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主管主办
新闻热线：0571-87778090
广告热线：0571-87778177

2020 年1月17日 星期五
第3788号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7

邮发代号：31-27

WWW.ZJJYB.CN

本报讯（记者 季 颖）近日，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我省

共有27项科技成果获2019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其中8项由高校主持。

据介绍，本次我省获奖总数与

2018年度相比，增加了2项。在高校

主持的8个获奖项目里，浙江大学有

6项，浙江工商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

各主持完成获奖项目 1项。从这些

获奖成果来看，近半数与民生领域直

接相关，有助于让百姓成为实实在在

的受益者。同时，产学研合作项目占

多数，高校研究团队与企业密切合

作，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确立研

究方向。

一直以来，浙大都是科技创新领

域的获奖“大户”。此次，由该校动物

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团队主持的“猪

健康养殖的饲用抗生素替代关键技术

及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推动了我国饲料产业迈出从

“减抗”“替抗”到“无抗”的关键一步。

浙商大顾青教授团队主持完成的

“功能性乳酸菌靶向筛选及产业化应

用关键技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该项目是该团队与杭州

娃哈哈集团、浙江一鸣食品等企业，通

过产学研合作完成的。顾青说：“食品

科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产学

研合作突破了菌剂制备关键技术，改

变了菌剂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而由杭师大谢恬教授团队主持完

成的“新型稀缺酶资源研发体系创建

及其在医药领域应用”项目摘得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也是该校

首次获得国家科技奖。新的生产工艺

对解决制药领域高能耗高污染等问

题，实现传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和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做新药研

发、技术创新，失败是常态。”谢恬告诉

记者，科研是残酷的，不可能每一个项

目都成功，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成

功，只有努力拼搏、学习创新的人才有

机会。

我省高校多项成果摘得国家科技大奖

□本报记者 季 颖

创编一个童话故事、为动植物设计

独特的小报、用英语介绍博物馆……日

前，杭州市长寿桥小学举行了无纸化期

末测评。学校把考场搬进了浙江自然博

物馆，学生自由组队共同商讨任务并完

成挑战。

在全省教育大会上，省委书记车俊

提出，我省要着力破解中小学生“负担

重”的问题，减不合理的课外负担和不

合理的课内负担，减机械重复的刷题训

练和超纲超前教学，并结合“基层减负

年”活动，大幅减少对学校的各类检查、

评估、评价考核。大会闭幕以后，中小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便再次被提上

议事日程。

前不久，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联合

出台了《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

方案》，提出包括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和进

度要求教学、严格按课程表上课和活动、

规范学生在校作息时间、禁止利用周末

和节假日集中补课等40条举措。

而在这之前，省教育厅还通过“日常

巡视+重点时段防控”和“督学检查+社

会大众监督”相结合的督查方式，严格整

治中小学违规补课，并对校外培训机构

进行专项治理。各市县也纷纷跟进。绍

兴利用记分管理和网格管理，实现“双管

齐下”。金华则提出“减负”与“提质”两

条腿走路，在整治中小学违规补课的同

时，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统计显示，经过强有力的整治，目前全省

共有合规校外培训机构1.1万余家，并全

部录入全国校外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实施

统一管理。

在去年全国两会上，省教育厅副厅

长韩平接受采访时表示，校园活动是对

教育活动的一个有益补充，对提升孩子

综合素养、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都有好处，

但如果过多过滥，就会成为一种不必要

的包袱，中小学生减负也要减掉不必要

的校园活动。

全省教育大会结束后，省教育厅就

及时下发意见，规范中小学进校园活动，

明确各地应于每年7月和12月向相应的

教育行政部门申报下学期的进校园活

动，学校每学期在“清单”中选择不超过5

项进校园活动。目前，全省11个市、89

个县（市、区）均已经制定并公布进校园

活动相关制度，进校园活动由原来平均

每校每学期18.1项减少至4.8项。

通过全面梳理进校园活动，分类推

进治理，制定进校园活动清单，明确不在

清单范围内的活动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台州市每学期平均开展的进校园活动数

量从过去的19项减少到4项，还校园一

片宁静，也减轻了师生们的非课业负

担。该市白云中学书记徐碧江感慨：“学

校主动性增强了，师生的积极性提高

了。教师工作效率变高了，可以把自主

选择的活动做精做细，取得的效果反而

更好了。”

