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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祝贺  评价  期待 

 热烈祝贺2020-2024年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专业共同体建设委员会）成立！ 

 高度评价陕西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做出的出色贡献，在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中做出的出色成绩！ 

 热切期待陕西高等教育勇立潮头，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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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陕西高教点赞 

 扎根西部大地办出大高教 

    高校数全国第13，本科高校数全国第9 

    每10万人口高校在校生数全国第3、西部第1 

 首推“四个一流”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院、一流专业 

 首创课堂教学创新大赛 

支撑西部大发展形成新格局的人才高地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发展的战略支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手抓安全防疫   一手抓教育教学 

 线下为主，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 

 实验教学和实习实训等全面推开 

 若突发疫情，及时转为线上线下 

教学相结合或全面转为线上教学 

把战时在线教学“新鲜感”转化为中国高等教育“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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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形势：谋大局应变局开新局 

三   新征程：打赢本科教育攻坚战 

二   新阶段：迈入提质创新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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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形势：谋大局、应变局、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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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应对复杂形势，发挥国之战略重器作用 

 大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化：大国博弈更加激烈、战略格局调整 

 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 

                     美国“退群”、欧盟各国重建“围墙”…… 

 危机：全球经济面临动荡局面 

     IMF 预 测 ： 2020 年 GDP 增 长 率 全 球 -3% ， 

美国-5.9%、欧元区-7.5%、日本-5.2%、英国-6.5% 

谋大局：把握世界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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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大局：把握中国发展大局 

从第一个百年走向第二个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不仅要进入新时代，更要赢得新时代！ 

到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到2035 到2020 

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 
现代化 

建成 
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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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 ：高等教育体系实力（2018）     

          全球第八、亚洲第一 

    

在学总人数4002万，世界第一 

STEM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6-8倍 

质
量 

毛入学率
51.6% 2019年 

毛入学率 

数
量 

谋大局：把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大局 

中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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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奔腾而至 

应变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第一次 
工业革命 

17-18世纪 
 

牛顿力学 

 

蒸汽机的使用 

 

 

  

19-20世纪初 
 

电磁学 
 

流水线作业和 

电力的应用 

 

 

20世纪 
 

相对论、量子论 
 

半导体、计算机、

互联网 

 

21世纪以来 

？ 
大数据、云计算、

智能机器人等 

 

蒸汽机时代 

第二次 
工业革命 

第三次 
工业革命 

第四次 
工业革命 

电气时代 信息化时代 智能时代 

科学革命 

技术革命 

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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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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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1.0时代 

农耕时代 

人力资源 2.0时代 

1-3次工业革命 

人力资源 3.0时代 

第4次工业革命 

“人多力量大” “知识改变命运” “少数决定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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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乱、改变、重创、重构 

 对国家的影响：经济、社会、民生 

 对世界的影响：波及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对教育的影响：打乱了常规的教学秩序 

     …… 

小病毒、大能量： 

应变局：疫情影响 

痛中思痛、痛定思痛，决不能犯同样战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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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表现：政治、经济、科技、人才 

                   的全面遏制！ 

· 长远影响：对准教育  聚焦高教！ 

                   长周期影响 

                   全方位影响 

                   深层次影响 

· 识变应变：早谋划、早打算、早应对！ 

堂而皇之的遏制，不择手段的绞杀 

应变局：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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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新局：创新创新再创新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除了创新，教育无路可走！ 

除了革命，教育无路可走！ 

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范式必须进行一次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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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阶段：中国高教迈入提质创新发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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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根本质量：人才培养 

抓整体质量：空间布局 

抓成熟质量：中国理论 

抓服务质量：战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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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202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 

202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职业教育大会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人才培养提质创新新时代 

唱响人才培养主旋律    奠定提高质量主基调 

1. 抓根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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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科 教 育：以本为本 

