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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

◆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

◆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科技创新局社会责任局

◆ 教育部举办第一期教育数字化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 教育部职成司印发《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22年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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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

3月28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这是教育部推出的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是以实际行动为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教育体

系迈出的重要一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一期项目包括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国

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国家24365大学生就业服

务平台。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在平台启动仪式上强调，要以平台开通为契

机，紧紧抓住数字教育发展战略机遇，以高水平的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

来源：教育部【全文】、【发布会详解】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

日前，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下发。根据《意

见》，与教育部相关的重点工作包括：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

防止和纠正就业歧视，大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提高基础

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结合，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深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等等。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中国教育在线【教育部重点落实工作】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科技创新局社会责任局

为切实推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工作，经中央编委批准，国务院国资委

成立科技创新局、社会责任局，并召开成立大会。国资委成立科技创新局和社会责

任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

步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更好发挥监管效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举措，有

利于更好推动中央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来源：国资委【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3/t20220328_61146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mWCA1IJxyQpUkh1aWuNeyA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3/25/content_5681343.htm
https://news.eol.cn/yaowen/202203/t20220329_2217606.shtml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2371100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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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举办第一期教育数字化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为加快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干部信息化素养与教育

信息化治理能力，3月15日至17日，教育部举办第一期教育数字化能力提升专题培

训班。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德民

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宋德民强调，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大力推动国家教育数字化

战略行动，将其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他同时指出，要准确把握战略

行动的重点任务；牢牢抓住教育改革发展机遇期，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

要学以增信、学以明向、学以致用，在教育方法、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

中引领并推动改革，打造中国品牌，树立世界标准，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实际贡献。

来源：教育部【全文】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推进职业教育

与继续教育数字化升级

教育部职成司印发的《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22年工作要点》共提出13个要点，

其中包括“要推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数字化升级”。要求加强职业教育信息管理

平台升级优化和互联互通，提升数据应用水平。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校建设，

打造一批高水平的智慧校园。开展已立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验收评议，加强

运行监测。建设职业教育管理平台和教学服务平台，一站式提供优质资源和信息服

务。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重点，加强师生信息素养教育。深化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建设，开展建设成效监测。建设全国继续教育智慧管理与公

共服务平台推进继续教育数字化建设。

来源：教育信息化100人【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3/t20220318_60877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IMUftssGxSllNMsF5NR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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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等12部门联合印发IPv6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试点名单

3月，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教

育部办公厅、科技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水利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

厅联合印发通知，确定IPv6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试点名单。通知指出，经地方和相

关部门组织推荐、专家评审及复核、网上公示等程序，确定了22个综合试点城市和

96个试点项目。包括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在内的16家教育单位入选该

名单。

来源：中国网信网【全文】

TC3审查通过“多域纯IPv6网络总体技术要求”行标送审稿，

推动IPv6单栈网络规模部署

2022年2月23日，CCSA TC3 WG1网络总体及人工智能应用工作组召开第67次

会议，审查通过了由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等联合编制的行业标准《多域纯IPv6网络总体技术要求》送审稿。该项标准定

义了多自治系统、多场景的网络采用IPv6单栈的总体架构、应用场景、控制面要求、

数据面要求、安全要求，特别是在IPv6单栈网络中如何支持“IPv4 as a Service”，

确保在逐步关闭IPv4协议的情况下用户体验不降低。本标准的推进将为网络逐步向

IPv6单栈演进提供有效的标准支撑，并指导产业界进行相关产品研发和部署实施。

来源：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全文】

四项网络关键设备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3月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2年第2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正式发布GB/T 41266-2022《网络关键设备安全检测

方法交换机设备》、GB/T 41267-2022《网络关键设备安全技术要求交换机设备》、

GB/T 41268-2022《网络关键设备安全检测方法路由器设备》、GB/T 41269-2022

《网络关键设备安全技术要求路由器设备》网络关键设备安全国家标准。

来源：中国信通院【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3/23/c_1649643811275374.htm
http://www.ccsa.org.cn/detail/4845?title=TC3%E5%AE%A1%E6%9F%A5%E9%80%9A%E8%BF%87%E2%80%9C%E5%A4%9A%E5%9F%9F%E7%BA%AFIPv6%E7%BD%91%E7%BB%9C%E6%80%BB%E4%BD%93%E6%8A%80%E6%9C%AF%E8%A6%81%E6%B1%82%E2%80%9D%E8%A1%8C%E6%A0%87%E9%80%81%E5%AE%A1%E7%A8%BF%EF%BC%8C%E6%8E%A8%E5%8A%A8IPv6%E5%8D%95%E6%A0%88%E7%BD%91%E7%BB%9C%E8%A7%84%E6%A8%A1%E9%83%A8%E7%BD%B2
https://mp.weixin.qq.com/s/-Ba2UJuAKHjGe3DIE8ly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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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运营商财报分析：通信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相继发布2021年业绩报告。经营业