为进一步给基层减负，我省还积极

推进教育公共服务领域的“最多跑一次”

改革。全省教育大会一结束，省教育厅

便出台了行动方案，提出“入学报名更有

序”等10项举措。截至目前，全省所有

地区已实现中小学生学籍业务办理“最

多跑一次”，45个县（市、区）启用小学一

年级新生入学无纸化报名，部分高校超

前完成校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掌上办

理目标，4000余所公办学校接入政务服

务网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等。

这方面，衢州走在了全省前列。该

市教育局局长毛胜田说，“最多跑一次”

改革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浙江实

践，衢州要在全市建成就读更省心、互动

更贴心、办事更顺心、体验更舒心的教育

服务新模式。而湖州也取消了22项由

人事部门、民政部门等单位开具的与教

育相关证明，打破教师资格认定的属地

壁垒；同时，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助力新

居民子女入学入园报

名等。

与此同时，各高

校也在深入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通过事项梳理、流程优化、

各级各类数据共享等措施提高师生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浙江工商大学致力于实

现财务、科研等12个校内关键业务系统

的一键登录、一站集成，使全校师生告别

账号多、易混淆等老大难问题。该校工

商管理学院教师邱毅说，校务服务实现

网上办理后，大家办事便捷了，能把省出

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中。

此外，省教育厅还向文山会海“开刀”，

清理规范各类检查评比督查考核行为，编

制形成评比表彰事项目录，优化检查评比

表彰事项开展流程。记者从省教育厅政策

法规处了解到，截至去年年底，会议、发文

数量年同比分别下降58.3%和 32.3%；

2019年度省级教育检查评比表彰事项批

复项目则砍掉了30项，减少63.8%。

在省内，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较早

启动了会议“瘦身”行动。目前，该区规

定每学期给校长开会不超过3次，科室

长给副校长开会不得超过1次。同时，

还规范了各种工作群，全区教育系统只

有校长工作和校长交流两个群，其他群

全部解散，以减轻学校负担，让广大师生

“轻装上阵”。

让广大师生“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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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返乡应征忙

1月15日，刚刚从云南大学放寒假回家的凌惠和同学一起来
到衢州市柯城区府山街道城站社区，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报名，
以实现自己的当兵梦。春节期间是外出务工青年、大学生集中返
乡的时段，也是征兵宣传的好时机。

