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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位作用



一、前所未有的高度

高度重视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20余

次到高校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

20余次给高教领域师生回信

重要战略地位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

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习近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为科技进步、国家发展、

民族振兴发挥了极端的重要作用。

重要部署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一、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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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及《关于新时代振兴

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

《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

养的意见》等重要文件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2018）：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

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

（2020）：习近平作出重

要指示，适应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需要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

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1）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培

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

巧匠大国工匠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2016）：立德树人，为民

族复兴提供人才支撑；全程

育人 全方位育人 开创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重要文件



二、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定位

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

可持续发展
战略

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

高等教育的人才、
科技和服务支撑

科技强国

质量强国

航天强国

网络强国

交通强国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



新时代

新方位

新征程

目标更高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高等教育

强国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先行实现，高等教育要有领跑新

时代的能力。

需求更迫切

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多极多元方向发展，国际力量对比

深刻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迫切需要高

等教育有力支撑。

任务更硬

动词的变化。比如，以前是“把立德树人当作高等教育的

根本任务”，十九大报告是“落实立德树人”，“当作”

是号召，“落实”是目标。以前提“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十九大报告则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三、新时代高等教育的使命



地位变化
由基础支撑作用，到强调支撑

和引领作用并重，而且引领的

分量要加大。

结构变化
由单一“同构化”到

多样化高等教育生态

阶段变化
进入普及化阶段，意味着高等

教育开始成为国民基本需求，

高等教育开始成为国民职业生

涯的“基础教育”。

坐标变化
国际坐标，全球格局。不仅参与

国际竞争，还要参与国际高等教

育治理

四、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变化



02 发展成效



高等教育发生格局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与时代同行，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育了一大批

高素质专门人才，为民族振兴、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发挥了极端重要作用，高等教育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



一、教育规模扩大

57.8%

4.1%

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

提高至2021年的57.8%，高等教育进

入普及化阶段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

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民

族素质得到稳步提高

4430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

13.82.4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的比例为4.13% 。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十年累计支

出33.5万亿元,年均增长9.4%



高等教育服务国家能力显著提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2756所，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

教职工278.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91.4万人。

60% 60% 80%

国家科技三大奖励

二、办学实力增强

通过“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计划，一批大学和一大

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基础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二、办学实力增强

01

02

03

04

1
一流大学体系加快构建

“双一流”建设高校承担了全国超过80%的博士生和近60%

的硕士生培养任务。

2
人才集聚效应更加凸显

高校聚集了60%以上的全国高层次人才。硕士生导师从22.9万人

增加到42.4万人，博士生导师从6.9万人增加到13.2万人；超过

40%的两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高校。

3 中国特色学科专业体系更加完善

工程专业学位类别由1个调整为8个，形成了涵盖14个学科门类、

113个一级学科、47个专业学位类别的学科专业目录，覆盖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

4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明显提升

高校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利授

权增幅达到346.4%，专利转化金额从8.2亿元增长到88.9亿元，

增幅接近十倍。



二、办学实力增强

⚫ 持续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开设创

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3万余门，聘请17.4

万名行业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专兼职教

师，超过1000所高校的139万名大学生参

加“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 举办7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大赛累计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数

75万个，间接提供就业岗位516万个，推

动形成了新的人才培养观和质量观。

⚫ 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理念、技术、标准、方法、

评价等在内的慕课发展的中国范式。截至

2022年2月底，上线慕课数量超5.25万门，

有超过3.3亿人次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慕

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世界第一。

⚫ 建成“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发起

成立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成为主动引

领世界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变轨超车”战略

一招、关键一招。

创新创业教育领跑世界 在线教育形成中国范式



三、培养质量提升

专业建设 “四新”建设

新工科

（抓理论、建专业、改课

程、变结构、促融合）

新医科

新农科

新文科

人才培养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实

施卓越人才培养计划2.0

解决卡脑子问题：实施

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

学习革命

实施数字化战略

建设智慧高教平台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课内课外教育横向联通

本科研究生教育纵向贯通

以一流专业和一流课

程建设“双万计划”

为牵引，共认定8031

个国家级、8632个省

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遴选认定首批3559门

国家级一流课程。



四、教育结构优化

与相关部委、大型企业、地方

政府新增共建高校151所。依

托共建机制，各地政府投入建

设资金总计超660亿元。

高校共建工作成效显著

围绕“四点一线一面”战略布局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十三

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

投资107亿元；119所高水平大

学参加支援103所中西部高校。

中西部教育振兴持续推进

针对解决现实问题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

撤销或停招1万个，人才培养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适应度增强。

学科专业布局进一步优化



五、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更加坚实

党的领导全面加强

印发《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

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加

强高校党的工作提供了重要制

度保障。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更加完善，学校党建与事

业发展深度融合。

思政体系建设全面推进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将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融为一体。推出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699门、课程思政教学名

师和团队699个。

跟党走的信念

更加坚定

各高校按照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

“价值要求”，走出了一条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03 未来目标



A

D B

C

提升质量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方向，

全力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

扎根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全力打造高

等教育中国范式。

立德树人

坚持高水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全力提升高等教育的根本质量；

加强服务

坚持落实“四个服务”，强化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能力，全力提升

高等教育的服务质量；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推进高等教育分类

管理和高等学校综

合改革，构建更加

多元的高等教育体

系，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提高到60%。

提高质量

教师队伍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完

善教师管理和发展政策，

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

建立高等学校与行业企

业联合培养“双师型”

教师机制。

深化改革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发展素质教育，更

加注重学生爱国情怀、

创新精神和健康人格培

养。坚持教育公益性原

则，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

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

理结构。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