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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我国全面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 教育部长怀进鹏：倍增专网之能级，全力以赴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 2022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在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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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6日主持召

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

若干意见》等文件。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

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要以完善制度、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

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更好发挥院士作用，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会议指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

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要加强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

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瞄准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

大任务，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

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

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形成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强大合力。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

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我国全面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工作组日前正式成立。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22日表示，成立加入工作组意味着我国全面推进加入DEPA的谈判。DEPA

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于2019年5月发起、2020年6月签署，是全球首份数字经济

区域协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正在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稳

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入DEPA有利于推动数字贸易领域

扩大开放，与成员建立起规则相通、标准相容的一体化数字贸易市场，有利于扩展与

各国在新兴数字领域的互利合作，为企业带来数字产业合作商机，促进各方数字经济

发展。中国积极推动加入进程，也将增强DEPA作为更广泛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的影响

力。下一步，中方将在加入工作组框架下，全面做好加入DEPA的准备，与DEPA成

员开展实质性谈判，持续推进加入进程。中方愿与各国共同塑造开放、安全的数字经

济发展环境，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http://www.gov.cn/xinwen/2022-09/06/content_570862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2-08/23/content_57064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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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在京开幕

近日，2022全球智慧教育大会以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举行。会议以“智能技

术与教育数字化转型”为主题，邀请国内外教育界、科技界和企业界的专家学者，从

科技赋能教育的视角探讨智能技术发展与教育融合应用，从学生的视角探讨学习危机

与教育的未来，从教师的视角探讨教师教育与教学创新，从生态的视角关注区域智慧

教育发展、农村教育转型与教育数字化治理等。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

滋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将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坚持公平、包

容、高质量发展与改革创新。当前，智能技术催生的教育新形态对教育变革提出了更

新、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技术对教育的影响，积极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与智能升级，建设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深化教

育大数据应用，积极创造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治理体系；加快完善教育信息化基础

设施，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他倡议重塑智能时代教育目标，大力推进教育数字

转型，加强智慧教育开放合作，以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8月28日下午，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主论坛在天津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怀进鹏在主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怀进鹏指出，广大师生是网络空间的主力军，

是网络文明的建设者、创新者、维护者。在网络文明建设中，教育系统肩负着重要

的使命责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教育系统将把网络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汇聚全网之合力，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针对网络时代的学生特征，加强研究阐释，深化理论武装，引导广大师生永远

听党话、跟党走。倍增专网之能级，全力以赴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全面实施国家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进一步提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品牌效应、服务能力和社会

影响力，有效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终身学习。厚植兴网之根基，持之以恒增强

教育系统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网络素养教育，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培养

学科专业人才，建设和谐网络语言生活。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教育部长怀进鹏：倍增专网之能级，全力以赴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https://www.edu.cn/xxh/focus/202208/t20220822_2242290.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71dK15QP1Z15Gs6n3bYQ6A
https://www.edu.cn/xxh/focus/li_lun_yj/202208/t20220830_2243321.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71dK15QP1Z15Gs6n3bYQ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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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深入推进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工作推进会议在京召开

8月24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召开2022年全国深入推进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工作推

进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深入推进IPv6规模部

署和应用2022年工作安排》，统筹协调力度不断加大，有序推进42项重点任务，4

项年度指标提前完成，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取得明显进展。截至2022年7月，我国

IPv6活跃用户数达6.97亿，固定网络IPv6流量占比达10%，移动网络IPv6流量占比

达40%，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会议强调，IPv6是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

我国IPv6升级改造进入攻坚区，要准确把握IPv6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挑战，进

一步激发IPv6发展动力，发挥增量带动存量效应，推动新增设备和业务启用IPv6，

加快实现IPv6网络性能从趋同向优化转变、应用改造从表层改造向深度支持转变、发

展目标从用户数量向使用质量转变。会议对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协调、加强评测

考核、加强安全保障、加强示范带动、加强宣传引导等方面提出要求。

来源：中央网信办【全文】

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近日，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为主线，以推动场景资源开放、提升场景创新能力为方向，强化主体培育、加大应

用示范、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场景生态，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和产业培

