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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求是》杂志发表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 三部门印发《深入推进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2022年工作安排》

◆ 新版职业教育法公布！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用

◆ 中央财经委：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

◆ 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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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月1日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强调，

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

作用。文章指出，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

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要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要激发各

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要发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队

的学术引领作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用、创新人才培养作用，强化两院的国家高

端智库职能。

来源：中央网信办【全文】

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印发《深入推进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
2022年工作安排》

日前，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深入推进IPv6

规模部署和应用2022年工作安排》。其中，明确了2022年工作目标，部署了十个方

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网络承载能力、提升终端支持能力、优化应用设施性能、拓

展行业融合应用、加快政务应用改造、深化商业应用部署、强化创新生态建设、推

动标准规范制定、强化安全保障、加强统筹协调。

来源：中央网信办【全文】

新版职业教育法公布！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用

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

从2022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新版职业

教育法明确提出：支持运用信息技术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方式，开发职业教育网络课

程等学习资源，创新教学方式和学校管理方式，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

用。

来源：教育部【全文】、教育信息化【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4/30/c_1652929113169985.htm
http://www.cac.gov.cn/2022-04/25/c_1652510306015791.htm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064.html
https://www.edu.cn/info/focus/zc/202204/t20220421_22215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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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双一流”建设

4月13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召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推

进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欧文汉，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主持会议。

怀进鹏指出，推进“双一流”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部署，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引领性、标志性工程。经过首轮建设，

我国高质量“双一流”建设体系基本形成，带动一大批高校和学科持续提高发展水

平和服务国家战略拓展的能力。怀进鹏表示，要强化政治担当，深入推进新时代

“双一流”建设重点任务。怀进鹏强调，要扛起政治责任，提高抓好“双一流”建

设的政治能力，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双一流”建设。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改革，

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高开放质量，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资源调配，

巩固扩大多渠道支持力度。

来源：中国教育部【全文】

中央财经委：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

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4月26

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习近平强调，基础设施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

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

础；中央财经委员会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各地区各部门要准确

领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决策部署精神，共同推动决策部署落实落好。会议指出，要加

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的重点，

着力提升网络效益。要加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

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布局建设，加强综合交通枢纽及集疏运体系建设。会议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

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升基础设施技术自主可控水平。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4/t20220414_617531.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6/content_56873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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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三方面全面部署2022年信息通信服务工作

4月1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一季度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

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表示，工信部高度重视用户权益

保护工作，立足主责主业，持续强化信息通信服务质量监督和个人信息保护。总的

来看，一季度服务水平稳中趋好。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

突出服务供给；二是突出感知提升；三是突出数字惠民。

来源：通信世界【全文】

谁在稳增长？百家通信上市公司业绩榜重磅出炉

随着2022年4月30日最后一批通信上市公司2021年财报发布，2021年通信市场

运营成绩单基本排定。《通信产业报》全媒体监测的《中国100家通信上市公司业绩

榜》出炉。在疫情和国际国内复杂的市场行情影响下，通信产业大浪淘沙，谁在逆

流而上？谁又沉舟侧畔？

在百家上市通信公司榜中，涵盖电信运营、服务运维、网络设备、光通信、无线

通信、软件服务、网络服务、手机终端、芯片及卡类等9大类。百家上市公司分布在

香港交易所17家，新三板5家，上海交易所17家，深圳交易所61家。

来源：通信产业网【全文】

“东数西算”助推光纤升级换代，G.654.E光纤迎来高速增长

数字经济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抓手，当前，东数西算是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战略举措。东数西算骨干网络需要高性能的光纤，必将推动传统光纤的升级换

代，G.654.E光纤将迎来高速增长机会，与常规光纤相比，G.654.E光纤制造技术难

度高、环节复杂，对材料体系的优化配方与制棒工艺及拉丝要求也非常高。随着我

国东数西算工程逐步实施推进，三大运营商2022年投资将侧重于传输网和东数西算

工程，同时带动了中国网络设备制造和光纤光缆产业的发展，从引进吸收消化到最

终超越，使得包括光纤光缆在内的中国通信行业全产业链整体全球领先，为国家通

信网络的升级换代提供了可靠坚强的技术和产品保证。随着东数西算的建设实施，

中国信息通信事业必将冲破疫情带来的疲弱，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代。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lsoDaohWZ3eigLg7BT_nNA
http://www.ccidcom.com/yaowen/20220509/3J62UGB4fcnnFFnTx196ops6ghvuc.html
https://www.c114.com.cn/ftth/5472/a1193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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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网络如何助力“东数西算”？

