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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获悉，

2020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揭晓，分别

是：

习近平考察汝城县文明瑶族乡
第一片小学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9月16日、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分别考

察了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和湖

南大学岳麓书院。在汝城县文明瑶族乡

第一片小学，习近平察看学生餐营养搭

配和食品安全。希望同学们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好好学习知识和本领，努力成长

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

爱广大基层教师，落实好工资、社保、医

疗、继续培训等各项政策。在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习近平了解人才培养、文化传

承等情况，希望广大青年学子不负时代

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好人生

道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

湖南教育系统全力战“疫”教育
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遏制疫

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明确要求，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全省 2.77 万所各级各类学校、

1491.42万名师生员工迅速行动，坚决打

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停课不停学”两

场战役，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和阶段性胜

利。4月7日起，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全

国率先分期分批、错时错峰开学，目前教

育教学秩序全面恢复，未发生一起校园

新冠肺炎疫情。

湖南教育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
性胜利

10 月，《湖南教育扶贫印记（2015-

2020）》发布。五年来，全省累计落实各

项资助资金279 亿元，资助学生2419 万

人次，保障78.6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子女“有学上、上好学”；有序推进100

所芙蓉学校建设，新增学位14.6万个，全

省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 98%以上，超

全国均值 4 个百分点……五年间，湖南

坚持“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基本方略，聚

集“义务教育有保障”核心目标，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举措，举全系统之力尽锐出

战，教育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目

前，全省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实现应返尽

返、学生资助实现应助尽助、学位保障实

现精准供给、教学保障实现学有优教。

湖南整体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评估认定

11 月 6 日，湖南省县域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检查反馈会在长沙

召开，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宣布，湖南省

达到国家规定的评估认定标准，成为全

国又一个整体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验收的省份，这是湖南教育发展史上

新的里程碑。

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
点赞我省毕业生就业工作

11 月 5 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秘书组致信肯定我省 2020 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迎战最难就业季，我省先

后出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十条”等系

列措施，推行就业手续线上办理、提高创

业担保贷款额度、开展就业困难帮扶

等。今年，我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为79.23%，实现了有就业意愿的“建档立

卡”毕业生100%就业。

湖南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迈上新
台阶

1月16日，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南省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从7个方面明

确湖南职业教育17项改革任务。12月8

日，教育部党组会审议通过《教育部 湖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现

代化 服务“一带一部”的意见》，湖南成

功创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高地。

“我是接班人”大课堂打造网红
思政金课

湖南在全国首创“我是接班人”网络

大课堂，组织全省 1000 余万学生“同上

思政课”，已开设22堂大课、400 余堂小

课，涵盖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奋斗精神、

劳动创造、航天科技等多个主题，学习人

次超过5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通过

“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寄语全体师

生，中宣部和教育部将“我是接班人”评

为优秀案例。

湖南推选首届“教书育人楷模”
9月9日，在第36个教师节即将到来

之际，首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颁奖

典礼在长沙举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会见优秀教师代表并颁奖，向全省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

敬意。

我省超额完成25万个公办幼儿
园学位建设

2020 年，“增加 25 万个公办幼儿园

学位”被纳入湖南省12项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之一。全省各地充分挖掘潜力，加

快以公办园为主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建设，有效增加公办园学位。截至12月

底，全省累计增加公办园学位 39 万个，

完成年度任务的154%，全省所有县市区

均提前完成年度任务。全省公办幼儿园

在园幼儿占比达到47.69%，较上年提高

19个百分点。

“融合聚力，智汇三湘”系列活
动助推大科城建设

2020年，湖南省教育厅主办了以“融

合聚力，智汇三湘”为主题的岳麓山大学

科技城科技活动周暨科技成果展、创新

创意创业文化市集、校企交流会暨重点

用人单位座谈会、研究生暑期学校、“青

春闪耀大科城”志愿服务论坛、终身学习

论坛等系列活动。此前，还出台了《关于

推进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建设和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文件，助推大科城建设。

据微言教育、湘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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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教育报和中国教育电视台联

合举办的“2020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评

选结果近日揭晓。习近平教师节寄语全

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教育系统有

序开展“停课不停学”等10件新闻入选。

习近平教师节寄语全国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9月9日，在第三十六个教师节到来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

和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出，全国广大

教师为抗击疫情和助力脱贫攻坚作出了

重要贡献，展现了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

师德和责任担当。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

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

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

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教育系统有序开展“停课不停
学”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亲自指挥部署，

明确要求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面对疫情，教育

系统迎难而上，组织全国53万所各级各

类学校、2.8亿名在校生、1732万名专任

教师，在抗击疫情和“停课不停学、不停

教”两条战线上奋战，支撑起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在线教育，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

贡献。

劳动教育和学校体育美育全面
加强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作出顶层设计和

全面部署。10月15日，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三个文

件为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劳动教育和

学校体育、美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

2020年全国高考延期举行
3月31日，教育部发布公告称，经党

中央、国务院同意，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延期一个月举行。在

7月7日至8日举行的高考中，1071万名

考生逐梦考场。教育战线以最严格的措

施做好疫情防控，以最严格的标准确保

考试安全，安全、公平、科学、规范地做好

高考工作，赢得了疫情防控和高考工作

的双胜利。

“百日冲刺”行动促就业 近40
项政策稳就业

5月6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共同启动

2020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

刺”行动，从5月持续到8月中旬。在此

关键 100 天里，重点组织开展升学扩招

吸纳行动、充实基层专项计划行动等

十大专项行动，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教育部今年共会同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等 20 多个部

门出台了近40项政策，切实保障高校毕

业生稳就业。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
7 月 29 日，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

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

究生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

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化改革

创新，推动内涵发展，由此开启了新时代

研究生教育新篇章，标志着中国研究生

教育迈上新台阶、进入快车道。会后，教

育部等三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

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具体落

实举措。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发布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强调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

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

帽子的顽瘴痼疾，并提出到 2035 年，基

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

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这是新中

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

件，对于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

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具有

重大意义。

“十三五”规划任务如期完成
教育面貌正发生格局性变化

12月1日至24日，教育部系列新闻

发布会发布：“十三五”期间我国在各级

教育普及程度方面都达到或者超过中高

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面貌正发生格

局性变化。2019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达 83.4%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达

94.8%，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89.5%，

职业教育迈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1.6%，实现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历史性

跨越。

决战决胜教育脱贫攻坚取得重
要战果

12 月 10 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发

布：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全国义务

教育阶段 20 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已经

实现动态清零，我国义务教育有保障

的目标基本实现。打响脱贫攻坚战以

来，教育系统围绕义务教育有保障、发

展教育脱贫一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

措，优化配置资源，组织直属高校和部

省合建高校尽锐出战、全力投入脱贫

主战场，确保如期完成教育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

张桂梅获“时代楷模”称号
12月11日，中央宣传部授予张桂梅

同志“时代楷模”称号。63岁的张桂梅扎

根云南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为了改变

贫困地区女孩失学辍学现状，在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推动创建了

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2008年

建校以来，已帮助1800多位女孩走出大

山走进大学，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教育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