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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在长沙开幕，省长许达哲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中有哪些“科技教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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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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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科技教育元素”

2020年的“科技教育元素”

蒋昌忠：办人民满意教育
决胜 2020，圆梦全面小康。由湖南省

政府门户网站联合湖南日报中央厨房，
近日推出《三湘解读·“湘” 见全面小康
2020 湖南两会访谈》。记者与湖南省教育
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蒋
昌忠聊聊湖南教育那些事儿。

记者：厅长，“互联网+教育”应该怎
么加呢？

蒋昌忠： 一是开启网络育人新模式，
创新开展了“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建
设，全省 700余万中小学生同步在线学习。

二是首创网络联校新形态， 遴选 22
个贫困县作为实验县，首创“网络育人联
合体、 县域网络校联体、 芙蓉网校共同
体、学科网络教研联盟”四种形态的“网
络联校共同体”。

三是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开展“联
网攻坚行动”，全省学校互联网接入率达
到 100%。

四是加速“智能教育”新试点，支持
长沙市创建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

五是推动 “互联网+教育政务服务”
取得新突破，推出全国首家省级“教育政
务服务旗舰店”。

记者：2019 年湖南在培养创新型人

才上有什么收获呢？
蒋昌忠： 一是推进一流本科专业和

一流课程建设， 积极参与国家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立项湖南省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 394 个。

二是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在
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中斩获 6 金、11 银、26 铜，获奖数量在全
国位居前列。

三是加大科研创新项目实施力度，
实施研究生教育“两项工程”项目，立项
建设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1002 项 ，比
2018 年增加了近 200 项。

记者：这几年“大国工匠”“工匠精神”
特别火，请问湖南的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
质技术人才方面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蒋昌忠：产教融合有新突破，成功入
围试点建设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的
省区市， 立项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
程项目 9 个， 认定国家协同创新中心 30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7 个。 “三教”改革有

新发展， 入选国家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8
个，排全国第 4，遴选省级芙蓉教学名师
25 人。教学质量有新提升，首创中职学生
公共基础课普查， 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大赛获奖 24 项， 其中一等奖 10
项，分别排全国第 1 、第 3。 服务发展有
新成效，募集爱心基金 740 万元，资助职
业院校贫困家庭学生 1850 人。

记者： 芙蓉学校是湖南的重点教育
民生工程， 现在芙蓉学校的建设情况怎
么样呢？

蒋昌忠：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首批
43 所芙蓉学校项目中，已建成投入使用的
有 17 所， 目前还有 7 个芙蓉学校项目已
基本完工。到 2020 年，19 所首批芙蓉学校
和 18 所乡镇芙蓉学校于秋季开学前建成
投入使用， 其余 39 所乡镇芙蓉学校全部
开工建设。 到 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时，我
省将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建成 100 所
芙蓉学校，预计新增学位 14.6 万个。

记者：教育是乡村的希望和未来，我

们怎么样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
用得上”呢？

蒋昌忠：一是定向补充，多渠道增加
数量。2019 年，全省共招收各类农村教师
公费定向师范生 12902 名， 招聘特岗教
师 4546 名， 招募银龄讲学教师 314 名，
秋季选派 1335 名教师到“三区”支教，有
效缓解乡村学校教师短缺的问题。

二是政策激励，大力度稳定队伍。 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 在全省贫困地区以
外的县市区建立乡村教师人才津贴制
度，区分行政村（含自然村）所在地、乡镇
政府所在地 （不含街道和县城） 两类情
况， 分别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 300 元、
150 元的人才津贴。 在职称支持方面，畅
通乡村教师职业发展渠道， 在乡镇中小
学建立“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定期服务”
的基层职称制度。 乡村学校教师评定为
特级教师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需服务
五年后方可流动。

在表彰激励方面， 省优秀教师评选
表彰对乡村教师单设， 对在乡村从教满
20 年以上的教师按照有关规定颁发荣誉
证书， 并优先推荐评选全国优秀教师。

（摘选自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本报记者 彭静

创新开放开拓新局面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增幅居全国前
列，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6000 家，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 14%左右。

民生改善取得新成效

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2 万个， 建成启
用芙蓉学校 24 所，创造了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新经验。

优化经济结构

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增长 10%左右，
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加速发展，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增速超过 30%，移动互联网
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300 亿元。

新增千亿园区 4 家、达 12 家，园区技
工贸收入预计增长 9.3%、达 4.8 万亿元。

打造创新开放高地

出台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高新技术企
业经济贡献奖励、 科研人员股权和分红激
励等 13项法规和文件。实施 115个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 31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打好三大攻坚战

实施控辍保学行动， 完善义务教育阶
段资助政策，实行“扶贫扶志扶智十二条”，
大力开展驻村扶贫、对口帮扶和“户帮户、
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行动。

保障和改善民生

健全各级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高校“双
一流”和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加快，成为国
家首批产教融合建设试点省。 着力解决留
守儿童监护缺失以及失学辍学问题。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力争在人工智能、区块链、5G 与大数据等领域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增长
点，打造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引领区为目标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

紧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实施重大装备、自
主可控计算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重大专项，开展生物与农业、环境与生
态、新材料与先进制造、人口与健康等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努力在关
键材料、基础零部件、制造工艺、核心元器件、高端检验检测装备等领域取
得重大突破。 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增量提质，支持企业和研发机构创制国家
标准、国际标准。建立科技创新成果清单和企业需求清单，促进更多科技成
果就地转化。 深入推进“芙蓉人才行动计划”。

加强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高考改革配套政策措施。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

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抓好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推广泸溪县教育改革经验，加强和改
进乡村寄宿制学校、村小及农村教学点规划建设，建成芙蓉学校 37 所、新
开工 39 所，基本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加快推进农村公办幼儿园建设，力
争全省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提高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
准。 推进高校“双一流”和一流本科建设。 积极创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先行
示范区。大力推进“互联网 + 教育”升级和应用。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合作办学。 加快学校安防“三项建
设”，抓好学校学生安全工作。 继续开展控辍保学行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
资助政策，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让每个孩子在党的阳光雨
露下茁壮成长。

2020 年，用心用情办好 12 件重点民生实事。 其中一件就是“增加公办
幼儿园学位 25 万个”。

两 会 访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