绩实现稳定增长、新兴业务增长迅猛……“十四五”开局之年，基础电信运营商交出

了喜人答卷。根据各家发布的报告来看，2021年运营商勇立数字化转型潮头，加速

5G网络、数据中心等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中国根基；推进业务转型升

级，在新场景、新业态、新产品方面持续发力，展示了数字赋能的强大实力。

来源：中国邮电报【全文】、【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邬贺铨：加快IPv6规模部署支撑网络强国建设

推进IPv6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近年来，我国

推动IPv6规模部署取得明显成效，显著提升了我国互联网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

有效支撑4G/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十四五”时

期是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IPv6发展

处于攻坚克难、跨越拐点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提升对IPv6发展与能力的认识，多措

并举重点发力，推动我国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走向深入，加快促进互联网演进升级，

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全文】

李星：IPv6单栈互联网交换中心的思考

清华大学教授、CERNET网络中心副主任李星表示，IPv6单栈互联网交换中心可

以实施更强的安全技术，也可以通过翻译技术提供许多新型服务，如实现基本的互

联互通，实现动态调度的互联互通，实现扩展的互联互通，实现网络切片的互联互

通。对于未来的IPv6单栈互联网交换中心，IPv4可能永远存在，但将作为IPv6地址

的一个子集而存在，其实现路径可以通过双重翻译技术对IPv4地址进行切片，也可

以通过SRv6的切片技术来完成。使用SRv6技术，新型交换中心可以对不同SRv6切

片根据不同的路由策略进行交换，其深远影响在今后的实践中才会逐步体现出来。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FZqn2w52nVo9B5tCzasYWw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22-03-18/1212606576.PDF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22-03-24/1212651458.PDF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22-03-12/1212551711.PDF
https://mp.weixin.qq.com/s/0-aMpWCevFnZVY76cmCdDQ
https://www.edu.cn/info/zhuan_jia_zhuan_lan/lx/202204/t20220402_22186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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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五部门：规范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

近日，教育部、中央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在线开放

课程教学管理的若干意见》，要求将在线开放课程纳入日常教学管理，做到线上与

线下课程同管理、同要求。《意见》指出，高校要规范课程选用、教学、评价、督

导和学分认定等管理制度，不得选用内容陈旧、服务质量差的在线开放课程，不得

将在线开放课程考试完全交由在线课程平台等第三方负责。《意见》要求，要健全

课程平台监管制度。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建设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

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对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过程实施大数据监测。

来源：教育部【全文】、【答记者问】

教育部与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会商工程教育工作、科学教育工作

3月16日，教育部与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分别举行会商会议，研究加强和改

进工程教育，研讨深化科学教育工作。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强调，在工程

教育方面，要完善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有效机制，在教材编

写、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环境营造等方面加强协同，打通汇聚各方面人才资源共

同办好职业教育、工程教育的渠道，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凝聚更加强大的合力。

要大力加强工程教育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促进人才培养模式革新，激发工程教育

创新活力和潜能。在科学教育方面，要不断丰富科学教育模式，充分发挥高水平大

学和科研院所作用，构建一批重点突出、体系完善、能力导向的基础学科核心课程、

教材和实验，加大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力度，着力提升培养水平。要合作提升广大教

师的科学教育能力，鼓励综合性大学培养中小学科学教师，部院联合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专题培训，锲而不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来源：教育部【工程教育工作】、【科学教育工作】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204/t20220401_612700.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204/t20220401_61271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3/t20220317_608418.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3/t20220318_608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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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实施路径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包括4个基本方面：一是战略层面，根本任务是价值观优

化、创新和重构，以形成组织和机构的数字化意识和数字化思维为目标；二是系统

性变革，是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和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要推动智慧教育

生态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核心路径，数字能力建设，既包括学生和教师的数字能力

建设，也包括教育管理人员的数字能力建设；四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要素

是数据，易用、可用、好用的数字教学平台和工具的广泛采纳是数据采集基础，平

台的互操作性是基本保证。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义与数字中国、数字经济同脉，

是教育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其实施路径包括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课堂教学过程数字化、培养以数字能力为基础的新型能力、数字技术赋能创新教育

评价、形成可持续发展文化和多部门协同机制。

来源：中国教育报【全文】

教育部成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组委会

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将在天津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近期，教育部