 研究生教育：创新能力 

 职 业 教 育：以质图强 

人才培养“连续剧”连续接续全面展开 

提质创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一道靓丽风景线 

1. 抓根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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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看 本科生占87%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向上看 本科质量决定研究生教育有没有优秀的毛坯 

向下看 本科质量标准影响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 

向内看 基础中的基础,核心中的核心,关键中的关键 

顶梁柱：本科不牢  地动山摇 

1. 抓根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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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引领本科全面振兴 

 

 

走进新时代的新教改，赢得新时代的新质量 

中国声音、中国范式、中国方案、中国贡献 

质量意识 质量革命 质量文化 

1. 抓根本质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1 

高等教育布局质量好，则中国好 

高等教育布局质量高，则中国高 

高等教育布局质量强，则中国强 

2. 抓整体质量 

做强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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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一线一面” 战略布局 

中西部高等教育： 

 弱点里的弱点 

 短线里的短线 

 短板中的短板 

 卡脖子的七寸 

2. 抓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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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事关 

中西部发展事关国家发展整体

水平， 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总体进程。 

中西部高等教育是中西部发展

的战略内生力量，相当程度影

响着中西部全面振兴大局，影

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二个影响 

中西部18+1个省份：普通高校数占全国的53% 

                                在校生数占全国的54.1% 

四振兴：经济振兴、文化振兴、教育振兴、人才振兴 
四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 

2. 抓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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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春天来了！黄金十年到了！ 

 9月1日，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

《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

教育的若干意见》 

2. 抓整体质量 

 这是事关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和中西部全面振兴的

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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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普及化：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高等教育进入无人区、深水区，没有理论指导就会迷失方向 

 高等教育强国呼唤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 

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 

3. 抓成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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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抓成熟质量 

中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重大战略判断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理论创新 

 做出、把准这个判断具有战略意义 

1978年  2.7% 2002年  15% 2019年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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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样化 2.学习化 3.个性化 4.现代化 

质量标准 

评价标准 

发展路径 

发展类型 

时时 

处处 

人人 

没有个性化就没有

创新，帮助每一个

学生成长成人成才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警惕：身子进入普及化，脑子还在大众化，习惯还在精英化！ 

普及化：中国高等教育新阶段的新特征 

3. 抓成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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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作用 

发展 
阶段 

    基础支撑       支撑引领并重 

    高等教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红利和牵引动力 

类型 
结构 

舞台坐标 
格局 

    大众化阶段       普及化阶段 

    高等教育成为每个人职业生涯的“基础教育” 

    相对单一      更加合理、类型齐全、体系完备 

    多样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最显著的特点 

    在世界舞台、国际坐标和全球格局中 

    谋划发展与改革，参与竞争与治理 

四 

个 

变 

了 

3. 抓成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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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类型、标杆多样，从独木桥

的唯一路径走向条条大路通罗马 

 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技能型

高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从“金字塔”理论走向“五指山”理论 

3. 抓成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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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中国理论、中国范式、中国方案 

学生观 科研观 

改革观 

教师观 

评价观 专业观 

质量观 

教学观 

治理观 

课程观 学科观 

发展观 

3. 抓成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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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力力相关！ 

4. 抓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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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国之战略重器 

镇国的国之重器、兴国的国之重器 

强国的国之重器、复兴的国之重器 

成也大学、败也大学 

兴也大学、衰也大学 

稳也大学、乱也大学 

没有哪一个国之重器可以与大学的战略分量相提并论！ 

4. 抓成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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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迈入普及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成为： 

面向世界、立足当下、赢得未来的国之战略重器 

提高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的战略引擎 

4. 抓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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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征程：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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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打好本科教育攻坚战 

 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由一场场战斗组成的战役 

 在一个点、一个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甚至突破都不行 

 必须在思想、理念、标准、方法、技术、评价系统联动 

敢于担当           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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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 

2020抓学生促学 

2019抓教师促教 

2018抓领导促管 

制度保障 教学质量 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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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2018：写好高等教育“奋进之笔” 