（本报通讯员 吴铁鸣 翁 毅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曾云毕）近日，《温

州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发布。据此，该市将实行高

层次高技能人才以直接考察方式公开招

聘到职业学校任教等政策。

根据《办法》，温州将支持政府部门、

行业企业、职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围绕地

方产业发展需求，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或

产教融合联盟，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

业链、创新链有机融合，提升职业教育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职业学校与企业

将重点在合作办学、现代学徒制试点、学

生实习实践、师资相互兼职等方面展开

探索，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该市还提出了一些新做法，比如，支

持开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探索通

过土地、校舍、设备等要素以评估价定向

租赁的方式，将公办职业学校的某些专业

或系部交由企业举办，支持公办职业学校

交由大型企业委托管理；鼓励有条件的企

业举办职业学校，支持企业利用资本、技

术、知识、设备、设施和管理等要素参与办

学，鼓励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社会资本，

建设或者支持公办职业学校建设公共性

实习实训、创新创业基地，研发实践课程

和教学资源等公共服务项目；支持职业学

校与企业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合作

设立学徒岗位联合招收学员，共同确定培

养方案，以工学结合方式进行培养。

另外，该市还允许职业学校根据教

学需要，聘任专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

兼职担任专业课或实习指导教学任务，

并按专兼职教师总数的30%左右比例予

以落实，所需经费列入部门预算。相关

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

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

开招聘，特殊高技能人才可适当放宽学

历要求，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以直接考察

方式公开招聘；完善职业学校教师定期

到企业实践制度，要求职业学校教师每

年在企业实训至少1个月等。

“特别是招聘高技能人才到职校任

教，采取直接考察的方式，还是比较新颖

的。”温州市教育局相关人员解读说，高

技能人才主要集中在企业，此前他们到

职业学校任教须通过笔试、面试等，新

《办法》出来后，通过考察即可入职，这样

更利于校企高层次、高技能人员的流通。

高技能人才任教有了“绿色通道”

温州出台校企合作新办法

我省为高校院所
成果转化“松绑”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经省政府同意后正式发布。这是我省为

推动高校院所成果转移转化、以市场定价为资产

评估“松绑”的新举措。

方案规定，“政府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

院校转化其持有的科技成果时，除涉及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外，通过浙江省内技术交易场所，以挂牌

交易、拍卖方式确定价格的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

和结果备案”，即以公开市场定价为保障，取消高

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时必须进行资产评估和结果

备案的“硬约束”，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

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当下，我省高校院所紧密结合浙江实际和各

自特点，扎实开展应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加强

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对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业内人士表示，在此背景下，

方案以激发高校院所技术转移活力为开篇，在高

校院所科技成果的资产评估、权属奖励、公示规

范、适用范围等方面做出创新和突破，通过取消高

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时的资产评估环节，可以促

进市场公平竞争、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激发民营企

业受让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经

济发展。 （本报记者）

40余所高校
组团开展校企对接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晓艳）近日，省人才市场

与金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在浙高

校就业负责人就业实习工作座谈会暨校企合作对

接会，40所在浙高校和178家本地企业参加。

此次对接会采取“一校多企，一企多校”的方

案，目的是有效提高人才对接精准度。当天，178

家企业与参会高校在产教合作、实习实训、人才引

育等方面达成近500个项目合作意向。“我们公司

目前正处于初创期，人才需求量大，今年预计要招

500多名运营人才。”金华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伟来说，对接会的形式有

利于增进各大高校对企业的了解，为企业后续在

高校招募交通类人才提供更多可能。

“通过校企对接，进一步明确了地区和企业的

人才需求，以及相关引才政策。”浙江大学就业指

导与服务中心副主任谢红梅说，浙大立足浙江，每

年培养本硕博毕业生近1.2万人，在浙实际就业的

有4000多人，对接会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为

校企双方共同探讨人才培养体系、实现进一步合

作打下基础。

近日，2020年首次学考和选考评卷工作
正有序开展。从全省严格选调的评卷教师，
分科目在7个高校评卷点进行网上评卷。图
为浙江工业大学评卷现场。

（本报通讯员 张 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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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给退休教师颁个奖

本报讯（通讯员 王娴婕）“我们都是73。”扎

根农村教育42年，2019年退休的江山教师严石水

因为“73”这个数字，笑得合不拢嘴。

原来，在江山像严石水这样扎根教育事业并

在去年退休的教师共有73名。临近春节，江山市

教育局为这73位教师举行了一场颁奖典礼，并精

心准备了礼物——73座刻上名字的水晶奖杯、73

本荣誉证书、73人录制的祝福视频。退休教师们

说，“73”这个数字定会成为他们共同的难忘回忆。

据了解，这是江山第3年开展干部教师光荣退

休颁证仪式，每年都以不同的数字给教师惊喜，比

如“69留久”“86不忧”。该市教育局局长毛香水

说，近年来，江山教育系统秉持“潜心育人、温暖有

方”的教育精神，相继推出了50周年金婚仪式给退

休教师浪漫感，开展“劳施豪·老园丁”志愿者服务

团让银龄教师献余热等，各校也纷纷根据实际制

定退休教师温暖清单，从而让江山教育充满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