中国联通研究院高级专家曹畅在参加《人民邮电》报“说了算”节目访谈时表示，

随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启动建设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东数西算”

工程正式全面启动，标志着国家算力网络从构想走向实施。“新一代信息网络正从

以信息传递为核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向智能化云网基础设施发生转变。”曹畅认为，

算力网络正是为应对这种转变而提出的新型网络架构，支撑算力网络实现的关键技

术，可以归类为云、网、芯三个方面。谈到全光算力网络的优势时，曹畅表示，全

光算力网络可在业务密集区和算力聚集区之间打造快速高效的专用通道，助力国家

“东数西算”战略实施，提升跨区域算力调度水平，为泛在算力资源提供运力保障。

来源：中国工信新闻网【全文】

产品业务战略协同：深信服携手运营商共拓DaaS新蓝海

今年3月份开始，多地疫情管控升级。政策号召下，居家办公成为常态，一时间

搬主机的“名场面”在街头上演。毕竟，像研发、财务这类核心工作是企业的生命

线，对安全性要求极高，因此只能在公司的内网环境下进行。

日前，深信服运营商行业运营总监赵斌接受C114的专访，深入解读DaaS桌面云

的广阔市场。赵斌提到，作为运营商的重要合作伙伴，深信服将依托自身的方案技

术优势与运营商协作，推动DaaS桌面云落地，共同开拓蓝海市场。一是技术需求双

轮驱动，为DaaS新赛道打开了广阔想象空间；二是端到端交钥匙方案，打造极致体

验桌面云；三是产品业务战略协同，携手运营商共拓蓝海。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https://www.cnii.com.cn/tx/202205/t20220507_378143.html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193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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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

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上提出的建立金砖国家职业教

育联盟的倡议，4月27日，由中国教育部主办的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大会在北京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召开。金砖五国职业教育主管部门、驻华使节、行业组织、职

业院校和企业代表共百余人出席会议，共同见证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发表视频致辞。田学军指出，在五国共同努力下，金砖国

家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对于促进五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打造对话和信息平台、

推动职业教育合作走深走实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应对教育领域挑战、助推各国经济

转型和产业升级、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作出积极贡献。田学军对联盟未来发展提出

三点建议：一是五国共同参与，确保取得实效；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不断增强职业

教育适应性，培养更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三是创新发展途径，

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大绿色技术和数字化赋能推广力度。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发布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21年版）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

体系，指导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公共基础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部组织研制了《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和《高等职业

教育专科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21年版）》。

其中，《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21年版）》明确，高等职业

教育专科信息技术课程是各专业学生必修或限定选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其学科核心

素养主要包括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与发展、信息社会责任四个方面。

目标是通过理论知识学习、技能训练和综合应用实践，使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学生的

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在课程结构方面，信息技术课程由基

础模块和拓展模块两部分构成；学时安排上，信息技术课程的基础模块建议学时为

48~72学时，拓展模块建议学时为32~80学时。

来源：教育部【通知】、【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4/t20220427_62264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qt/202104/t20210409_525482.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qt/202104/W0202104095623656644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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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向亚洲大学联盟校长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4月22日，亚洲大学联盟2022年校长论坛在线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

进鹏发表视频致辞。怀进鹏首先对亚洲大学联盟成立五周年表示祝贺。他表示，亚

洲大学联盟可以通过“联通”、“合作”和“交流”，为深化亚洲各国高校交流合

作，促进亚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新的贡献。一是以数字化为引擎，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联通；二是以人才、

科研为重点，深化高校联盟务实合作；三是以民心相通为己任，促进人文交流互鉴。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发布《关于征集终身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的通知》

4月18日，为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高水平的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

代化，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教育部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司组织筹建国家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国家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作为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数字化资源共享与公共服务、学历继续教

育管理、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终身教育决策支持等功能。平台将按照成熟先上、边

建设边应用、边应用边完善的方式分期建设与实施。为做好平台筹建相关工作，发

布《关于征集终身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的通知》。征集内容范围包括：一是学历继

续教育；二是非学历教育培训；三是老年教育；四是社区教育。

来源：教育信息化100人【全文】

教育部：“智慧高教”平台计划6月增设虚拟仿真实验板块

5月6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一级巡视员

宋毅介绍了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实验课、实践课的情况，以及“智慧高教”平台所发

