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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强调指出，高校肩负着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
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
办大学的根本问题，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
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

《意见》分为七个部分：一、重要意义
和总体要求；二、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
值引领；三、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
四、加强对课堂教学和各类思想文化阵地
的建设管理；五、加强教师队伍和专门力
量建设；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
创新；七、加强和改善党对高校的领导。

《意见》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基本
方针原则和工作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
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各高校采
取有力有效措施，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创
造了许多成功做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
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显著，教师
思想政治素质明显提高，各类思想文化阵
地建设和管理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
扎实有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持续
推进，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主流积极健康向
上，广大师生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拥护信任，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高度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充满信

心。总体上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持续加
强和改进，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为保证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
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切实
抓好各方面基础性建设和基础性工作，切
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提升思想政

治工作水平，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又红又专、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1）坚持党对高校
的领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党的
建设贯穿始终，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维护
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牢牢掌
握党对高校的领导权。（2）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
服务。 （下转第八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

门。”《徐霞客游记》开篇的第一句
话写的是他旅游启程的日期，经
考证为公元1613年5月19日，这
也成为 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
的由来，徐霞客这位“千古奇人”
的探险线路所蕴藏的重要价值可
见一斑。

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全
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
研究所所长王东林提交了一份

《关于系统保护徐霞客科考线路
文化遗存，开展申报世界线性文
化遗产研究工作的建议》，随即得
到了来自 10 多个界别 46 名委员
的关注和响应。王东林认为，一
些具有重大开发价值的文化资
源，极有可能在未来全国性系统
调研中被发现，成为当地旅游产
业发展的新要素。

回忆起重走徐霞客科考线路
上的所见所闻，不得不让这位热
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政协委员痛在
心头，“这条线路涉及大批自然文
化遗产，比如徐霞客在科考时曾
到过的岩洞，当地村民将洞中的
石头挖出用于焚烧石灰，这是多
么可惜的事情”。这也暴露出相
关部门的疏于保护和监管。就在
此前，这样一条极具历史价值的
线路却几乎从未有过系统的摸底
调查，也没有形成专题的文物档
案。为了梳理这条跨越21个省份的复杂线路，王东林在
不耽误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前后耗费逾两个月时间，共走
访超过15个县（市）。

建议提出后，国家文物局回复表示，愿意对徐霞客科
考线路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遗等工作给予积极的帮
助和支持；国家旅游局还表示，将落实旅游文化线路等资
源的整体保护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新资源，
开发具备专题性质的旅游产品和线路。

王东林在调研中发现，“徐霞客线路还大范围途经罗
霄山脉及湘、桂、滇、黔等地的连片贫困山区，如果能开启
这条线路的遗产保护工作，培植文化、旅游产业，相信能
带领贫困户们走向富裕”。2016年，王东林带着他的徐
霞客科考线路开发建议“升级版”参加两会，提出了将
历史线路与扶贫攻坚专项活动相结合的建议。如今，浙
江、江西、河南、广西等地已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对口
扶持沿线贫困地区发展旅游开发。

“趁着寒假，整个农历正月我几乎都在外地调研。”面
对总是“忙不完”的工作，王东林仍直言“毫不辛苦”，“什
么时候我的提案能派上用场、发挥影响力了，那就是对我
履职工作的最大肯定”。

全国政协委员王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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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最近的科技热词，“人工智
能”（AI） 一定榜上有名。谷歌机器人
AlphaGo 化名 Master 在围棋对战网络
平台上取得 60 连胜战绩，完胜围棋大
师；卡耐基梅隆大学开发的人工智能系
统轻松战胜 4 名世界顶级德州扑克牌手
⋯⋯

人工智能的本事可不止于游戏炫
技，它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你
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购物时，接待你
的网上客服已是人工智能；当你懒于家
务时，扫地机器人已经可以自主规划运
行路线帮你保持室内清洁；创业者们甚
至还用人工智能来给人们提供高考志愿
填报、智能快件代收等各种服务⋯⋯

“人工智能的概念提出已经六十多
年了，今天为什么热了？是因为大数据
的发展，因为各种算法和硬件方面的进
步，才使得人工智能又迎来了新的发展
高潮。”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
表示，我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跟世界
相比差距不大，有些领域还颇具优势。

中国名片 世界瞩目

其实，中国的人工智能已成为一张
令世界瞩目的闪亮名片。

比如近日召开的 2017 年美国人工
智能协会（AAAI）年会，原本宣布 1 月底
举行，正好和中国春节“撞车”。由于中
国研究人员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不可
或缺，AAAI 最终决定，将开会时间延迟
一周，避开中国春节。

