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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old industrial base mainly developed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eriod of 
China and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Liaoning Province was once known as the " the eldest son of the PRC" and has established its fame 
as the "Liao boss". However, over time and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system formed by the 
planned economy for many years and people's thinking concepts have become the barriers of 
Liaoning's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Liaoning economy from 
declining and to boost a new-round revitalization of Liaoning economy, we must overcome diverse 
troubles, solve difficult problems,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country’s policies 
and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exploit its own advantages, solve the key issue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talents and provide necessary manpower to guarantee the new round of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opening up of education. 

1．引言 

“2016年4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与此前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若

干意见》（中央7号文件）。我们暂且不谈两个若干意见的同时期印发是否只是偶然的工作上

的巧合，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将两个文件的核心思想融合为一体，在辽宁

的新一轮振兴中加强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用教育的对外开放助推辽宁新一轮振兴。 

2．辽宁新一轮振兴 

辽宁，是国家“一五”时期重点发展的工业基地，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突

出贡献。曾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素有“辽老大”之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

的变化，几十年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机制体制以及人们的思维观念，都已成为新形势下辽宁发

展的桎梏，再加上人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辽宁省的经济严重下滑。连续几年经济增长速度

在全国倒数第一。 
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辽宁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对东北老

工业基地振兴做出讲话，指示和批示。2015年12月，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2017年3月， 全国十二届人大

五次会议，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

展，推进干部作风转变，深入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也提出了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工作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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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7、8日，总书记在大连会见朝鲜最高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的同时，专门听取了辽宁

省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对振兴辽宁做出了进一步的指示。 
根据中央决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目标是[5]：到2020年，东北地区要在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上取得重大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步。经济保持中高速

增长，同步实现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重点行业和企业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

展格局基本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资源枯竭，产业衰退地区转型发展取

得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争取再用10年时间，让东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成

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现代

农业生产基地和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召开了推进大会，会议内容主要是切实贯彻并落

实中共中央7号文件精神、全方位振兴辽宁省老工业基地。随后辽宁省委十一届十一次会议通

过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着力”， 要求加快推进《辽宁新一轮

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做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的若干意见>[1] 加快推进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展的实施方案》。由此可以看出，

辽宁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决胜全面振兴。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要实现辽宁省的全方位振兴发展，我们仍然面临着很多

严峻的挑战。这绝非喊一些口号和发一些文件这么简单的。我们还必须要克服重重困难，破

解一道道难题，我们需要解决计划经济长期形成的慵懒作风，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积极

主动的能动性，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中央政策，利用中央“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发挥自

身优势，创造新的业绩。在解决了思想和思路上的问题后，我们还需要解决的关键的问题就

是人才问题。教育的对外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聚集人才，培养人才，利用人才的良好时

机。 

3．教育对外开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

对全国的教育对外开放确定了工作目标。《意见》指出[6]：到2020年，我国出国留学服务体

系基本健全，来华留学质量显著提高。涉外办学效益明显提升，双边多边教育合作广度和深

度有效拓展，参与教育领域国际规划制定能力大幅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显著提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质量教育需求，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该《意见》归根到底，目标只是一个，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经济社会服务。

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针对辽宁省的教育对外开放，主要应该做好如下四个方面

的工作： 

3.1 充分合理利用教育资源，搞好合作办学 

辽宁省共有各级各类（包括民营）高等院校140所。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或具有合作专业

的院校15所。中外合作办教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务，形式也多种多样，从早起的教会学

校，到当下很流行的聘请外教任教，其作用都或多或少的实现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思想的

相互浸透，甚至产生了人格上的互补。 
目前，辽宁中外合作办学刚刚超过10%的合作率，有些过低，合作的空间还很大，合作

的领域也应该更广泛一些。相关部门应该为中外合作教育创造更宽松的环境，为各级各类学

校的对外合作牵线搭桥。而且，这种合作不应只局限于高等院校，高中，初中，小学也都可

以合办，尤其是职业教育，更应该采取联合办学模式[3]，直接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

念，实现快出人才，早出人才，人才为我所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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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进来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走出去[2]。辽宁应该依托“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或地

区，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家，教育家或者热衷于教育的人士前往办学，以带动留学及就业，推

动与其他各国的人文交流、文明互鉴，为世界贡献辽宁人的智慧[4]。同时将国外先进的教育

理念和前沿知识带回辽宁，为辽宁的新一轮振兴输送更多营养和支持。 

3.2 正确引导出国留学人员的专业选择 

我国2017年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60.84万人，辽宁省通过各种渠道出国留学人数近2万人。

其中自费留学将近1.4万，包括近2000人的高中生直接参加国外高考后留学。很明显，数字在

逐年上升，留学热的趋势还将持续。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要防止盲目性出国。不管学什么，

出国就好，留学就等于镀金。此类思想在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已经过时，不能够满足

社会的需要。因此，相关部门应根据辽宁人才的需求情况适当加以正确引导，尤其是要对一

些留学中介机构进行监督，严禁其过分宣传和为了盈利，不负责任地为学生提供没有价值的

学校和专业等行为。 

3.3 全方位为外方来辽人员搞好服务 

辽宁每年接收国外留学生2.7万人，分布在近10个城市的80多所院校。他们以学习中文和

中国文化为主；其次是医学。安置好留学生不仅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更可以使中

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得到发扬光大，产生国际影响。所以，规范留学生制度尤为重要，

这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颁布相关制度，进一步为外方人员提供全面的、规范化的服务。  
在接纳留学生方面，学校应该尊重留学生的国家，民族习惯以及宗教信仰，安排好他们

的日常生活，根据其学习要求安排好他们的学习活动。鼓励号召国内学生与留学生搞好关系，

搞好合作，既不谄媚，也不歧视。 
为在辽宁境内办学的外方搞好服务，无论是独资办学，还是与中方合作办学；也无论是

办一所学校，还是办某个专业，相关部门应尽快健全制度，高效快捷地办理各种手续，完善

各种所需条件，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使其产生最大效益。 
当然，在选择入驻办学专业时，我们首先应该优先考虑振兴辽宁的目标需求，只有这样，

才能够充分利用合作办学的优势为辽宁新一轮振兴服务。 

4．充分做好回省留学生的安置工作 

近几年，辽宁省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

留在省内的人才也相对集中在沈阳和大连这样的排名前列城市，这使得辽宁的发展雪上加霜。

因此，要振兴辽宁，留住人才也是关键一环。 

4.1 首先要留住自己的人 

（1）对于公派留学人员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关规定，出台派出附加条件，确保这些人员

在回国后能够在省内工作一定年限后方可调转。 
（2）为学成回辽宁的留学生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对其提升晋级优先考虑。学历作为一

个条件，其他待遇要相对提高。 
（3）为回省内创业的留学生们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为其提供用武之地，让大学生创业

园，留学生创业园名符其实。 
（4）努力创造人才回归的良好环境，让留学生回归辽宁成为留学生的一种渴望。 

4.2 其次要留住外来人 

（1）国外的、省外的，凡是留学回国的，愿意在辽宁创业的人员与辽宁子弟一视同仁。 
（2）为来辽宁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的子女入托、入学、家属就业、就医等问题全方位帮

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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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筑巢引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人才回流的洼地，只有这样才能为辽宁经济发展多招一个

人才，为辽宁经济的发展多做一份贡献。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求才若渴的愿望，有一个能够用才的环境，能够为人才提供足够

的保障，辽宁的教育对外开放必将成为辽宁经济腾飞的有力翅膀，进一步推进辽宁新一轮振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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