育，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新模式新路径，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围绕安全便捷智能社会建设打造重大场景，明确教育领域积极探索在线课堂、虚拟课

堂、虚拟仿真实训、虚拟教研室、教学资源建设、智慧校园等场景；鼓励高校院所参

与场景创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用于重大科学

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应用场景。鼓励在成果转化中主动对接城市、产业的人工智能技术

需求，开展场景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提高科研工作的市场化导向，激活科研人员创新

潜力。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场景创业，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应用。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8/26/c_1663136482920061.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2/content_5705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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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近日，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年）》。提出到2025年，信息通信行业助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能力明

显增强，单位信息流量综合能耗比“十三五”期末下降20%，单位电信业务总量综

合能耗比“十三五”期末下降15%，遴选推广30个信息通信行业赋能全社会降碳的

典型应用场景。《行动计划》瞄准“优布局、抓重点、促协同、强赋能、统管理”五

大方向，提出了优化绿色发展总体布局、聚焦三类重点设施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绿色

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强化行业赋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供给能力、加强行业绿色发展统

筹管理等五大方面行动任务。此外，《行动计划》提出了六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来源：工信部【全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我国具备数字经济巨大优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围绕如何认识当前中国互联网发展现状特别是技术创新热

点、如何判断相关领域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做了深入解答。今年，中国在上半年的数字

经济相关指标表现亮眼，实现了逆势增长。全球加速从IPv4向IPv6过渡，其动力不再

只是补充IPv4地址的不足，而是看重IPv6地址空间能力的拓展与创新潜力的开发，以

及IPv6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全面融合并发挥乘数效应。由于IPv6有可扩展的报头，提

供很大的可编程空间，可以用来定义IP包所承载的用户类型、业务类型、带宽、时延

等性能要求。目前，IPv6的潜力还很大，在云（云计算）、网（互联网）、边（边缘

计算）、端（终端）的协同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潜力还有待创新和开发。今天的互联

网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但通信技术的三大定律（摩尔定律、梅特卡夫定律、吉尔

德定律）依然成立，继续推动互联网创新发展并赋予了数字经济高创新性、长渗透性

和广覆盖性的显著特点，继续扮演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角色。

来源：人民网【全文】

TC3通过“算力网络总体技术要求”行标，开启算力网络标准新篇章

近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专业从事信息通信网络标准研究和制定的技术工作委

员会TC3整合行业资源，组织开展《算力网络 总体技术要求》标准制定，目前已通

过标准草案报批稿。作为算力网络领域的第一个行业标准，首次提出了算力网络的标

准定义和发展目标，制定了算力网络的总体技术架构和关键技术要求，开启了算力网

络的标准新篇章，为算力网络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全文】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a6e264bf71ed44549904c9e27aeba47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HSP_EdvYGU-C18EzDHGLcw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815/c1004-32502213.html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9529637
https://www.ccsa.org.cn/detail/5038?title=TC3%E9%80%9A%E8%BF%87%E2%80%9C%E7%AE%97%E5%8A%9B%E7%BD%91%E7%BB%9C%20%E6%80%BB%E4%BD%93%E6%8A%80%E6%9C%AF%E8%A6%81%E6%B1%82%E2%80%9D%20%E8%A1%8C%E6%A0%87%EF%BC%8C%E5%BC%80%E5%90%AF%E7%AE%97%E5%8A%9B%E7%BD%91%E7%BB%9C%E6%A0%87%E5%87%86%E6%96%B0%E7%AF%87%E7%AB%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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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规模最大的量子城域网开通“量子+”产业生态前景广阔

近日，合肥量子城域网正式开通，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用户最多、应用最全的

量子保密通信城域网，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业界领先的前沿技术，为政务系统提

供全量应用系统无感的高安全数据传输服务等。据了解，该网络含8个核心节点和

159个接入节点，量子密钥分发网络光纤全长1147公里，可为市、区两级党政机关

提供量子安全接入服务和数据传输加密服务，全面提升电子政务安全防护水平。相关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量子通信行业市场规模325亿元，预计到2025年我国量子通