“五学”“ 五干”“ 十落实” 

1.   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2.   中央文件确定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3.   发布第一个全覆盖的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4.   推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课 ） 
5.   评出2018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6.   成立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7.   举办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8.   颁布“新时代高教40条” 
9.   联合推出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10.召开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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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2019：打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1. 召开高校第28次咨询会暨高等教育年度工作会 
2. 召开中国慕课大会 
3. 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 
4. 印发《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5. 印发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意见（质量22条） 
6. 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 
7. 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 
8. 推进新农科建设“三部曲” 
9. 举办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10. 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和创新创业英才奖颁奖 

演好“连续剧”  念好“九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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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条新路！ 

下一盘大棋！ 

布一个大局！ 

推一组大招！ 

 全面深化新工科建设 

 加快推进新医科建设 

 持续推进新农科建设 

 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 

 办好国际“互联网+”大赛 

 举办世界慕课大会 

 推进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强力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全面推出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 

 开展“拔尖计划 2.0”基地遴选 

收官2020：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干好十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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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赢攻坚战：“赢”在在线教学 

达到了“三稳”，实现了“四变”，做到了“实质等效” 

全区域 

全覆盖 

全方位 

参加高校：全国本科院校 

授课教师：108.45万人              

在线学习：35.37亿人次           

在线课程：1719.68万门次  

  全国高校课程开出率91% 

  学生在线教学满意率85% 

  教师在线教学满意率80% 

世界高教史上的创举：全部实施在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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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世界名校云集 1 

      发布《世界慕课发展北京宣言》 2 

     发起成立“世界慕课联盟” 3 

高等教育“学习革命”：中国跑在最前头！ 

  筹备世界慕课大会（2020） 

2. 打赢攻坚战：“赢”在学习革命 

世界高校：关注中国、学习中国、效仿中国 

 500余门课程覆盖100多个国家 

 海外100多万留学生使用 

 面向世界上亿大学生免费开放 

学堂在线、爱课程英文版国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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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赢攻坚战：“赢”在课程思政 

有情有义、有温度有爱            精准滴灌、入耳入脑入心 

 

80%是专业教师 

80%是专业课程 

80%是专业学习           

    80%学生认为影响 

           最大是专业课  

           程和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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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能分割！  

3. 打赢攻坚战：“赢”在课程思政 

召开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工作视频会：宝生部长动员部署 

在全国高校树立课程思政教学标杆：示范课程、教学示范中心 

印发《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高校师生反响热烈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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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赢攻坚战：“赢”在创新创业 

  创新创业：分好蛋糕到做新蛋糕，用创新推动创业，用创业带动就业 

  敢闯会创：“我敢闯、我会创”新时代大学生核心素质和优秀标准 

  国际范儿：汇聚世界一流大学，打造国际青年创新创业“奥斯卡”盛会 

截至8月15日，已有147万个项目、630万大学生报名参赛 

线上线下结合，打造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大赛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赛：我敢闯  我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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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集合“红旅”聚焦52个未摘帽贫困县 

   发起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总攻 

“红旅日”12小时线上直播 

      启动当天，网上参与3284万人次 

      截止9月1日，全国32个省启动“红旅” 

      132万大学生参加 

二堂大课：最生动的国情大课，最有温度的思政大课 

5. 打赢攻坚战：“赢”在扎根中国大地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全国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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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赢攻坚战：“赢”在“三个一流”建设 

一流专业（金专）：推出首批4054个国家级建设点，第二批即将启动 

       ·  体现四新建设成果、改革成效突出、培养质量一流 

一流课程（金课）：线下、线上、混合、虚拟仿真、社会实践金课，首批3700 

       ·  强调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消灭水课，即将推出五类金课 

一流基地（高地）：大理、大文、大医共17个学科门类 

       ·  强化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 

       ·  首批104家基地即将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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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赢攻坚战：“赢”在四新建设 

