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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出国留学519
万人，学成回国313万人

据悉，2017年度，我国留学生出国
学习、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与国家战
略、行业需求契合度不断提升，发展态
势持续向好。统计显示，出国留学规模
的持续增长，使中国生源领跑世界。改
革开放40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
已达519.49万人，目前有145.41万人正
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
以2017年为例，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目
的地仍相对集中，多数前往欧美发达国
家和地区求学，“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新
的增长点。当年赴“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留学人数为 6.61 万人，比上年增长
15.7%，超过整体出国留学人员增速。
其中国家公派3679人，涉及37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从1978年到2017年
底，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高层次人
才回流趋势明显。中共十八大以来，随
着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攀升，已有
231.36万人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
回国总人数的73.87%。

据了解，我国2017年继续保持了
公派留学为引领，自费留学为主体的
留学工作格局。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全
年派出3.12万人，分赴94个国家。访
问 学 者 1.28 万 人 ，占 派 出 总 数 的
41.17% ，硕 博 研 究 生 1.32 万 人 ，占
42.29%，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
和竞争能力的紧缺人才和战略后备人
才。单位公派留学瞄准行业需求，派
出人数较上一年度翻番，达到 3.59 万
人，增幅 119.71%。2017 年出国留学
人员中，自费留学共 54.13 万人，占出
国留学总人数的88.97%。

200 多国家和地区
的学生来华留学，遍布
全国31个省区市

据悉，2017年来华留学工作扎实
稳步有序推进，共有来自204个国家
和地区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 48.92 万
在 31 个省区市的 935 所高等院校学
习，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约
7.58 万人，比 2016 年增加 18.62％。
由于来华留学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已
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与2016年
相比，前10位生源国稳中有变，依次
为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美国、印
度、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亚、哈
萨克斯坦和老挝。“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留学生 31.72 万人，占总人数的
64.85%，增幅达11.58%，高于各国平
均增速。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
东部11省市来华留学生共计34.19万
人，占总数的69.88%。

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奖学金吸引
力不断提升，引领来华留学向高层
次、高质量发展。2017 年共有来自
180个国家的 5.86万名中国政府奖学
金生在华学习，占总数的 11.97％。
其中学历生5.16万人，占奖学金生总
数的 88%，硕博研究生合计 4.08 万
人，占奖学金生总数的 69.57%，比
2016年增加了20%。

值得关注的是，来华留学生的学科
分布更加合理，学习文科类专业的学生
数量仍排名首位，占总人数的48.45%；
学习工科、管理、理科、艺术、农学的学
生数量增长明显，同比增幅均超过
20%。此外，2017年来华留学生中，自
费生达43.06万人，占总数的88%。

保持世界最大生源国地位

中国去年出国留学人数首破60万
逾48万人来华留学，中国成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致电致函
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表示，诚挚祝贺您当选中国
国家主席，祝您在这一重要岗位上继续取得成功。我愿
同您一道努力，推动罗中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
展。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表示，热烈祝贺您当选中国
国家主席，祝愿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的过程中取得更
大成就，祝友好的中国人民繁荣进步、幸福安康。

英国首相梅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祝您
和中国人民取得更大成功。英中关系“黄金时代”的持
续推进为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英国视中国为主要
伙伴，我期待英中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
到进一步深化。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表示，我谨对您当选中国国家
主席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贺。您的领袖智慧
和丰富经验将为中国持续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我热切期
待同您一道，推动印尼和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
大发展。

东帝汶总统卢奥洛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
席，我坚信东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深
化。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表示，您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
席，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您的拥戴，以及对您崇高威
望和卓越才能的认可。相信您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推动
国家发展迈上更高台阶。

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表示，谨对您当选中国国家主
席致以最诚挚和最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您履职成功，
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赞比亚总统伦古表示，您的当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
民在您坚强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
和愿望。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将建设成为一个和
谐、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表示，热烈祝贺您全票当选中
国国家主席。您的当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领导党
和国家的信任和信心。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表示，祝贺您全票
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您的当选将有力推动利中两国友好
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祝您履职顺
利，祝中国不断发展进步。