信行业市场规模将超800亿元，达到824亿元左右。未来，合肥量子城域网还将与物

联网、大数据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依托合肥量子城域网作为量子密钥来源，为千行

百业提供量子安全保护。

来源： C114通信网【全文】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论坛在合肥举办

9月7日，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论坛在安徽合肥举办。论

坛以“筑牢反诈防线，捍卫网络安全”为主题，旨在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全

社会网络安全防护技能，提升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论坛期间，电信和互联网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十一届信息通信网络安全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启动，《网

络安全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2年版）》、“网络能力开放安全联合倡议”正式发

布。

来源：中国工信产业网【全文】

共谋IPv6发展新篇章 2022全球IPv6峰会开幕

9月8日-9日，全球IPv6论坛（IPv6 Forum）和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共同

主办的2022全球IPv6峰会成功举办，本届峰会以“加速产业生态建设，推进全球

IPv6规模部署”为主题。通过1场主题演讲和3场专题论坛，全球专家共话IPv6规模

部署、IPv6产业生态、IPv6关键技术、IPv6融合应用、IPv6网络安全等热点议题，

探讨未来发展新机遇，真正搭建了一个国际化、专业化、前瞻性的IPv6下一代互联网

产业交流平台。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208581.html
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209/t20220908_412785.html
https://www.edu.cn/xxh/focus/xs_hui_yi/202209/t20220913_22452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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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教育部长会议举行

9月1日，二十国集团（G20）教育部长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教育部

部长怀进鹏视频出席会议并讲话。怀进鹏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在教育均衡发展、教育数字化、国际交流合作和学生就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

的新机遇，二十国集团应当在复苏、重构与重建全球教育方面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为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目标作出贡献。怀进鹏倡议，一要优先确保提供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支撑力。不断加大教育投入，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机会，推动教育朝着

更加包容、公平、优质的方向发展。二要共同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执行力。促进优

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共建，推动教育生态、学校形态、教学方式变革，合力推进教

育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三要加强教育团结与开放协作能力。聚焦全球教育发展

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整合政府、国际组织和科研机构等多方面力量，互学互鉴教

育改革发展经验。四要全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持续推进以经济社会需要为导

向的教育改革，增加学习者获得技能和终身学习的机会。

来源：教育部【全文】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

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部署。《意见》

明确了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重点举措。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二是加快

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重大突破；三是加快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四

是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五是提升区域高校协同创新能力服

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六是推进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七是推进

科教融合、产教协同培育高质量创新人才；八是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九是推进科研

评价机制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意见》强调，高校要强化责任落实，要在学校整

体规划和科技创新等专项规划中，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学校学科优势为基础，

研究提出有组织科研的主攻方向，明确主要任务和战略目标。要充分发挥基本科研业

务费稳定支持的重要作用，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科技企业、社会组织等多

元投入。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9/t20220901_657245.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8/t20220829_656091.html


8月23日，第三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中国教育部部

长怀进鹏表示，中国愿与东盟携手为促进疫情后全球教育复苏、加速实施教育2030

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他从促进人的发展、坚持开放合作、构建联通机制、发展数

字教育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其中在发展数字教育方面，怀进鹏指出，数字教育为教

育的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的渠道，创造了更多可能性。中方愿与东盟加强数字战略

对接，举办数字教育论坛，推动成立数字教育发展联盟，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

享，推进在数字教育标准制定、网络数字空间治理等方面的合作。

来源：教育部【全文】

第三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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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针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加强统筹、更好推进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提案》，教育部公布其答复情况。答复指出，目前教育部正

在扎实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在全面提升教育信息化素养、加强教育设施

信息化建设、推动数字化资源建设与应用等方面，不断完善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和

体制机制，以高水平的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下一步，

教育部将深入研究提出的意见建议，加快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好用好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加强对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统筹和指导，不断推进试点省份、高

校资源建设和平台应用，上下联动，因校制宜，更好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从3个方面答复

《关于加强统筹、更好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提案》

教育部部署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

近日，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实施意见》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升数字化公

共服务水平，广泛汇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促进优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主办高校要

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创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管理方式，提高办学管理的数字化智

能化水平，全面加强教育教学在线常态监测。此外，《实施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

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经费保障、营造良好环境四方面强化组织实施。

来源：教育部【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8/t20220823_65484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gaojiaosi/202208/t20220819_65402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43/202208/t20220816_653132.html


