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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午，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活动全国联线启动。

本届大赛“红旅”活动，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助力“新农业、新农村、
新农民、新生态”建设，引导广大高校师生扎根基层创新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
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据微言教育

6月21日，教育部举办第五场“教育这

十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义务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从2012—

2021年，我国义务教育在实现全面普及的

基础上，仅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了县域基

本均衡发展，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史上

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现有

20.7万所学校、1.58亿名学生、1057万名教

师。吕玉刚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对办好

义务教育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先后出台《国

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

教育质量的意见》等系列重要文件，并从布

局规划、学校建设、经费投入、教师队伍、学

校管理、质量评价等方面完善义务教育政

策保障体系。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财政资

金投入、公共资源配置等优先保障义务教

育，2012—2021年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从

1.17万亿元增加到2.29万亿元，占国家财

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始终保持在50%

以上。省、市、县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

自抓义务教育工作，形成上下联动、稳扎稳

打工作格局，全社会重视和支持义务教育

的良好氛围更加浓厚。”

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

育，是《义务教育法》的法定要求。吕玉刚

表示，教育部认真落实脱贫攻坚重大政治

任务，聚焦义务教育有保障，健全控辍保

学联控联保长效机制，加强跨部门数据比

对和精准摸排，挂牌督战重点地区，切实

做好劝返复学工作，确保辍学学生找得

到、劝得回、留得住。“2012—2021年，全国

小学净入学率从 99.85%提高到 99.9%以

上，初中阶段毛入学率始终保持在100%以

上。”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

生辍学实现动态清零，长期存在的辍学问

题得到历史性解决，特别是“三区三州”等

原深度贫困地区以前所未有力度狠抓控

辍保学，“如四川凉山州劝返了6万余名辍

学学生，确保一个都不能少。”连续实施特

殊教育提升计划，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少年

平等接受教育权利，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

育入学率超过95%。2021年，全国共有特

殊教育在校生 92.0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54.1万人，增长142.8%。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将按照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部

署，一手抓持续巩固基本均衡发展成果，

一手抓大力推进优质均衡发展，坚持政府

主责、强化统筹，持续缩小区域、城乡、校

际、群体教育差距；坚持先行创建、示范带

动，鼓励支持各地探索优质均衡实现路径

和有效举措；坚持科学规划、分步推进，指

导各省各县根据实际、分期分批加快实现

县域优质均衡，为到2035年全面实现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综合新华网等

本报讯（记者

董以良）6 月 20 日，

湖南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第二十四届中

国科协年会新闻发

布会，宣布本届中

国科协年会将于 6

月26日至27日集中

举办。活动以“创

新引领 自立自强

——打造中部崛起

新引擎”为主题，由

中国科协和湖南省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主会场设在长

沙，并覆盖湖南多

个市州，形成京湘

联动，部分活动将

线上、线下结合开

展。

年会围绕“科

技自强构建新发展

格局”“‘科创中国’

助力中部崛起”“双

碳目标引领绿色发

展”“开放合作构筑

创新人才高地”“凝

心聚力践行为民服

务”五大板块，共设

2022 中国科技智库

论坛、国家级战略性创新平台

建设研讨会等35个专项活动，

届时将有百名两院院士及国内

顶尖专家，百家全国学会和地

方学会，百所高校、科研院所及

企事业单位参与组织或参加。

记者了解到，这是中国科

协年会首次在湖南举办。在本

次年会上，中国科协将与湖南

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围绕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建

设高水平科技智库、提升公民

科学素质、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服务国

家发展大局，为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作出积极贡献。

活动均以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和存在问题为导向，以

解决湖南问题、满足湖南需求

为目标，结合湖南需求开展决

策咨询服务，推动产业合作落

实落地。活动设置上也与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今年

中国科协共组建144个“科创中

国”科技服务团，分为产业、区

域和专业等三类。科技服务团

“入湘行动”由中国科协学会服

务中心组建的 26 个科技服务

团，为企业和产业解决关键问

题、瓶颈问题和卡脖子技术问

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加强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教育部办公厅、财政

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做好2022年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

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67000

名。

《通知》明确，2022年，

中央“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

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

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少数民族地区等地区

倾斜，重点为乡村学校补充

特岗教师，持续优化教师队

伍结构，进一步加强思想政

治、体音美、外语、科学、劳

动、心理健康、信息技术、特殊教育

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招聘工作，及时广

泛发布招聘信息，一次性招考未

完成计划的省份，可以按规定依

次递补录用或者调剂计划组织二

次招考。边远艰苦地区和急需紧

缺专业的特岗教师招聘，可以结

合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开考比例、

或不设开考比例，采取面试、直接

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划定成绩

合格线。对于特别边远艰苦、教

师流失较严重的地区可向本地生

源倾斜。

《通知》强调，各地要切实做

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确保特岗

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按规定

参加社会保险，保证三年服务期

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

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

要认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

加强岗前培训。要扎实做好特岗

教师信息管理，按时进行数据补

充和更新。

据教育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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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2022高考护航行动”安排部

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

安排，“202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网上

咨询周”活动于 6 月 22 日至 28 日在教育部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平台将提供文

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每日文字问

答咨询时间为9时至17时，是否安排视频直

播及视频直播时间由高校自行决定，鼓励高

校积极采用视频直播方式开展招生宣传和

咨询。教育部要求各高校积极主动加强线

上招生宣传，为考生、家长提供准确、及时的

咨询服务。

考生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阳

光高考”百度小程序等方式参与咨询周活动，

了解有关高校的视频直播活动安排。同时，

为提高咨询效率，请考生先浏览各高校发布

的相关信息，了解相关情况。

咨询周网址：https://gaokao.chsi.com.cn。

据教育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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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义务教育实现县域基本均衡发展
20.7万所学校 1.58亿名学生 1057万名教师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全国联线开启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周22日启动

(上接01版）

借着此次培训，刘辉武很想请教专

家帮他找到“园魂”，将园内大部分空白

的墙壁进行精心设计，画上图案。同时，

他也提到自己在“引领教师成长”上的不

足，“来园之前我在一所农村完小当校

长，2020年才进入学前教育，经验不足让

我在幼师们的专业引领上捉襟见肘。”刘

辉武对这次培训机会很是珍惜。

同样是从小学教育转行到学前教育

的隆回县滩头镇幼儿园园长廖艳玲，也

遇到了办园瓶颈。“当园长后，我对国家

政策的敏感性不强，总会带着旧观念来

看待幼教。”

直到该园作为省级试点园开始实施

安吉游戏，才让廖艳玲看到了乡村学前教

育的春天。也是在同一年，专业幼师的到

来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带头作用，让整个幼

儿园开始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也让廖

艳玲逐渐意识到专业提升的重要性。

本次集中学习培训内容丰富、针对

性强、实用性高，每一个专题都是为各位

园长“量身定制”的，都是推动幼教工作

急需的“干货”，凝聚着承办单位长沙师

范学院和授课专家们的智慧和心血。

培训结束后，合格园长会获得由湖

南省教育厅印制和颁发的“湖南幼儿园

园长任职资格培训合格证书”，邵阳市教

育局将全面铺开推广，让乡村幼儿园的

园长们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持证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