成立了由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主任委员的大会组织委员会。

此次大会为中国政府首次主办的国际性职业教育会议。大会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设若干平行论坛、高级别会议，广泛邀请各国教育主管部门、国际组织、

国际行业组织以及国内外知名行业企业、研究机构和职业院校代表参加。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数字化新体系

3月25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第三届中国计算机教育大会上就加大

“数字赋能、示范引领，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先行区”建设工作力度，提出了三点

意见：一是要在构建以数字化为特征的高等教育新形态发展中，努力发挥数字化领

航作用。二是要在深入实施计算机领域“101计划”中发挥数字化创新作用。三是要

在加快培养卓越拔尖创新人才中发挥数字化筑基作用。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2-04/06/content_607611.htm?div=-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4/t20220403_613421.html
https://www.eol.cn/news/yaowen/202203/t20220328_22174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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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优秀案例征集方案

为积极推进“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促进区域交流学习，总结经验、发现

问题和配合调研，推动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受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委

托，“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专家组秘书处现开展智慧教育优秀案例征集。1）

区域建设类，区域在推进智慧教育发展中的成效与特色，突出以下某个或多个方面

的做法与经验。2）学校实践类，学校在推动智慧教与学过程中的举措与成效，突出

以下某个或多个方面的探索与实践。3）解决方案类，企业为智慧教育发展提供的技

术解决方案，突出其在区域或学校中的实际应用场景、方式与效果。4）研究成果类：

研究团队开展的智慧教育相关理论、模式、技术、实践调研或国际比较类研究成果。

来源：互联网教育国家工程实验室【全文】

2022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出炉，中国上榜学科数量创新高

4月6日，QS全球教育集团发布了第十二次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本次排名横跨5

大学术领域和51项学科专业，对全球超过15200项大学学科的表现进行了独立的比

较分析。在此次排名中，中国内地共有93所高校上榜，数量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

美国和英国，其中10所高校为首次上榜。中国内地高校上榜课程数量创历史新高，

共有771个学科上榜，4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0强，其中清华大学3个，中国农业大学1

个。 22所中国内地高校的100个学科进入世界前50强，其中，北京大学33个，清华

大学27个，上海交通大学6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分别各有5个，成绩最为优异。

此外，武汉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有3个学科进入世界前50强，南京

大学有2个，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华南农业大学、上海音

乐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各1个，高峰学科实力得到充分认可。

来源：青塔Pro【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jvpfmWRvv7uZq_kIAB8riw
https://mp.weixin.qq.com/s/laBZwwNb0PF0b3JWTZa6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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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USE 2020/21校级IT预算调研

根据调研数据，近三分之一（32%）的机构计划明年增加校级IT运营支出。超过

三分之一（37%）的机构计划明年增加校级IT资本支出。校级IT部门的支出约占其机

构总支出的4.2% 。

来源： EDUCAUSE【全文】

Internet2为图书馆提供宽带管理工具包

美国公共图书馆 （PLA）2020 年公共图书馆技术调查发现，只有11%的农村图

书馆、32%的郊区图书馆和65%的城市图书馆拥有全职IT人员。如果没有足够的技

术帮助，管理图书馆的IT和宽带服务的任务往往落在没有太多技术经验的图书馆工

作人员身上。Internet2开发了的Toward Gigabit Libraries（TGL）工具包——一

个强大的免费资源，帮助图书馆加深对当前宽带和 IT 环境的理解。该工具包已被频

繁下载，许多州图书馆都在本地积极推广它。在蒙大拿州，该州117个公共图书馆中

有115个使用了该工具包。

来源： Internet2【全文】

https://www.educause.edu/research-and-publications/research/analytics-services/it-spending-and-staffing-interactive-almanac
https://internet2.edu/gigabit-libraries-and-beyond-year-one-grant-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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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VR探索技术职业道路和培训

美国阿肯色州的一项全州计划正在使用虚拟现实来帮助学生探索技术职业道路和

培训选择，该项目已惠及全州200多名学生，并计划今年再增加4,500名学生。通过

该计划的职业路径发现工具，学生和求职者可以实现职业虚拟现实体验，例如制造、

仓储、酒店、公共安全和汽车等行业。“为了解决阿肯色州和全国雇主所感受到的

技能人才短缺问题，第一步是确保学生和早期职业专业人士能够接触到广泛需求的

技能职业，“支持该计划的雇主合作伙伴如此说道。

来源：Campus Technology【全文】

2021年全球电信资本支出同比增长9%，2023年后将逐渐放缓

Dell'Oro Group最新报告显示，初步估算表明，2021年全球电信市场资本支出

（包括无线和有线电信投资总和）按名义美元计算同比增长9%，并有望在2022年增

长3%，然后在2023年和2024年逐渐下降。总体而言，电信投资对包括新冠疫情限

制措施、供应链中断和经济不确定性在内的外部因素表现出了极强的弹性。美国无

线投资的激增以及中国市场非移动资本支出的扩张将在2022年保持这种势头。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RVA：未来五年美国FTTH投资将超往年总和

