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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与教育部就数字化创新人才培养
在京签署合作备忘录
� � 2017 年 6 月 20 日，思科（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科”）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以下
简称“教育部”）在京共同签署了
关于数字化创新人才培养的合
作备忘录。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
元，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
司长方军，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
巡视员张爱龙，教育部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周为与思
科全球副总裁兼首席创新官戴
瑞驰博士， 思科大中华区副总
裁、 公共事务部总经理奚祖强，
思科大中华区副总裁、大中华区
产品部总经理朱立新，思科大中
华区公共事务部总监练沛强等
共同出席了签约仪式。 基于此次
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思科计划在
未来 3 年内为中国教育投入价
值约 5 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课程、
师资培训、教学软件、教学平台
和硬件实验室等， 培养 40 万人
次以内的数字化创新人才。

思科作为全球科技领导厂
商， 一直致力于推动本土 IT 人
才的培养。 思科与教育部多年来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自
1998 年起通过思科网络技术学
院等项目在多个领域积极展开
合作。 为支持中国政府的发展战
略，双方将围绕深化与中国高等
院校的合作，致力于培养服务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创新创
业人才、技术技能人才，以支持

“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

根据此次合作备忘录的内
容，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思科将在
本科教育领域、 高等职业教育领
域以及支持中国政府“一带一路”
战略方面， 加速数字化创新人才
培养，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从而为
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在本科教育领域，思科将积
极支持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对
“数字化创新”项目的资助，支持
中国本土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
化， 同时评选最佳创新大奖，提
供孵化和融资的机会，以及建立
“思科创新技术实验室”，培养创
新型人才。

此外，思科将通过思科网络
技术学院为数字化创新人才的
培养推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
措。 在本科教育领域，思科将针
对网络安全人才及智能制造人
才培养、网络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和大学生网络素养全面提
升推出包括提供相关课程、培训
师资、建立实验室在内的各项支
持。 此外，思科还支持并赞助了
由教育部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教育部软件工程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大学计
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
国高等教育计算机教育学会联
合主办的“2017 年中国高校计算
机大赛-网络技术挑战赛”。 在高

等职业教育领域，思科也将在网
络安全人才和智能制造人才培
养、计算机网络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及大学生网络素养全面提升
等各方面通过提供相关课程、培
训师资、建立实验室等举措提供
大力支持。

为支持中国政府“一带一
路”战略，思科将在教育部国际
合作与交流司指导下，积极探索
和推动创客教育，支持中美人文
交流活动。 思科将联合教育部在
线教育研究中心，共同选择一批
精品课程和教学名师，应用思科
先进的协作技术和在线教育解
决方案，促进实现中国的优质教

育资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院校的共享。

思科全球副总裁兼首席创
新官戴瑞驰博士表示：“自进入
中国以来，思科一直与中国政府
和本土合作伙伴紧密合作，面向
未来培养高素质的网络技术人
才， 满足行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为个人、社
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 未来，思科将继续积极响应
中国国家战略，加强与政府以及
教育机构的进一步合作，成为全
数字化转型中最值得信赖的合
作伙伴，助力中国加速全数字化
转型进程。 ” （王祺文）

签约现场

2017 年 6 月 22 日至 23 日，
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华志
愿者协会联合主办的 2017 全国
社区服务经验交流暨“暖心工
程”推进会在北京举行。

为支持公益事业，德丰利达
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社区发展基金
捐赠人民币 1000 万元， 以支持
中华敬老社区服务站相关项目
的开展。

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
事长戚学森介绍，“暖心工程”实
施六年多以来稳步登上了两个
台阶。 第一个台阶是在 2010 至
2012 年， 由社会爱心企业捐资
1000 万元，设立了“中国社区服
务暖心工程”， 通过在社区开展
敬老助老的公益服务“推动十大
服务进社区”，积极响应了《十一
五社区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出的
号召。

第二个台阶是 2013 年至
2016 年，“暖心工程”连续三年接
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依托于中
央财政支持社会服务项目的示
范作用， 不仅更多老年人受益，
各地养老服务内容丰富了。 基金
会动员了 1000 余万的社会资金
通过“暖心工程”播撒到各地社
区， 通过与各地政府的有效互
动， 撬动了地方财政 6800 余万
元投入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形
成了“以种子资金带动社会资金
支持社区服务， 变输血为造血”
的创新模式。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荣誉理事长顾秀莲对此作出了
肯定：“通过实施暖心工程把十
大服务带进社区， 促进社区服
务与时俱进， 大力倡导变输血
为造血的创新机制， 影响和带
动了各地社会力量踊跃参与社
区服务， 很好地补充了政府的
公共服务。 暖心工程越来越成
为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 社区
治理的有力抓手。 ”

22 日上午， 北京社会管理
职业学院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所
所长成海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心副主任党俊武、中国医促会
健康养老分会会长、民政部养服

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乌丹星等
专家学者做了专题讲座，共同研
讨中国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主
要问题。 从政策、理论到从如何
对社会老龄化、社区养老与社区
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做了精辟的
解析。

22 日下午，在全国社区服务
经验交流会上，中华志愿者协会
敬老助残志愿者委员会总干事
岳琦介绍了“中华敬老暖心服务
站这一社区服务创新模式”。 参
会代表认真总结了“暖心工程”
开展数年来所取得的经验。 听取
了 12 家优秀社区服务代表的典
型发言，他们先后介绍了各自在
基层社区开展公益助老专业服
务、社区党建工作、打造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工作
情况和所取得的成绩。

在 23 日上午召开的 2017 暖
心工程推进会上，“暖心工程”项
目单位代表哈尔滨市道里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王晓红分享了五
年来，作为“暖心工程”示范区的
经验。

为支持公益事业，德丰利达
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
在社会福利基金会社区发展基
金捐赠人民币 1000 万元， 以支
持中华敬老社区服务站相关项

目的开展。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

书长兼老龄和社区公益发展部
主任缪瑞兰在会上宣读了《“暖
心工程”2016 年度获奖单位和个
人表彰决定》， 并向获奖单位和
个人颁发了获奖证书。

在长期的志愿服务和居家
养老服务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
优秀的志愿者。 中华志愿者协会
秘书长、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原司
长宋志强为优秀志愿服务团体
颁发荣誉证书。

2017 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将与中华志愿者协会合作，整
合“暖心工程”和“中华敬老志愿
服务项目”，引入志愿服务管理、
智慧养老服务、 医养大健康服
务、社区文化教育及专业养老护
理员培训等，推出“中华敬老暖
心服务站项目”为实现真正居家
养老服务迈进一步。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纪委驻
民政部纪检原组长、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刘光和，国
家卫计委科技发展中心卫安认
证中心主任郑浩彬以及地方政
府、政协领导，民政局、基层社区
代表、 社区服务站合作单位代
表、专家学者、爱心企业代表和
新闻媒体代表。 （王勇）

2017 全国社区服务经验交流暨“暖心工程”推进会在京举行

� � 德丰利达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社区发
展基金捐赠人民币 1000 万元，以支持中华敬老社区服务站相关项目
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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