 新工科再深化 

    新工科建设是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奔腾而至的世界百年变局，

高等工程教育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从教育思想、发展

理念、质量标准、技术方法、培养范式全方位给予的战略应答。 

     -未来技术学院建设： 

     瞄准技术原创，提高国家锐实力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 

     瞄准技术应用，提高国家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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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赢攻坚战：“赢”在四新建设 

 新医科新突破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关于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审议《关于深化医教协同 

     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工作获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认证 

中国医学教育从跟跑转向并跑的里程碑 

  中国医学教育走上世界舞台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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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赢攻坚战：“赢”在四新建设 

 新农科高位推动 

     -总书记回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9月7日召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一周年座谈会 

     -设立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5领域，29选题，300余项） 

 新文科再拓展 

     -持续推出中国政法、中国新闻、中国经济、中国艺术系列大讲堂 

     -研制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升国家软实力、巧实力 

四新建设：走进新时代的新教改，赢得新时代的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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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打赢攻坚战：“赢”在做强中西部高等教育 

  印发《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 

  召开“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工作会议” 

    主动对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突出优势特色、汇聚办学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有效

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

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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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服务全局 

由紧盯自身发展小逻辑转到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大逻辑 

转变发展模式 

把眼睛向东向上看变成眼睛向西向

下看 

推动集群发展 

对接主体功能区规划，结合行政、经

济、地理和文化区划，推动高校集群

发展 

建设战略高地 

建设西北、西南、中部高等教育发展

战略支点 

走一条新路、布一个大局、下一盘大棋、推一组大招 

 8. 打赢攻坚战：“赢”在做强中西部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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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打赢攻坚战：“赢”在做强中西部高等教育 

  3大战略布局： 

     西北高等教育发展新引擎、西南高等教育开放高地 

     中部高等教育协同联动 

  6项发展机制： 

     人才培养机制、专业调整机制、产教融合发展机制 

     科技创新机制、集群发展机制、应用型发展机制 

  7个方面政策： 

     人才“西进”、重大平台、办学条件、信息化建设 

     国际交流合作、对口支援、学生在中西部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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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打赢攻坚战：“赢”在工作效果 

 严起来了 

 忙起来了 

 难起来了 

 高起来了 

 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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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规章制度立起来严起来了 

 本科教学在书记校长重点工作中挂号、督办 

 连续三年不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副教授转出教师系列 

 潜心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得到真金白银的重奖 

 对不用心、陈旧性、没含量的水课实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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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教师时间精力情感投进去了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比例持续提升 

 广大教师把时间、精力投入金专、金课、高地建设上了 

 名师大家开始主编本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教材了 

 青年教师上岗培训实现全覆盖 

 直属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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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学生学习忙起来了 

 大学生到课率、抬头率大大提高了 

 讨论式、探究式教学更加普及深入了 

 高校学风更好了，潜心学习的学生更多了 

 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教育活动，更忙更充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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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课业学业难起来了 

 课程难度加大了 

 过程考核加强了 

 实践标准提高了 

 清考全面取消了 

 毕业要求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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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质量高起来强起来了 

 专业教学质量国标发布了 

 一流课程建设标杆确立了 

 一流专业建设标杆确立了 

 一流基地建设标杆确立了 

 一流本科建设目标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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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地方、学校、政府各方联动，同频共振 

  学校管理队伍、教师队伍、理论研究队伍协同 

  敢于担当、勇于创新，从落实落实再落实到提高提高再提高 

10. 打赢攻坚战：“赢”在推进工作的方法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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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一届陕西高校教指委的要求和期待 

增强荣誉感 

增强使命感 

增强方位感 

增强紧迫感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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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一届陕西高校教指委的要求和期待 

 参谋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能力提质创新的“谋划者” 

 咨询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教理论“贡献者” 

 指导组：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制定者” 

 推动队：敢于改革、勇于创新、投身实践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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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高等教育是天大的事！ 

中国高等教育是天大的事！ 

让我们把天大的事做成伟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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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