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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郑州大学与石家
庄一家药业公司在郑州签约
5000万元转让“治疗肝纤维化
创新药物ADN-9”专利技术
及研究开发，创郑州大学近年
来科技转让费用新高。

“治疗肝纤维化创新药物
ADN-9”项目的研究开发源于
郑州大学教授戴桂馥和徐海伟
博士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课
题的创新性发现，于2008年起
团队将研发目标由基础研究转
为新药研发，相关研究成果申
请和授权中国境内外发明专利
20余项。该项目曾先后得到
了科技部，河南省科技厅、卫计
委、教育厅等各级部门的大力
支持。经过项目组成员10余
年的系统研究，相关数据表明
候选药物ADN-9生物效应独
特、成药性好，支持按照化学药
品 注 册 分 类 第 1.1 类 对

ADN-9进行深入研究开发。
据了解，戴桂馥是河南省

“抗感染抗肿瘤药物研究与开
发”创新型科技团队带头人，其
团队长期致力于新药研究与开
发及微生物制药研究。

近年来，戴桂馥先后主持
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科
技重大专项“抗HBV及保肝双
功能乙型肝炎I类候选药物研
究 ”（2012zx09103101-005）、

“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
大专项“抗肝纤维化I类创新药
物 临 床 前 研 究 ”
（2017ZX09101003-005-026），
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河南省重大公益性
科研招标项目”等科研课题。
相关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与新药研发有关发明专利
20余项。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教育
厅获悉，为深度融入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我省将通过实施合
作办学推进计划、留学推进计
划、教育援助计划等，促进河南
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
合作、人文交流，提升新时代教
育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河南教
育提质增效。

按照规划，到2020年，河
南将与沿线国家高校合作建设
2～3个示范性高水平非独立
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支持
特色院校“走出去”在沿线国家
设立海外分校；积极推进孔子
学院改革发展，力争共建2~3
所孔子学院（课堂）；沿线国家
来华留学生规模达到5000人，
培养一批高层次青年领袖人
才；重点支持建设10~15个非
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10个
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所），加
大人才合作培养与国外智力引
进力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人才与智力支持。

未来，我省将搭建互联互
通平台。重点支持有条件、有
研究基础的高等学校设立“一
带一路”研究院或区域与国别
研究中心；推动和扩大双边、多
边和地区间人文交流，推进学
校间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
合作；鼓励支持高等学校学生
到国际组织实习；合作开展重
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

同时，实施合作办学推进
计划。加强现有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内涵建设，提升合作办
学层次与水平，填补我省硕士

研究生层次合作办学的空白。
鼓励与沿线国家开展“小语
种+专业”合作办学，支持与沿
线国家合作举办高水平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引进优质教育资
源。

发挥政府引领、行业主导
作用，促进高等学校、职业院校
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鼓励与沿线各国高等
院校开展教育合作；支持高校
联合企业在沿线国家工业园、
产业经济带、经济走廊设立创
新创业、实习实训基地，培养

“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国内外
人才，服务国际产能合作。

此外，还将实施留学推进
计划。完善激励机制，参照中
国政府奖学金模式，统筹河南
省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资助
安排，设立“丝路奖学金”，吸引
更多沿线国家学生来豫留学；
设立高端学历项目，加大博士
和博士后层次人员培养力度；
完善出国留学奖学金机制，支
持在校大学生、在职教师通过
申请国家留学基金、联合培养
等渠道赴沿线国家交流和学
习，推动更多河南学生到沿线
国家自费出国留学。

实施语言互通计划。深化
与沿线国家语言合作交流，在
汉语推广和非通用语种学习中
互帮互助，推进语言互通。推
动与沿线国家合作举办孔子学
院（课堂），推动中原文化走出
去。支持河南工业大学对外援
助培训中心建设，为沿线国家
培养培训教师、学者、管理人才
和各类技能人才。

奥林匹克教育将纳入中小学教学课程

冰雪运动走进校园
□记者 谭萍

核心提示｜滑雪、冰
壶……以后这些冰雪运
动或将成为中小学教学
的内容。近日，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冬奥
组委印发《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
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
（以下简称《计划》），将奥
林匹克教育纳入学校常
规教育教学工作，通过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体育课
程、德育活动等方式，面
向全国中小学生开展奥
林匹克主题教育。

《计划》明确，围绕“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结合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推动我国奥林匹克教育全面开
展，大力推广普及青少年冬季
运动，带动广大中小学生共享
冬奥举办成果，形成具有中国
特色的奥林匹克教育模式。