圭亚那总统格兰杰表示，我对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
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在您的领导下，中国继续
繁荣强大，圭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表示，您全票当选
中国国家主席，是您作为大国领袖所拥有智慧、远见与
领导力的最好证明。您的各项政策和举措增进了中国人
民对政府的信任，也赢得了包括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尊重
与支持。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贝宁总统塔隆、佛得角总统丰
塞卡、拉脱维亚总统韦约尼斯、巴哈马总理明尼斯、纽埃总理塔拉吉等。

一些外国领导人分别发来贺电或贺函，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产生的其他新一届领导人表示祝贺。

一、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贺的有：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汤加国王
图普六世、英国首相梅、法国总理菲利普、德国总理默克尔、东帝汶总理
阿尔卡蒂里、阿塞拜疆总理拉西扎德、佛得角总理席尔瓦、拉脱维亚总理
库钦斯基斯、马其顿总理扎埃夫、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波兰总理莫拉
维茨基、圭亚那副总统兼代总理格里尼奇、阿尔巴尼亚议长鲁奇。

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致贺的有：东帝汶国民议会议
长阿尼塞托、柬埔寨国会主席韩桑林、新加坡国会议长陈川仁、乌克兰
议长帕鲁比、巴拿马国民大会主席阿夫雷戈、埃塞俄比亚联邦院议长亚
卢、埃塞俄比亚人民代表院议长阿卜杜拉、马耳他议长法鲁贾、冰岛议
长西格富松、塞浦路斯议长西卢里斯、印度尼西亚地方代表理事会主席
奥斯曼。

三、向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致贺的有：古巴全国人大主席拉索、巴西国
会主席兼参议长奥利维拉、东帝汶国民议会议长阿尼塞托、新加坡国会议
长陈川仁、亚美尼亚公众院主席马努基扬、巴拿马国民大会主席阿夫雷
戈、塞浦路斯议长西卢里斯、阿尔巴尼亚议长鲁奇、斯洛文尼亚副总理日
丹、印度尼西亚地方代表理事会主席奥斯曼。

四、向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贺的有：保加利亚副总统约托娃、西班牙
副首相萨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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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1
号院。在一片掌声中，红布缓缓落下，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揭牌。随后，工作人员
纷纷在新门牌前拍照，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

近日，类似的场景也在不少新组建的部
委上演。按照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 要求，新组建部委相继挂牌。新部委组
建新班子，部署新工作，展现新作为。

■ 线下挂牌 线上更名

笔者实地观察发现，截至 3 月 28 日上
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等
部委已挂上新牌。而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
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委尚未挂新
牌。国土资源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笔者，预
计下月将换上新牌。

趁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还未摘牌，
很多工作人员聚集到门牌边合影留念。

“我拍照片之前还特意吹了头发。”一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作人员说。为了达
到更好的摄影效果，现场有人系上了提前准
备的丝巾，还有人脱去外套，露出制服。

其实，不少部委线下虽未挂牌，但线上
已经更名。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
部、文化和旅游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委的官
网已经使用了新名称。

生态环境部微信、微博官方平台的变化
既迅速又接地气，展现了一贯的亲民风。3月
22 日晚，一条“再见，环保部！你好，生态
环境部”的推送进入微博热搜。有网友点赞
称“这么高效，这么迅速”。

■ 部长上任 班子组建

除了挂牌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新部委的
人事任命。近日，各部委“一把手”相继亮相，并呈现出新特点。

领导班子更为多元。尤其是应急管理部，部领导分别来自5个不同的
部门，其中 3位领导是正部级。据统计，应急管理部一共整合了来自 13
个部门的全部或部分职责。

领导班子成员大多数来自撤并前的部委，也有少数成员是“外调”
而来。例如，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原为黑龙江省省长；文化和旅游部副
部长李群原为山东省常务副省长。

日前，多位履新后的部长强调，机构改革期间，要确保职责调整和
日常工作无缝衔接；要增强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
做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

■ 统一职责 推进改革

舆论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新组建的部委有哪些新动作？近日，几大
部委新任领导在不同场合对此进行了介绍。

