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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综合
三湘要闻

本报讯（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任
彬彬）创新创业，圆梦湖南；汇智众创，
创新湖南。 近日， 长达 5 个月之久的

“长沙银行杯”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湖南赛区）暨第四届湖南省创新创
业大赛落下帷幕。 18 个创业项目从近
2000 个报名者中杀出重围， 闯入总决
赛，湖南润泽医疗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腾制药有限公司、 中森环保分
获初创企业组、成长企业组、团队组一
等奖。

据悉，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由湖南
省科技厅联合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省
委网信办、 团省委和省工商联共同主
办。 本届大赛共有 1914 个项目报名参
赛，其中企业组 997 项，位居全国省级
分赛区第 8位； 团队组报名 917 项，报
名人数创历史新高。 参赛项目覆盖了全省 120 余
个县市区、5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截至目前， 投资机构与项目共达成了 12.417
亿元的投资意向， 其中部分参赛项目已得到国内
一流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和实际投资。 长沙银行
意向授信 2.8亿元。

获奖项目大多涉及机械、医疗、环保、人工智
能、磁悬浮交通等领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如获得一等奖的中森环保团队就针对环境污染日
益严重的问题，研发出多项环境修复技术和工艺，
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向力力指出， 湖南省
创新创业大赛为广大科技型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
搭建了一个“项目征集、辅导优化、资本对接、宣传
推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促进了技术、
人才和资本的有效对接。 全省创新综合实力由
2012年的全国第 15位上升到第 11位， 科技进步
贡献率由 52.3%提高到 55%。 从“科学的春天”到

“创新的春天”， 现在走入了一个湖南创新创业者
的黄金年代。

10月 14日，280名来自湖南省株洲市六所红军小学、 运城市盐湖区红
军小学、云南大理州宾川红军小学和河南郑州新密八一红军小学的 280 名
师生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庄严的升旗仪式。 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
程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强表示：“今年是中国少先队建队 68 周年，
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铭记革命历史、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红军精神，将红色
基因传承下去。 ” 据《北京晨报》

10月 18日，由君学书院全力打造、推出的“中
国·华中民办教育经营管理发展论坛暨千城万校
成长计划”，在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长沙召开。“千城
万校成长计划”旨在推动机构提升“供给高品质教
学产品和服务体验”到 C 端客户的能力，提升机构
营收； 助力新兴教育机构创业者快速发展， 帮助
企业健全组织架构，打破经营迷局，促进教育机构
团队的良性发展，提升基层执行力。

胡凯翔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日前正
式发布最新版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
告。 此次发布的系列质量报告包括本科教
育、工程教育、新建本科和民办本科共 4 本
专题报告，主题鲜明，各有侧重。

本科教育：“体量”世界最大，质量稳步提升
《中国本科教育质量报告》是我国首份

专题性的本科教育质量报告。 报告中称，中
国本科教育“体量”世界最大，质量稳步提
升，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分层分类培养多样化人才等方面发挥越来
越积极的作用。

根据报告，截至 2016 年，我国普通高
校达到 2596 所， 普通本科高校达到 1237
所， 本科院校成为高校增长最重要的主力
军。 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招生规模 405万，在
校生规模突破 1613 万，普通本科毕业生规
模突破 374 万， 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
等教育大国。

数据显示，2005-2015 年 10 年来本科
累计毕业生达到 2853 万人，本科毕业生占
新增城镇就业人口比例从 22%增加到
47.2%。本科毕业生已经成为我国新增人力
资源的最重要发动机， 为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
障。

报告同时指出， 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
加，截至 2015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
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支出 18144 元，是
2005年 5376元的 3.4倍， 年平均增长率为
12%。 教师数量持续增长，1995-2015年，全
国普通本科高校教职工总数从 106.5 万人
增加到 236.9万人，跃居世界第一。
工程教育：主动“转型升级”，跻身世界舞台

《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 指出，“十二
五”期间，中国工程教育主动“转型升级”，变
革发展，建成了层次分明、类型多样、专业齐
全、区域匹配的世界最大工程教育供给体系。
数据显示，中国普通高校工科专业招生数、在
校生数、毕业生数稳居世界首位，数量比紧随
其后的俄罗斯、美国等国高出 3-5倍。

报告中特别指出，2016 年 6 月，中国成
为国际本科工程学位权威互认协议———
《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中国工程教育在
内涵发展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从国际
标准和规则的跟随者变成参与者、制定者，
人才培养质量获得国际权威机构认可。

2011-2015 年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

394个专业的数据统计分析显示，我国工科
学生生源稳定， 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占比近 70%，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已经超 70%； 具有工
程经历的青年教师占比上升较快， 加强了
高校与行业企业联系。

报告认为， 目前工科毕业生供给结构
性过剩与短缺并存， 专科层次和研究生层
次工科毕业生供给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和行
业需求，人才培养链与国家创新链、产业链
对接有待进一步增强。

新建本科院校：在转向“应用型大学”
的道路上行进

《中国新建本科院校质量报告》显示，截
至 2015年，我国已有新建本科院校 678所，
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 1219所的 55.6%，新建
本科院校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
山”，极大地缓解了人民群众“上大学难”的
问题，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奠定了基础。

“十二五”时期，新建本科院校设置逐
渐向中西部、非省会城市倾斜，布局得到进
一步优化， 有 58.7%的新增院校位于非省会
城市。 到 2015年，新建本科院校已广泛分布
于全国 29个省市自治区， 实现了对 196个

