慰和高兴。好男儿志
在四方，有志便可拼搏向上。作为
一名军人你要扛起责任，肩负国家
和人民对你的期望。希望你尽心尽
力、尽职尽责，听党话、感恩党、
跟党走。站好每一班岗，守好每一
寸土地。”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二十大
代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
尕巴松多镇贡麻寄宿制小学教师刘秀
青第一时间和远在喀喇昆仑高原戍边
的儿子通了视频电话，母子俩的对
话，亲切又充满力量。

说起这些，刘秀青又是一番自
责，28年来，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
孩子一样照顾，却没有参加过儿子的
家长会。如今，儿子已经 25岁了，

大学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军人。
“有一天，儿子告诉我，他也要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像我一样把青春
奉献给祖国，也要做很多帮助别人的
事情，成为我的骄傲。”刘秀青回忆
儿子刚入伍时跟她说的话。虽然没能
陪伴儿子成长，但是刘秀青总为别人
着想，凡事先考虑群众的精神，从小
感染着儿子。

刘秀青特意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有关军队建设方面的内容标出来分享
给儿子，鼓励儿子扎根边防，不负青
春。“作为一名基层代表，我想先把
党的二十大精神讲给自己的家人，再
用牧民群众能听得懂的方式去宣
讲。”刘秀青说。

“以前，咱们的学校是什么样子？
如今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以
前，来学校的路是什么样子？如今，
柏油路都通到了家门口。以前，我们
用水用电不方便，现在有些人家里都
可以洗澡了……”10月31日，刘秀
青来到秀麻乡斗后索寄宿制小学，与
学校教师和部分学生围坐在一起，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下转第三版）

青海同德县贡麻寄宿制小学教师刘秀青：

“我们教师是最光荣的职业”
特约通讯员 莫青

二十大代表在基层

陕西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陕西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张博文 摄摄

延安农民人均苹果纯收入

9688.6元
2021年

52505250元元
2012年

￥

西农助推陕西苹果版图

北扩约200公里
扩种210万亩

左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马锋旺（右二）在延安市安塞区高桥
镇南沟村苹果园现场指导。

王学锋 摄
右上：日前，在陕西延安市安

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果农在果园采
摘苹果。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红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张泉

高维祺）记者9日从科技部获悉，科
技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科
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旨
在以“破四唯”和“立新标”为突破
口，创新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并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实的经验，激发科
技人才创新活力。

“科技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的基础
性制度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对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产
出高质量科研成果、营造良好创新环
境至关重要。”科技部科技人才与科学
普及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本次试点聚焦“四个面
向”，围绕国家科技任务用好、用活人
才，以“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
怎么用”为着力点，致力于按照创新
活动类型，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
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本次试点坚持德才兼备，把品德
作为科技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在加
强对科技人才科学精神、学术道德等
评价的基础上，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
关任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
开发、社会公益研究4类创新活动部
署试点任务。

本次试点单位和地方包括：中国
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12家
科研院所，清华大学等9家高等学校
或高等学校附属机构，以及上海等6
个科研单位相对集中、承担国家任务
较多、具备较好基础的地方。

根据试点工作安排，科技部会同
有关部门和试点地方建立了试点工作
推进机制，将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
监督、跟踪推进和验收评估，做到边
试点、边总结、边提升，为形成以创
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
才评价制度积累经验、探索路径。

创新科技人才评价机制

我国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