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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 新看点

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

◀这是 5 月 19 日拍摄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
片区（无人机照片）。五指山位于海南省中部生态核心区，
热
带植被类型多，雨林群落典型，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2000 余
种、陆栖脊椎野生动物 300 余种，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的核心组成部分，
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张丽芸摄

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口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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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步提高。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

我国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率达 74%
将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野外种群增至 300 头，藏羚羊野外种群
恢复到 30 万只以上。曾经在野外消失
的麋鹿、普氏野马在多地建立了人工繁
育种群，
目前总数分别达近一万只和 700
只左右，
并成功实施放归自然，
重新建立
了野外种群，
生存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大。
我国启动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
相结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三江
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
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的设立，保护面
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在北京
正式设立国家植物园，标志着具有中国
特色、国际一流的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进入新阶段，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进一步提高。
同时，深入开展一系列制度建设和
执法打击行动，全面禁止野生动植物非

高等教育培养质量提高——
法交易 ，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
度。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制度体系更加
健全，
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
调整发布了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制定并实施相
关配套管理制度。建立了打击野生动植
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合开
展“清风”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乱采滥
挖野生植物、破坏野生植物生长环境和
违法经营利用野生植物行为，全面禁止
象牙、犀牛角、虎骨及其制品贸易，高压
态势基本形成。
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
将按照《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
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建设规划
（2021—2035 年）》的总体目标，加快构
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使全国重要自
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和野生动植
物资源及其重要栖息地（生境）得到有效

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保
持稳定。
“十四五”
期间，
将进一步加大对
大熊猫、东北虎、东北豹、亚洲象、穿山
甲、长臂猿、雪豹、长江江豚、苏铁、兰科
植物等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
度，确保到 2025 年，国家重点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种数保护率达到 75%，国家重
点保护陆生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
80%。
此外，
根据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
我国将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格局、生态功
能格局、生物多样性和典型景观分布特
征，遴选出 50 个左右的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占国土陆域面积的 10%，有
效保护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系统和
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
种及其栖息地。今年我国还将在青藏高
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
和生态功能良好的区域，新设立一批国
家公园。
姚亚奇

10 年来，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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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持续增强，获得
了 60% 以 上 的 国 家 科 技 三 大 奖 励 ，全 国
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

亿
2.4

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
年的主题是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强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拯救保护，大量
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实现恢复性增
长，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率提高到
74%，
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
近年来，我国系统实施濒危物种拯
救工程，采取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放归
（回归）自然、人工繁育（培植）等措施，
有
效保护了 90%的典型陆地生态系统类
型，大熊猫、朱鹮、黑颈鹤、藏羚、白头叶
猴、海南长臂猿、莽山烙铁头蛇、苏铁、兰
科植物等 300 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建有各级各类
植物园近 200 个，收集保存了 2 万多个物
种，
占我国植物区系的 2/3。野外回归珍
稀濒危植物达 206 种，其中 112 种为我国
特有种。大熊猫野外种群增至 1864 只，
朱鹮野外种群数量超过 6000 只，亚洲象

据介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
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达到 4430 万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012 年的 30%，
提高至 2021 年的 57.8%，提高了 27.8 个百
分点，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高等教育进入普
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在育人方式、办
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不断创
新，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提供了有力支撑。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 年 2 月 底 ，我 国 上 线 慕 课 数 量 超 过
5.25 万门，注册用户达 3.7 亿，已有超过 3.3
亿人次在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慕课数
量和应用规模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结构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 265 种新专业
纳入本科专业目录，目前目录内专业 771
种。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发展深入推进，
“ 十三五”期
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07 亿元，实施“一省一
校”和“一校一案”项目。119 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学
参加支援 103 所中西部高校，实现西部 12 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高校共建工作成效显著，
与相关部委、大型企业、地方政府新增共建高校 151
所。
闫伊乔

纵览
中央财政下达 100 亿元再次向实际种粮农民

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
中央财政近日下达资金 100 亿
元，再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
农资补贴，支持夏收和秋播生产，缓
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
响，
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财

政此前已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
性补贴 200 亿元。据介绍，中央财政
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明确补贴对象
为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
际种粮者。补贴标准由各地区结合
有关情况综合确定，原则上县域内补

贴标准应统一。
财政部要求，各地要充分运用现
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利用现有相关补
贴 发 放 基 础 数 据 ，继 续 采 取“ 一 卡
（折）通”等方式，及时足额将补贴资
金发放到位。
申铖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游行抗议拜登访日
来自日本各地的数百名民众 22
山俊吉说，拜登此次访问韩国和日
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
本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不可估量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开始的访日之行， 的恶劣影响，为地区动荡埋下祸根，
抵制日美首脑会晤和美日印澳“四边
日本民众绝不容忍日美两国政府在
机制”峰会。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道路上越走越
多位日本 法 律 界 人 士 、地 方 议
远。
会议员、作家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
集会结束后，民众纷纷走上东京
批评日美首脑会晤将进一步加强日
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高喊“反对战争”
美军事一体化，加快日本扩大军备
“反对四边机制”
“ 防 止 修 宪 ”等 口
的步伐。集会发起人、日本律师高
号。据集会主办方介绍，他们将在拜

登访日期间持续举行类似集会游行，
以传达日本民众反对之声。
拜登 22 日结束对韩国的访问后
抵达日本东京，这是他去年 1 月就职
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23 日，拜登将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首脑会晤，
并于 24 日参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峰会。日本媒体称，拜登将在访日期
间推出
“印太经济框架”
。
姜俏梅 张笑宇

中企卢旺达水电站项目开工

5 月 21 日，在卢旺达北方省加肯凯市，舞者在那巴龙格河二号
水电站项目开工仪式上表演。
吉莉摄
本报地址：
瑞金市金都大道 77 号

邮编：
342500

由中国水电（中国水利水电建
设集团公司）承建的卢旺达那巴龙
格河二号水电站项目开工仪式 21 日
在卢北方省加肯凯市举行。
那巴龙格河二号水电站项目是
中国政府支持、中国金融机构出资
在卢旺达建设的最大项目。卢旺达
北方省省长尼拉鲁盖罗在仪式上表
示，该项目将在提供电力和清洁水
以及控制水土流失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卢旺
达人民的福祉。
该项目是大型综合性水利发电
工程，施工内容包括修建大坝、泄洪
系统、引水发电系统和输变电线路
等。据了解，该项目是中非合作论
坛 2018 年北京峰会“八大行动”计划
的重点项目之一，也是中卢两国经
贸合作规模最大的优惠贷款项目。
吉莉
电话：
（0797）2522389

新闻热线：
0797-2516661

遗失声明

江西省瑞金润泉供水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三联收据”两本，票号：5928271—5928310，
声明作废。

订报热线：
0797-252238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3621024000016

广告热线：
0797-2520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