8月20日，教育部发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指出，2012年以来，

中国政府把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实现

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向相对独立的教育类型转变，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新阶段。

白皮书表示，中国把职业教育定位于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相结合、发展经济与服务

民生相结合、教育与产业相结合，构建了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体系，形成了职业

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了强劲的职教力量。

来源：教育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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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个“科创中国”基地获认定

近日，为深化“科创中国”建设，动员更多人才和创新资源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中国科协近日公布了首批“科创中国”创新基地认定名单，共194家单位

入选，包括132个产学研协作类创新基地、46个创新创业孵化类创新基地和16个国

际创新合作类创新基地。创新基地是中国科协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的合作载体、“科创中国”各类资源下沉汇聚的承接平台。今年5月，中国科协制

定印发《“科创中国”创新基地建设实施与管理办法（试行）》，规范化管理、规模

化推进“科创中国”创新基地建设。根据办法，创新基地依托创新型企业、重点高校、

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开展建设。中国科协表示，力争通过2年时间，在高校、

园区、企业等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合作建设一批促进跨界、跨域、跨境集聚配置

创新资源的服务平台。同时，创新基地也将成为赋能科协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节点。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近日，教育部发布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简介》。新版《简介》展现职业教育专业

升级与数字化改造的最新成果，覆盖新版专业目录全部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

的1349个专业，包括中等职业教育358个，高等职业教育专科744个，高等职业教育

本科247个。《简介》立足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体现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的

人才培养的定位区别与关联，更新了职业面向、拓展了能力要求、更新了课程体系，

增列了实习场景、接续专业、职业类证书等，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专业适配产业升

级的响应速度，为学校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了基本遵循。

来源：教育部【新闻】【专业简介】

教育部发布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简介》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发布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8/t20220820_654207.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2-08/25/content_5706705.htm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9/t20220907_659056.html
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l/2017_zt06/17zt06_bznr/bznr_zdzyxxzyml/


近日， ETSI发布了IPv6增强创新小组(IPE)“基于 IPv6 的区块链”的新报告

《ETSI GR IPE 012》。报告概述了区块链网络如何利用IPv6来保护最终用户之间的

直接点对点支付，以及IPv6作为支持区块链的重要基础设施的未来潜力。2008年，

比特币在点对点电子现金和支付方面取得了突破。这种范式允许对等方使用IP地址通

过区块链直接在彼此之间进行通信和完成交易。但由于当时与基于IPv4的互联网基础

设施存在网络攻击的高风险，使用IP地址直接支付的机制遭到贬值。报告在现代互联

网协议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点对点区块链支付模型，研究如何利用这些安全的现代技

术重新引入区块链生态系统。报告概述了可用于将IPv6地址与区块链支付联系起来的

关键管理策略，从而促进在线与离线价值交换。详细介绍了IPv6和加密生成地址

(CGA)与区块链的集成可以支持的各种应用程序，展示了在互联网用户之间，IPv6的

特性构建直接支付的新方法等。报告指出，通过充分利用IPv6扩展的地址空间，区块

链网络具备将支付与加密生成的IPv6地址相关联的能力。

来源：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全文】

国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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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I 发布基于IPv6的区块链报告

美国FCC提出全球最高普遍宽带服务要求

近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发布了“调查通知”，以评估美国全国的宽

带接入状况。通知建议将最低宽带速度的国家标准从2015年设定的25Mbps/3Mbps

提高到100Mbps（下行）和20Mbps（上行）。宽带速度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普遍服

务要求，美国的提议是全球范围内对速度要求最高的提议之一。当前，只有少数几

个国家将高速互联网作为一项合法权利，其中只有韩国和美国将最低网速要求设置

为100Mbps（下图）。最常见的情况是，最低网速被设定为仅有10Mbps 。

来源： C114通信网【全文】

https://www.etsi.org/deliver/etsi_gr/IPE/001_099/012/01.01.01_60/gr_IPE012v010101p.pdf
https://www.c114.com.cn/market/5366/a12088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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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c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高校学生偏向于混合学习

