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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连续六年在 4%以上

从“有学上”到
“上好学”
据教育部统计，
2017年，
全国教
育经费总投入达42557亿元，
比上年
增长 9.43％。其中，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为 342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8.94％。数据显示，
2017年，
全国幼
儿园、
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普通高

中、
中等职业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生
均教育经费总支出均比上年有所增
长，增幅分别为：13.21％、6.82％、
9.60％、
10.70％、
8.11％、
9.75％。教
育投入越来越多，
教育资源越来越
优质，
学习路径越来越广。

□师资力量

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 949.36 万人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
期，
扫除青壮年文盲、
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的行动让“有学上”不再是难
题。1978 年小学阶段净入学率为
9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66.4%，
而 2017 年这两个数据已分别达到
99.9%和103.5%。2017年全国教育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目前，
我国
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 1.45 亿
人，
专任教师949.36万人。
当下，追求高质量教育、寻求
均衡发展成为义务教育的重要任
务。自 2013 年国家启动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评
估认定工作以来，各地新建改扩
建学校约 26 万所，增加学位 2725
万个，补充教师 172 万人，参与交

流的校长和教师达 243 万人次。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通过督导评
估认定的县（市、区）数量达 2379
个，占 81%，有 11 个省（区、市）整
体通过督导评估认定。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增加经
费投入，着力解决当前义务教育
发展中长期存在且百姓反映强烈
的择校、大班额、学业负担过重、
‘豪华校’建设等重点难点问题；
大力推进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
加强控辍保学工作；深入实施素
质教育，加强课程教材建设，全面
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制改革、学
校联盟、城乡结对等，带动薄弱学
校更好更快发展。”教育部教育督
导局局长何秀超表示。

□高中阶段

高中、中职毛入学率达 88.3%

高中阶段教育不仅是连接义
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纽带，
也是学生成长为技能型人才与高
素质劳动者的重要阶段。改革开
放 40 年来，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
率大幅提升。1978 年，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为 33.6%；2017 年，
毛入学率已提升至 88.3%。
去年 3 月，教育部、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等 4 部门共同印发了《高中阶段
教 育 普 及 攻 坚 计 划（2017—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全国各省（区、市）毛入学
率均达到 90%以上。
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主要包括
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对于普通高中教育而言，应当把
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普及的基本要
求。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

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王海燕认为，
伴随着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化，高
中阶段教育应更加关注学生的差
异性、发展性，突出课程设置的基
础性、选择性、均衡性，为学生提
供适合的教育，让孩子得到全面
成长。
对于农村偏远贫困地区而
言，提升中职教育很有必要。全
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
席朱永新认为，应将贫困地区普
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增量部分，重
点放在中等职业教育上。对于那
些办学有特色、直接服务地方产
业发展、就业和创业融合前景较
好 的 中 等 职 业 院 校 ，应 重 点 支
持。同时还应实施东西部中等职
业教育协作计划，规划教育培训
方向，引入合作企业，使学生实现
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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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在学总规模达 3779 万人

从凤毛麟角的“天之骄子”，
到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迈向普
及化，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高等
教育的殿堂。
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仅为 2.7%，在学规模为 228
万人。2017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
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779 万人，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45.7%。当今
中国不仅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高等教育体系，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也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高等教育
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加快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今年年初，教

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高
校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师
资队伍、教学条件、质量保障体系
等作出明确要求；前不久，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召开，强调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关键是要牢牢抓住提高质量这个
纲。”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
表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必
须建立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实现政府以标准来管理、高校以
标准来办学、社会以标准来监督，
用标准加强引导、加强建设、加强
监管。 （图文均据《人民日报》
）

11 家慈善组织
在线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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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8 日发布消息，
2018 年上半年，民政部指定的
第一批 11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
募捐信息平台共在线筹款超过
9.8 亿元，同比增长 30%。
据介绍，民政部依据相关
行业标准，兼顾日常巡检、投诉
举报受理情况，组织专家对 11
家平台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报
告及运营情况进行了评审和质
询。在肯定一些平台上半年工
作业绩的同时，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要求轻松公益平台在
做好慈善募捐的同时，主动宣
传慈善募捐与个人求助的区
别，进一步加强个人求助类信
息的审核甄别和公示力度，引
导理性施助，鼓励建立筹款人
失信黑名单，防范法律和道德
风险；要求百度公益平台进一
步找准定位、提高效能、主动服
务，发挥与公众预期相称的平
台作用；要求新浪微公益平台
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继续向
慈善组织提供无差别、多维度
的募捐信息发布和传播服务；
要求广益联募平台进一步辐射
周边、服务全国，为更多慈善组
织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据新华社）

国际水下机器人
竞赛闭幕

我国高校
首次夺冠
记者从哈尔滨工程大学获
悉：第二十一届国际水下机器
人竞赛于北京时间 8 月 6 日在
美国圣迭戈落幕，哈尔滨工程
大学 E 唯代表队作为我国唯一
参赛队伍夺得冠军，这也是我
国高校首次在该竞赛中夺冠。
据了解，该赛事由国际无
人系统联合会和美国海军装备
研究院共同主办，是水下机器
人领域最高级别赛事，被誉为
该领域的“世界杯”。本届比赛
要求机器人能够在水下自主完
成投币出发、自主巡线、发射鱼
雷、投掷标记物、抓取目标物、
水声定位、定点上浮等任务。
哈尔滨工程大学 E 唯代表队出
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并在最终
“兑现”任务中，定位、抓取 6 个
球，在 47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
出夺得冠军。哈尔滨工程大学
鼓励学生创新并通过参加各项
竞赛提升能力。本次参赛的 E
唯代表队就是由该校一群有志
于机器人研究与创新的学生自
发组织成立的创新团体。
（据《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