挥的作用。宋毅介绍，经过近三年大规模在线教学的实践考验，多数高校在组织实

验课、实践课教学方面，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从2013年开始，教育部就开

始推动全国高校探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建设，已上线3000多门虚拟仿真实验课

程，计划6月份“智慧高教”平台二期建设将增设虚拟仿真实验板块。

来源：教育信息化【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4/t20220422_62078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8pqRDPKx4Ozsj7kY5NoOqg
https://www.edu.cn/info/focus/zc/202205/t20220507_22239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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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所高校入选！教育部公布“未来网络创新研究与应用项目”
资助课题清单

4月8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发布《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未来网络创新研

究与应用项目课题资助公告》。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与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

联合设立“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未来网络创新研究与应用项目”，用以支持高

校在未来网络、工业互联网、云计算与边缘计算、5G/6G网络等领域的科研和教学

改革创新研究，共62项，56所高校入选。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CERNET全面实现国际“路由安全相互协议规范”

日前，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通过了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提出的

MANRS（Mutually Agreed Norms for Routing Security，路由安全相互协议规

范）所有四项行动要求的测试。这是CERNET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倡导互联网

路由安全的重要成果。

MANRS是由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支持的一项全球倡议项目，旨在通过运营商、

交换中心、CDN、云服务商、设备商和政策决策者等各方合作，解决互联网路由劫

持、路由泄漏和地址仿冒等问题，提升网络空间的安全性和韧性。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https://news.eol.cn/yaowen/202204/t20220413_2220025.shtml
https://www.edu.cn/info/yc/202204/t20220420_22213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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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量子安全系统IBM z16发布

IBM近日发布下一代系统IBM z16，该系统把AI加速器集成在芯片上，可以提供

延迟优化的推理，是业内首个量子安全系统。据了解，IBM z16集成IBM Telum处

理器，可被集成到具有行业领先的安全性、数据隐私和延迟的混合云环境中，支持

关键业务运营并保护高度敏感的数据。在包含本地和公有云资源的混合云环境中，

安全至关重要。基于IBM的安全技术，IBM z16通过保护数据免受量子计算发展而带

来的安全威胁，让企业面向网络安全的业务连续性得以实现。作为业界首个量子安

全系统，IBM z16基于格密码理论研发并优化加密算法和数字签名技术，这将有助

于保护数据和系统免受当前与未来的安全威胁。

来源：中国工信新闻网【全文】

Internet2 宣布使用 CBRS 频谱进行中立主机网络试点

日前，Internet2、杜克大学、DISH Wireless 和思科宣布为使用公民宽带无线

电服务 (CBRS) 共享频谱的高等教育机构启动中立主机网络试点。在 3.5-3.7 GHz

频段使用 CBRS 的低成本共享无线频谱的可用性首次允许企业拥有和运营专用 LTE

和 5G 网络。专用网络支持各种创新案例的移动和固定无线宽带接入，对于高等教

育机构而言，应用范围包括智能校园到物联网 (IoT) 传感器网络、校园 Wi-Fi 的扩

展覆盖范围、固定无线服务以及对研究试验台的支持。通过移动运营商和大学之间

的无线接入网络 (RAN) 共享协议，也称为中立主机网络 (NHN)，专用移动网络可以

更好、更有效地为移动用户提供服务，包括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

来源：Internet2【全文】

美国推出平价网络连接计划：低收入家庭可免费使用最低网速100Mbps

美国5月9日白宫宣布，拜登政府制定了“平价网络连接计划”（Affordable

Connectivity Program ，ACP），通过该计划，美国政府将与网络连接提供商合作，

降低美国低收入人群享受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成本。据悉，ACP将以30美元/月的

价格提供至少100Mbps速度的网络连接服务。根据估算，大约有4800万美国家庭

（40%的美国家庭）符合这一优惠政策的资格。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204/t20220412_371855.html
https://internet2.edu/internet2-announces-neutral-host-network-pilot-using-cbrs-spectrum/
https://mp.weixin.qq.com/s/JiTtrelrb9Tsu9GL9K8c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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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罗渣士推出2.5G对称宽带服务并瞄准8G业务传输市场

加拿大电信运营商罗渣士（Rogers通信）新近推出了2.5Gbps对称宽带传输服

务，目前该公司的8Gbps对称带宽服务已经步入测试阶段，并且正向着10Gbps宽带

传输领域进军。罗渣士声明，8G光纤网络实验室和客户试验是该公司走向10G服务

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有线电视行业的目标已经锁定在“10G”网络业务

上，他们计划通过光纤到户(FTTP)、混合光纤/同轴电缆(HFC)或无线接入网络提供

对称的10G传输速度，同时增强其安全性和提供更低延迟。

来源：光纤在线【全文】

Gartner：2022年全球IT支出将达到4.4万亿美元

根据Gartner的最新预测，2022年全球IT支出预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比2021