近日，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开展的《2021/22高等教育学生数字体验洞察调

查》报告表明，与现场学习相比，高校学生更喜欢混合学习方法。该调查于2021年

10月至2022年4月期间进行，吸引了33726名受访者。报告概述了学生如何在学习

中使用技术、对技术的态度，以及好处和挑战。统计数据显示：42%的受访者更喜

欢现场学习，45%的比例希望现场和在线学习相结合，13%的比例偏向于网上学习。

然而，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在线学习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该报告还显示，数字访问

和支持在wifi/宽带问题、学习场所、移动数据成本、学习平台访问等方面得到了改

进。然而，数字访问和数据贫困仍存在较大问题：51%和15%的受访者分别在wifi/

宽带信号和移动数据成本方面面临困难。此外，2021年至2022年间，无法使用计算

机或其他设备的学生比例略有下降：从15%降至12%。大多数受访者 (63%) 仍然面

临数字资源访问、评估或讲座的挑战。

来源：Jisc【全文】

近日，由全球大学创新网络（GUNI）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合作编写的世界高

等教育报告——《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新愿景》在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发布。

报告从八个方面描绘了全球高等教育现状与趋势，并对未来10年及以后高等教育机

构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勾勒。一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建议高等教

育向数字学习过渡，政府、公共和私立合作伙伴应合力缩小数字鸿沟，加强网络连

接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高质量数字学习内容，并帮助教师掌握远程和混合教

学模式。二是建议从终身学习视角培养素养和技能，推荐横向技能和技术技能，并

强调个人学习责任。三是建议高等教育应在变化的世界中推动人文主义，从学会融

入环境、学会与社区融为一体、学会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方面培养未来公民。四是建

议高等教育机构要在科学与社会之间搭建一个稳固的桥梁，进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

新，并推动研究与创新服务社会变革需要。五是构建更包容和可获取的大学，数字

技术只有置于学习和教育管理数字生态系统框架，才能发挥作用。六是通过重塑大

学实现可持续的未来。七是为实现共同目标加强国际合作。八是建立坚韧、创新和

有社会责任感的机构。

来源：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网【全文】

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新愿景

https://repository.jisc.ac.uk/8850/1/2022-07%20(iDFltdP024.11)%20DEI%20HE%20&%20FE%20Reports%202022%20(HE)%20v1-05.pdf
http://www.cfce.cn/a/news/zhxw/2022/0903/5144.html


《互联网价值链报告》评估了互联网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价值，包括内容权

利、在线服务、支持技术、互联网接入连接和用户界面，并描述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趋

势和动态。报告指出，尽管互联网价值链正在强劲增长，但根据全球咨询公司

Kearney的新数据，收益和回报主要流向在线服务领域的参与者。自2015年以来，

消费者将更多的娱乐支出转移到在线服务。在企业方面，本地IT应用程序一直在向基

于云的服务迁移。然而，提供支撑这些服务的联网基础设施的电信运营商产生的资本

回报率相对较低，甚至只有个位数。低回报引发了运营商对覆盖范围、速度和容量以

及边缘附加计算功能方面持续投资的稳健性的质疑，其商业模式正在受到挤压。报告

指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阻碍整个价值链的增长和创新。因此，政策制

定者需要确保市场扭曲、监管要求或其他因素不会限制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参与者获

得足够回报的能力，并确保有适当的激励措施来实现技术和服务创新的潜力。

来源：发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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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互联网价值链报告》

《2022中国算力服务发展研究报告》

9月2日，亿欧智库发布《 2022中国算力服务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国内

算力规模高速增长，以基础算力、智能算力、高端算力为三大代表类别。研究范围以

智能算力、高端算力为主。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算力总规模达到135EFlops，全

球占比约为31%，保持55%的高速增长，高于全球增速约16个百分点，未来我国算

力规模仍将持续扩大，三类算力服务的结构也将继续发展优化。报告分析梳理了各领

域的算力需求持续扩展，普惠、弹性、高效的算力服务需求迸发的市场现状，认为当

前在实际研发生产中，用户对算力可扩展性与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脱胎于“云”

的算力服务在此基础上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算力服务应有能力聚合跨区域计算中心的

软硬件资源，并通过建设高端计算资源共享与支撑平台，向不同领域用户提供匹配需

求的算力服务，同时兼顾经济性和长期运维迭代能力，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分析了算力服务面临的算力资源分配不均与供需不平、算力领域标准化的进程缓慢、