市场研究公司RVA LLC在其刚刚发布的报告《2022-2026年北美光纤宽带报告：

FTTH和5G回顾与预测》中表示，未来五年，美国将在光纤到户(FTTH)部署上花费

1250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迄今为止在FTTH上的投资总和。RVA同时表示，

在预测期内，美国部署的光纤线路里程数将与之前所有年份的总和相当。RVA认为，

美国市场积极的光纤部署将持续到2030年代。

来源：讯石光通讯【全文】

https://campustechnology.com/articles/2022/03/22/arkansas-program-uses-vr-for-career-exploration.aspx
https://www.c114.com.cn/news/22/c2195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_Fc6ahP_Lx9IX-_8Ie3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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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网产业链图谱

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算为中心、网为根基，深度融合人

工智能、边缘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型技术，提供一体化服务的算力网需要产

业链合力推进。算力网的核心建设包括算网基础设施、算网大脑与算网运营三大部

分。算力网产业链包括上游的芯片/器件、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操作系统、数

据库、中间件等芯片、器件、软件、设备；中游的算网基础设施、平台服务、数字

化能力等；下游的面向数字化转型的各垂直行业的政务、工业、教育等行业应用等。

来源：通信产业网【全文】

中国信通院：《数字建筑发展白皮书（2022年）》

3月30日，中国信通院发布《数字建筑发展白皮书（2022年）》。这是由中国

信通院联合建筑数字化行业代表企业共同编制，系统追踪了数字建筑整体发展态势，

研究提出了数字建筑的总体框架和典型模式，梳理剖析了典型应用场景。

来源：中国信通院【全文】

中国信通院：2022年数据安全风险分析及应对策略研究

报告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当前企业面临的内外部数据安全风险进行分析与研究，

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探索：一是梳理了当前数据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二是提出了

数据安全体系建设的行动思路和关键举措；三是提出了数据安全建设发展建议。报

告认为, 当前数据安全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一是APP对用户信息的过度采集；二是

账号弱口令的使用普遍；三是数据权限分配、使用的不透明；四是API接口面临严重

攻击威胁；五是数据安全的持续状态难以保持。报告指出解决数据安全突出问题，

首先要明确体系化建设的行动思路，包括明确数据安全总体战略，建立数据安全管

理机构，落实安全策略精准管控，持续保障数据安全运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个人信息保护、特权账号管理、动态授权管控、API安全防护、全局化数据安全运营

五大关键举措。

来源：中国信通院【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PSU5iaAhbfGuufKzvO0dCw
https://mp.weixin.qq.com/s/jq3jNXPURWt3PRqz7pJvWg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1/t20220118_3957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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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中国网络安全硬件平台行业研究报告

• Omdia观察：电信运营商将在2022年进一步推出数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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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CA：2021年公共云安全报告

• Gartner：制定云战略的六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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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怀：未来学习，要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

黄荣怀教授认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换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基础设施、数字

资源、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应用成效显著。例如，“三通两平台”全面深化应用，全

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达100%，数字资源供给质量和师生数字素养显著提升，

“教育信息化2.0”行动持续推进。数字化升级工作正稳步推进，从泛在互联、数据

资源、平台云化、融合创新等方面为教育赋能，解决教育难点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

当前，数字化转型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心，要求我们按照“需求牵引、应用为王、

服务至上”的原则，深入推动全领域、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的数字化意识、数

字化思维和数字化应用，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他提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六个核心任务。

来源：光明网【全文】

Brand Finance：2022年全球电信行业150强报告

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2年全球电信行业150强报告”。其中，Verizon以

696.39亿美元的品牌价值蝉联榜单第一名；德国电信超越了AT&T，以601.69亿美

元位居榜单第二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470.09亿美元排在第三位。中国移动和中

国电信在此次评选中分别位列第四位和第十位。

来源：199IT【全文】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_pdf.aspx?id=3967
https://mp.weixin.qq.com/s/CS-Q5zsTwK47MMJN8-uHDg
https://mp.weixin.qq.com/s/Xpx1uKezPO7NNz1qTu8q2w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7251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PR3FfaUE-hkLKY6R9Bg5w
https://m.gmw.cn/baijia/2022-04/05/35634934.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04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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