年增长4%。近期和远期企业应用软件、基础设施软件和托管服务的兴起表明，数字

化转型不是一两年的趋势，而是系统性和长期性的。Gartner预测，2023年终端消

费者体验和供应链优化等数字业务计划将推动企业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软件支出实

现两位数增长。

来源：199IT【全文】

2021年全球基带芯片市场收益314亿美元，5G基带收益占66%

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基带芯片市

场收益达314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其中，5G基带收益同比增长71%，占2021

年基带总收益的66%。2021年全球基带处理器市场收益份额排名前五名的厂商分别

为：高通、联发科、三星LSI、紫光展锐、英特尔。其中，高通以近56%的收益份额

引领全球基带芯片市场，其次是联发科（近28%份额）和三星LSI （超过7%份额）。

2021年高通基带芯片出货量超8亿，在出货量和收益排名中都位列第一。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_EMuO58kgQKqcaiq6IKwuA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19186.html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193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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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发展联盟发布《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_第26期》

4月15日，宽带发展联盟发布《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_第26期》。《报告》显

示，2021年第四季度，我国宽带速率主要状况如下：一是固定宽带用户进行文件下

载时的平均下载速率为62.55Mbit/s，相较2021年第三季度提高了3.30Mbit/s，季

度环比提升5.57%；相较2020年第四季度提高了9.20Mbit/s，年度同比提升17.24%。

二是移动宽带用户通过4G和5G网络进行文件下载时的综合平均下载速率为

59.34Mbit/s，相较2021年第三季度提高了8.73Mbit/s，季度环比提升17.5%；相

较2020年第四季度提高了25.57Mbit/s，年度同比提升75.72%。

来源：中国宽带发展联盟【全文】

中国信通院发布《数据中心白皮书》

《数据中心白皮书（2022年）》基于全球视角和我国现状，梳理了数据中心产

业总体及热点情况，重点从市场、技术、政策等维度分析了我国数据中心产业的发

展，规模方面，全球新增相对稳定，我国保持快速增长；收入方面，全球市场平稳

增长，我国维持较高增速；需求方面，新兴市场需求强劲，我国应用场景多样；竞

争方面，竞技舞台范围扩大，并购推动强者愈强；低碳方面，技术机制不断完善，

节能实践快速推进；政策方面，我国央地协同联动，推动低碳高质发展。报告研判

了我国数据中心发展趋势。

来源：中国信通院【全文】

导图丨《2022地平线报告》

4月18日，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发布了《2022地平线报告：

教与学版》，描述了影响未来高等教育教学的15种宏观趋势、6项关键技术实践、4

种未来场景以及7个案例专家观点。

来源：高校信息化从业者【导图】

http://www.chinabda.cn/article/252782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4/t20220422_400391.htm
https://mp.weixin.qq.com/s/3RV2-Z0KhtxeqaZhNBgw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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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2022技术趋势（中文版）

• 中国移动：6G无线内生AI架构与技术白皮书（附下载）

• 中国信通院：2021年量子云计算发展态势研究报告

• 通信业的第二春，来了！

• 解析四大光器件厂商2021年业绩：各有千秋，前景光明

• 毕马威：初探元宇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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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通院王志勤：5G技术标准向R18推进，演进方向逐步
明确

在“2022年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HAS 2022）”期间举行的“5G持续演进，

共建5Gigaverse & 5Green社会”会议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发表

了“领航5G商用，扬帆新征程”的主题演讲。王志勤表示：面向未来，从5G产业自

身的技术供给来看，5G还需要不断创新发展，从网络能力、技术标准和应用场景发

力，持续创新。5G的发展要不断拓展5G连接能力，扩展应用边界，赋能千行百业。

目前，5G技术标准向R18推进，演进方向逐步明确。5G发展带给我们三大启示： 一

是政策指明方向，标准、研发和商业应用有序推进；二是中频大带宽+M-MIMO技

术，构建5G网络能力基础；三是坚持5G网络高质量发展，提升用户获得感、幸福感。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19679.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17005.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2280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CIicxdIqcDk0SpQzXjk5ow
https://mp.weixin.qq.com/s/8QXNP4Gg6j1hlp3GukanHQ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99339.html
https://www.c114.com.cn/news/22/c21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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