关键性技术难点等挑战痛点及破解之法。详细拆解及分析了算力服务厂商参与现状及

竞争优劣势，建立算力服务商综合价值力评估模型-POSE模型，预判算力发展趋势。

报告旨在赋能智算、高端计算市场自主化，服务化发展。

来源：亿欧智库【全文】

https://www.fxbaogao.com/view?id=3354684
https://www.iyiou.com/research/202209021046?u_atoken=501ce807-8f4b-474e-8342-6a8bea9fbb29&u_asession=01MeF6cNq5-EDBVWNvihXjjCear7nN47SkRrofsqG8MreMCKzD3LWfWI2NHXo-rJFuX0KNBwm7Lovlpxjd_P_q4JsKWYrT3W_NKPr8w6oU7K_yXufMQP4r3WMNegPF5lBfPn5sJEo90JdruCukG2OVYmBkFo3NEHBv0PZUm6pbxQU&u_asig=05TrrStJKDQyRL6Pe0d0BBuZZfCXGbuSFkg8Ier_RvPYS5SqKoySb9NC_wR5nhysQY228tr2Ff-W4qpklc-kHbrAjr_21NCcODhHNq2jFLM833lwywAse4otOmiOqJeuug0GAVYH6C3M-h_r-POw0smozsVxEeDaGmKVT2lOjxgJH9JS7q8ZD7Xtz2Ly-b0kmuyAKRFSVJkkdwVUnyHAIJzR0uwBrPjFx5WQUOO3m9-MAZCu8VrXMAI1rIFsWoAbVuLoLNx2oKfcIBo1yjPF0Bne3h9VXwMyh6PgyDIVSG1W8r_reMr3yvDiKCCnS-BaouUa23l0f3L1wibGI-E2ARHxVcPr8XnwaIqu676XOTvdjcoxT1ikxnwLkoSXhOFTdJmWspDxyAEEo4kbsryBKb9Q&u_aref=DVfmJYuD2wmGgWzbFofP60hRX%2B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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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网络安全行业白皮书》

日前，亿渡数据发布《2022年中国网络安全行业白皮书》。报告指出，未来5年，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将依托云计算技术，在端点安全、移动安全、云原生安全领域实

现强势增长。相对硬件部署模式时期，未来，中国网络安全产品将以软件和云端为

主流部署模式，逐渐呈现出竞争集中、收并购加码的发展态势。报告预计2022年，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软件市场规模约达145.2亿元，硬件市场规模约达295.2亿元，安

全服务市场规模约达258.43亿元，云安全市场规模约达155亿元。同时，相关法规升

级和实施催生大量网安服务采购需求，为网络安全行业营造规范的发展环境。在端

点安全领域，EDR系统、主机和服务器加固以及其他终端安全防护工具之间联动性

持续增强；在云安全领域，云主机安全及容器安全产品成为市场关注重点；在安全

方案领域，基于新理念的身份管理、API安全及渗透测试将持续快速演进。

来源：发现报告【全文】

• 算网一体网络架构及技术体系展望白皮书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2022年）

• 国际教育局&北京师大：混合式教育、学习和评价指导框架（中文版）

• 《中国教师教育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发布

• 2022年中国路由器行业研究报告：路由器产业链分析（摘要版）

《可信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报告（2022年）》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近30家政产学研单位共同发布《可信人工智能产

业生态发展报告（2022年）》。报告对人工智能产业融合可信要素的发展态势进行

总体分析，认为全球可信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向好，可信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加快形成。

未来，可信人工智能向着形成产业共识、突出理念落地、优化技术布局、注重动态

平衡、强化多元主体发展，希望能为社会各界提供借鉴和参考，助力可信人工智能

产业生态发展。

来源：中国信通院【全文】

https://www.fxbaogao.com/view?id=3308615
https://www.fxbaogao.com/detail/3367529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9/P020220902534520798735.pdf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86626.html
http://edu.people.com.cn/n1/2022/0905/c1006-32519260.html
https://www.fxbaogao.com/view?id=3358378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9/P0202209064980323888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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