在这个历来由美国团队主导的国际
学术会议上，我国研究人员此次的表现
相当突出，2017 年被大会接纳的中美两
国论文在数量上旗鼓相当。AAAI 现任
主席苏巴劳对此评价说：“仅仅三四年
前，情况还截然不同，这既让人惊讶、又

令人印象深刻。”
《纽约时报》近日也在一篇题为《人

工智能“军备”赛跑，中国正在赶超美国》
的报道中声称：各项数据指标显示，中国
的人工智能实力正在一定程度上超过美
国。根据此前美国白宫发布的报告显
示，从 2014 年开始，在深度学习领域（当
前人工智能的主要突破领域），从论文发

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两个标准看，中国
均已超过美国。

这些变化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中，
我国政府和我国科技公司都在人工智能
领域投入巨大并收效显著。

比如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中介
绍了一家在人工智能多项技术领域领先
世界的中国公司——科大讯飞，称其“在

语音合成和中英文翻译等多项技术的国
际大赛上勇夺桂冠”。 （下转第二版）

春 风 劲 吹 花 千 树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综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数据显示，从 2012 年开始，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新增专利数量已经开始超越美国，人工智能企业融资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列全
球第二。图为2017年春节期间观众在宁夏科技馆内与机器人对弈。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本报北京 2 月 27 日讯 记者杜芳报道：今天，国防
科工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
象卫星风云四号获取的首批图像与数据。世界第一幅静
止轨道大气高光谱图正式亮相，与此同时，我国首次获取
彩色卫星云图和闪电分布图。

经过对首批获取的图像和数据初步分析，图像层次
分明，云层和地表纹理丰富，风云四号卫星的主要探测功
能得到全面验证，综合探测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首
批图像和数据的传回表明风云四号卫星与地面应用系统
协调匹配、工作正常，标志着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成功
实现了升级换代。

记者了解到，国防科工局、中国气象局正在按计划组
织有关单位开展卫星在轨测试，计划今年 6 月至 7 月份
交付使用。

迄今为止，我国已成功发射了15颗气象卫星，其中8
颗卫星在轨运行，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同时拥有极轨和
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国家。

风云四号卫星首批图像与数据发布

我国获取世界首幅静止轨道大气高光谱图

践诺践诺，，一切为了增进人民福祉一切为了增进人民福祉
——20162016年年《《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发展目标主要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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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报道：
贵州以大文化助推大扶贫，着眼文化育
民、文化励民、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构建
起文化扶贫的行动框架，在实践中取得明
显成效。

通过文化人才计划、非遗传统手工技
艺培训计划，贵州大力培养乡土文化人
才，积累了文化领域“以智扶贫”的新经
验。由贵州省文化厅牵头的非遗传统手
工技艺培训计划，被纳入 2016 年贵州省
民生实事，共培训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
10000 人，带动了数千名手工技艺骨干，

数万名传统村落贫困农户手工技艺传承，
贫困群众自主奔小康能力有效提升。

依托丰富文化资源，贵州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牵头主办了 2016 首届多彩
贵州文化艺术节，集中推出艺术展演、非
遗展示、阳明文化咏诵等主题文艺活动，
总计150余场(次)，直接参与群众30余万
人(次)。不久前,“石阡说春”作为“农历
二十四节气”扩展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贵州特色文化再次亮相世
界，增强了贫困群众奔小康的文化自信。

2016 年，贵州省文化厅狠抓基层贫

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农村
文化建设专项补助资金 7553 万元；投入
2672 万元为 1336 个贫困村配置公共文
化设备。同时，牵头26个省直单位,统筹
各部门资金和资源“一个目标建、一个口
子下”，协调推进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保障贫困地区群众共享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

贵州省文化厅将文化扶贫与极贫乡
定点包干脱贫、同步小康驻村结合起来，
依托文化资源大力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
展。2016 年评选公布示范项目 20 个，推

出一批文化产业示范村、优秀演出团、特
色文化产品。

“贫困是当前贵州决胜全面小康的最
大短板，文化更要发挥应有的担当，积
极助推大扶贫战略行动，把文化融入贵
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实现文化产业
双效统一。”贵州省文化厅厅长徐静介
绍：“我们要有大文化的视野，要突破仅
把文化工作当作行政工作来抓的传统思
路，要从更高更广层面上去考虑有利于
民生的文化抓手项目，将文化工作融入
其中，系统推进。”

贵州以大文化助推大扶贫——

扶志又扶智 大步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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