地级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覆盖， 覆盖率达
57.8%，中西部新建本科院校占比比 2011 年
增加了 2.4个百分点。 对于一些地级市甚至
县级市而言，新建本科院校的建立结束了当
地没有本科教育的历史。

数据显示，2000 年新建本科院校新设
本科专业 56 个，2005 年增长到 856 个，
2013 年达到 1156 个。 专业建设成果明显，
新建本科的就业率达到 89.5%，其中电子封
装技术、房地产经营管理等 15 种专业毕业
生就业率达到 100%。

民办本科教育：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民办本科教育质量报告》是首份
专题性的民办高等教育质量报告。 根据报
告，截至 2016 年 5 月，全国共有民办本科
高校 417 所，在全国本科高校中占比超过 3
成。 民办本科教育最初仅作为公立高等教
育的有益补充， 如今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同时提到， 民办本科教育的社会
满意度不断提高， 学生总体满意度高达
83.6%。

据人民网

最新版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出炉

福建省教育厅近日下发通知， 规定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要通过建立法律顾问
制度，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有效发挥法律
顾问在维护学校法律地位、 处理学校与
部门或社会的各种法律关系、 处理学校
与学生或教师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 福建强调，2018 年底前，全省各级各
类学校要结合实际配备学校法律顾问。
高校可充分发挥校内法学专业人才作
用， 聘请校内满足条件的教师专职或兼
职担任法律顾问； 中小学可采用灵活方

式选择法律服务， 可以一所中小学单独
选聘， 也可以多所中小学联合选聘一位
法律顾问；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可采取
组建本地教育系统“法律顾问团” 的模
式， 为相关学校提供法律服务。 福建规
定， 法律顾问的职责包括对学校重大决
策、规范性文件、重要规章制度等进行论
证与合法性审查，提供意见或建议；对学
校重大行政行为、 重大事项的风险性进
行评估论证，提出意见或建议等。

据澎湃新闻网

凭毕业证就可落户、购房租房“打八
折”、最低年薪指导标准出台……近日，武
汉发布留汉大学毕业生落户、住房、收入
新政。 新政规定，留汉大学毕业生年龄不
满 40 周岁的， 凭毕业证即可申请登记为
武汉市常住户口，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不受年龄限制；住房方面，未来 5 年，武
汉将建设和筹集 250 万平方米以上大学
毕业生保障性住房， 其中安居房 85 万平

方米，以 60 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争取让
更多留汉就业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以低于
市场价 20%买到安居房、 以低于市场价
20%租到租赁房；收入方面，确保大学毕业
生留汉工作收入不低于全国主要中心城
市平均水平， 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为：专
科生 4万元、本科生 5万元、硕士研究生 6
万元、博士研究生 8万元。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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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所有学校都将配备法律顾问

大学生凭毕业证即可落户武汉

国旗在我心中

“中国华中民办教育经管论坛
暨千城万校成长计划”登陆长沙

志愿者共话
“环保路上的足迹”
本报讯（记者 胡荧）10�月 15�日，“走读湘江”

项目首期营员暨发起人团队主办的“环保路上的足
迹”主题分享会在长沙举行，吸引了对环保感兴趣
的学生与家长参加。

会上，湖南省联创低碳经济发展中心理事长张
繁先生以“从环保志愿路到新的绿色商业文明践
行”为主题，从学生时代、职业生涯、创业时期以及运
用商业模式做生态环保，与活动参与者进行了分享。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外交联络官员、 湖南环保圈资
深环保志愿者谭露露女士以“小环保，大社会”为主
题，与环保志愿者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感悟。

分享结束后，同学们就“走读湘江”后期活动、
个人环保志愿服务等相关问题与两位分享嘉宾进
行了沟通与交流。“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习。”“走
读湘江”的队员、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郑展翅
说，“以往的学习大都是在书本中，这次学到了很多
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将一直坚持下去。 ”

此前，湖南 2017 年“走读湘江”绿色游学活动
6 月 22 日在长沙启动，行程为期 9 天，游学内容以
湘江流域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为主线，造访湖南四
大书院，考察衡阳水口山矿厂、株洲清水塘工业区
等厂矿区。

（上接 01 版）

岁月从来不辜负努力向前的人，在新学校
一次公开竞职中，尹志淑高票当选为娄底市第
一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教学副校长。 2016年，
她被遴选为湖南省“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

担任副校长的尹志淑更加深感责任重
大，打造一支业务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营造
团结务实的教学教研氛围始终是尹志淑的追
求。 她提出教学质量管理要“把常规做好，把
细节抓严，把过程抓实”，她带头建设名师工
作室、推进教研教改、开设校本课程、落实集
体备课制度……为了让老师们更加直观地感
受革新的必要，尹志淑积极倡导老师们“走出
去”。在长沙各大名校借鉴、学习后，她又推行
了“三备两改一反思”制度，即“根据教学内容
集中一备、集体研讨进行二备一改、教师进行
个性化三备二改，施教完后进行教后反思”。

而最令她在忙碌之余感到欣慰的是做老
师的幸福感。 今年 2 月 14 日，4 名已经走进
大学校园的学生回到母校， 特意来到尹志淑
的办公室看望她， 和她过了一个特别的情人
节。每逢过年过节，她也总能收到来自学生发
来的短信、微信祝福。

19 年，尹志淑坚守这片见证她成长的热
土， 珍惜隐于闹市中的这处校园和那此起彼
伏的琅琅书声， 用手中的数学符号和一片赤
诚之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