具体目标分解为5个——
一是将奥林匹克教育纳入

学校教育教学，在课堂教学、课
外实践等环节普及冬奥会项目

和竞赛知识，促进奥林匹克运
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在校园体育
教育中的发展；

二是广泛开展中小学奥林
匹克教育活动，弘扬奥林匹克
精神，鼓励中小学生积极参与
和支持北京冬奥会；

三是通过奥林匹克教育扩
大中小学生国际交流，树立做
好冬奥会东道主意识，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和文明礼仪风尚的
青少年学生；

四是举办中小学生冬季奥
林匹克赛事活动，增进中小学
生对奥林匹克的理解，使学生
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教益和快
乐，掌握冬季运动技能；

五是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研
究，建立一批奥林匹克教育特色
示范学校、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同心结学校，形成形式多样的教
育教学示范成果，组建奥林匹克
教育研究机构，为奥林匹克教育
留下可持续的丰厚遗产。

“我家孩子就喜欢冰雪运
动，如果这种运动能进入校园，
真是太好了！”郑州家长陈女士
说，每年冬天，孩子最盼望的运
动就是滑雪，自从电视上了解
到冰壶运动后，兴趣就非常大，
常问哪里可以学。在陈女士看
来，新《计划》的出台，不仅能让
更多的孩子学习冰雪运动，爱
上冰雪运动，更能增强体质。

据了解，为推动冰雪运动

在青少年中的普及，黑龙江省
将滑冰纳入到中考体育必测项
目中，让冰雪运动进课堂、进中
考，极大激发学生和家长热爱
冰雪、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北京市教委从2016年起每年
都组织以“冰雪进校园”为主题
的中小学生冰雪运动推广普及
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已走进了
16个区的近百所学校，覆盖了
10余万名学生。经过多年发

展，目前上海也拥有大学生体
育中心和飞扬冰上运动中心等
十余个室内外冰场，经常举办
以青少年为主的群众性小型冰
上赛事。

从事体育教学10余年的王
老师说，“以奥林匹克精神感染
和带动中小学生，既夯实冬季
运动青少年基础，增强中小学
生体质，又开展了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教育，可谓一举多得。

五大目标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奥林匹克教育模式

七大任务 奥林匹克教育计划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实施，任务分解

据了解，新出台的《计划》实施对象是全国中小学生。按照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将冬季运动纳入学
校体育课教学内容，制订冬季运动教学计划。其他地区要积极参与此项工作，因地制宜，重点做好冬
季奥林匹克知识宣传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冬季运动普及，共同开展好奥林匹克
教育工作。具体任务有以下七项。

全国中小学要将奥林匹
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内
容，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体育课程、德育活动等方式，
开展奥林匹克主题教育。

开展冬季奥林匹克系列
普及推广活动。组建冬奥宣
讲团，在校园内开展冬奥知识
宣讲，开展体验学习、奥林匹
克教育大课堂、冬季奥林匹克
教育周等多种主题教育活
动，开展冬季奥林匹克系列艺
术活动。

开展青少年冰雪普及活
动。举办青少年冰雪冬令营、
青少年公益冰雪系列等活动，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普及冰雪
运动项目。积极鼓励支持学校
与滑雪场、滑冰馆、冰雪运动俱
乐部及其他相关社会机构合作
开设冬季运动技能课程等。

鼓励各地方开设冰雪运
动特色学校。2020年，全国
中小学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
校达到2000所，2025年达到
5000所。

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
局、北京冬奥组委指导下，鼓
励各地方分批次建设“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
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计划
在全国中小学范围命名700
余所。其中北京地区建设
200 所，河北地区建设 200
所。

大力推动冰雪运动交流
活动；推进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同心结”学校
建设工程；在冬奥会期间，以
初中学生为主体，由北京市、
河北省教育和体育等有关部
门组织学生参与奥林匹克青
年营活动。

为配合学校实施冬季奥
林匹克教育，教育部、国家体
育总局、北京冬奥组委将组
织编辑和出版《北京2022中
小学生冰雪运动项目教学指
南》、中小学生的《冬季奥林
匹克知识读本》、冬季体育运
动知识挂图、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比赛项目介
绍手册以及配套光盘等；鼓
励各地方开发冬季运动课
程，丰富奥林匹克课程资源。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成
立奥林匹克教育学院，组织
大专院校、科研部门的专家
学者开展冬季奥林匹克教
育研究工作，召开冬季奥林
匹克教育国际论坛，推出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指导冬
季奥林匹克教育工作的同
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奥
林匹克教育遗产。

让更多学生爱上冰雪运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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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将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高校
合建高水平办学机构
□记者 樊雪婧

郑大5000万元转让
一项专利技术及研究开发
□记者 樊雪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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