3月 20日，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在干部大会上强调，以机构改
革为契机，着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树立文化、旅游“一盘
棋”的观念。

3月22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主持召开第1次部党组会议。会议
强调，农业农村部作为新的机构，要有新观念新气象新作为，把中央赋
予的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工作的重任扛上肩、见实效，坚
持不懈大力推进深化农村改革。

3月 26日，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北京会见世界银行首席执行
官格奥尔基耶娃时介绍说，在中国此次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生态环
境部把原来分散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职责统一起来。李干杰表示，
监管领域的扩展，监管职能的增强，意味着生态环境部的责任更大、
担子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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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记者温
馨） 针对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近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应当
把限制从美国进口大豆作为报复措
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30 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我知道布兰斯塔德大使来自美
国重要的农业州。他关心美国农业产
业者利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
上，最近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因担
心美国政府单边主义措施导致中美贸
易关系恶化的还不仅仅是农产品行
业。”陆慷说。

他表示，至于中方是否应该拿大

豆作为反制领域，必须清楚一点，那就
是进行贸易和贸易战的区别在于，贸
易是大家商量着来，而贸易战一旦开
打，应战的一方只会根据自身利益和
需要来决定反制的时间、方式和领域。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不想打贸
易战。同时，我们也多次表明过，如
果被迫卷入贸易战，中方有底气、有
信心维护好自身利益。”陆慷说。

他表示，中方希望美方决策者也
认真聆听美国消费者和有关产业界的
广泛呼声，仔细权衡单边主义举措对
美方的利害得失，没必要非撞上南墙
再回头。

外交部回应“中国不应当把限制
从美国进口大豆作为报复措施”言论

中国科创家产业投资联盟成立
本报北京3月30日电（梅仁） 中国科创家产业投资联盟

日前在京宣告成立。
据悉，中国科创家产业投资联盟是经中国科技产业化促

进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科创家产业投资创新合作组织。联盟
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导向，以科技创新机构、科学家、科
技服务工作者和创业者、企业家、投资家等为主体，围绕科
技创新转化价值链，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创新资源，形成高新
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生态系统，专注于创新技术资源、人才
资源和资金资源的精准对接，高效快速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的落实。通过共享互补资源，为联盟成员创造价值，从而带
动经济的发展。

3 月 30 日，“敦
煌文化守望者”全球
志愿者派遣计划在上
海交通大学举行首期
出征仪式。10名通过
层层选拔的志愿者将
赴敦煌，进行为期 6
周的参访研修和志愿
服务之旅。

图为敦煌研究院
名誉院长樊锦诗 （左
三） 与即将出征的志
愿者代表合影。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发布
本报北京3月30日电（记者叶晓楠） 全

国妇联日前在京发布“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十大案例”。

这 10 个案例分别为：张某与周某、徐
某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肖某某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钱某强制猥亵
未成年人案；章某某等 35 人拐卖儿童案；
陶某诉陈某某离婚纠纷案；李某陈某离婚
损害赔偿案；河南省某高中女教师“排队
生育”事件；李某某生育津贴纠纷案；张
某人身安全保护令案；赵某人身安全保护

令案。
据介绍，这些案例涉及当前在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中较为突出、广受关注的家庭暴
力、性侵未成年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财
产分割、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特殊劳动保
护、女性生育权等热点难点问题，为今后类
似案件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典型示范。

本次案例推选由全国妇联权益部和中国
女法官协会、中国女检察官协会、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和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
联合组织实施。

首批首批““敦煌文化守望者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出征全球志愿者出征

本报北京3月 30日电 （记者张烁） 记者 30 日从教育部获悉，
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达60.84万人，同
比增长11.74%，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同年留学人
员回国人数较上一年增长11.19%，达到48.09万人，其中获得硕博研
究生学历及博士后出站人员达到22.74万，同比增长14.90%。统计显
示，1978年到2017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313.20万名留
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生人数的
83.73%。

与此同时，2017年共有48.92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学
习，规模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在10%以上，其中学历生24.15万人，占
总数的49.38％，同比增幅1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