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刘芬 版式： 曾善美 校对：杨嶷飞
电 话 ：0731-88317950 E-mail:kjxb003@126.com

2018 年 4 月 11 日
星期三

科教新报 综合

权威发布

03

三湘要闻

教育部印发通知

变相收费的创建示范活动一律取消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近日印发关
于做好创建示范活动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凡是没有依据擅自开展的，或者
对推动工作没有实际意义、 劳民伤财的，或
者借机收费、变相收费的，一律取消。
通知明确了此次清理工作的范围：部内
各司局、直属单位以及部主管社会组织（含
原 由 教 育 部 主 管 、 现 已 脱 钩 的 行 业 协 会）开
展的，面向各地区各部门或者各系统各行业
的创建示范活动。 为加强党的建设，各级党
组织面向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开展的创建示
范活动，不纳入清理范围；各单位面向本单

位内设机构和人员开展的创建示范活动，不
纳入清理范围。
通知明确了此次清理工作的依据：开
展创建示范活动， 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者党
中央、国务院文件明确规定。 凡是没有依据
擅自开展的， 或者对推动工作没有实际意
义、劳民伤财的，或者借机收费、变相收费
的，一律取消；凡是面向企业开展、损害市
场公平竞争的，一律取消；凡是面向县（市 、
区 、旗）开展、加重基层负担的，一律取消；
凡是对象相同、内容相近、标准相似的，一
律合并。

通知要求，清理工作要认真执行清理范
围、依据、标准、程序，不得曲解政策、擅自变
通，对应取消的一律取消，能合并的一律合
并。 要扎实细致开展工作，确保清理范围内
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坚决杜绝瞒报、漏报。
要把握时间节点，按时报送材料，凡未按时
报送清理工作情况的，一律视为没有拟保留
的创建示范活动。 清理工作期间，原则上不
得新开展创建示范活动。 清理工作过程中如
有问题及意见建议，请及时与教育部人事司
联系。
据中新网

全国首批 160 家校外培训机构签署自律公约
4 月 9 日， 来自全国 160 家校外培训机
构在河南郑州共同签署《校外培训机构自律
公约》，承诺依法、诚信、规范办学，避免“超
纲教学”“强化应试”， 绝不组织中小学生等
级考试及竞赛等。
自律公约提出，诚信招生、合理收费、接
受监督，切实保障受教育者权益。 不通过夸
大宣传、虚假承诺、捆绑诱导、隐瞒欺诈等方

式误导学生及家长参与培训，不进行跨年度
收费。 坚决抵制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
入学挂钩的行为，坚决抵制与中小学校及其
教师建立不正当经济利益关系等。
《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签署活动，是
在教育部指导下，由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
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开展的。 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综合处处长陈东升指出，开展专项治理

不是针对合法的、 遵循教育规律的培训行
为， 而是针对存在问题及过度强化应试、继
而增加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行为。 专项治理
不仅针对违规的校外机构，同样要严惩个别
中小学校和教师的不良行为。 不能因为开展
专项治理影响正常的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
记、培训等工作。
据新华社

外埠传真

江西省将“两考合一”
江西省教育厅日前发布 《江西省推进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试 行 )》，指出该省高中
阶段学校招考新政， 将取消实行多年的高中录取考试。
江西省教育厅多位相关科室负责人表示， 自 2018 年秋
季入学初一新生起，江西省将行以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和
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参照，变初中毕业、高中录取两次书
面考试，整合为一次。 教育界人士指出，这一新政将从学
习和工作方法上，对学生和教师提出更高要求。
《意见》从招生、录取、评价体系等多个方面，对江
西省普通高中录取进行改革。 江西省教育厅称，通过试
点探索和逐步推进，到 2020 年左右，江西省将初步形
成新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
江西省教育厅的新政，实质上是将初中毕业、高中
招生“两考合一”，即统一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不再单
独进行高中录取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以初中
据《新京报》
学业水平考试为基准。

（上接 01 版）

震林中学党支部书记李建春介绍， 该校对教职工
的考核项目分等级进行评定， 在不同等级之间进行奖
罚，从而拉开绩效差距。 实施绩效考核后，该校教职工
争先创优的意识明显增强。
“以前想每周少上一节课，为此还到校长办公室哭
诉。 逐渐了解了绩效考核后，我还想多加两节课。 ”高和
中学初中语文老师李老师表示，实行绩效考核后，自身
所有工作都与绩效挂钩， 真正实现多劳多得， 公平公
正。 事关自身工作，教师们现在积极提意见。 4 月 4 日，
记者采访时，高和中学校长罗树忠的微信工作群里，教
师们正讨论着申领实验道具、 上交有实验报告是否应
计算为一个课时等话题。
“校长，我每周还可以再多上一个课时。 ”在 2018
年春季学期课程安排上， 石羊塘镇中学校长丁胡钦倍
感轻松，学校老师根据自身经历，几乎都自愿申请满课
时。 53 岁的数学老师也不示弱，主动申请任教两个班级
的数学。
“学校虽然临时调走了几位老师，但其他老师主动
分担了教学任务，这是前所未有的。 ”
……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 教职工的规则意识、 竞争意
识、主人翁意识逐步增强，干劲十足。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攸县教育局局长胡建雄
表示，全面推进奖励性绩效是攸县教育 2018 年的一项
重点工作。 通过一年的试水，学校岗位量化，教师双向
选择，日考核、周统计、月公布、季发放正逐步走向制度
化、常态化。

我国冰雪专业人才缺口大

据预测，至 2025 年左右全国雪场数量将达 1500 家，冰雪专业人才缺
口将达十万人。 多所高校相继开设冰雪运动相关专业，但仍供不应求。
随着 2022 年冬奥会的筹备不断深入，冰雪相关专业成为近年不少高
校的新增专业。 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
院、 哈尔滨体育学院等体育专业院校不但面向体育生和运动员招收冰雪
运动项目的学生，而且面向普通文史理工类考生进行招生，开设与冰雪运
动相关的运动康复、运动人体科学、体育外语、体育传媒、体育经济、体育
据中新网
管理、社会体育指导等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

湖北 124 所高校职称评审全部下放
高校教师能不能评上职称，将由
学校说了算。 近日，湖北省人社厅、湖
北省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下
放高校职称评审权有关事项的通
知》， 继续下放高校职称评审权，至
此，该省 124 所高校自主评审实现了
全覆盖。
这是该省在 2017 年下放 80 所
省属高校职称评审权的基础上，继续
增加 44 所非国家示范、国家骨干、省
级示范性高等职业学校下放职称评
审权。 权限层级涵盖高校教师、实验
技术两个系列，从初级到正高多层次
评审权。
评审权限下放后，各高校自行组
建相应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及评委
会办公室，自行组建相应专业的专家
评委库。 按照《通知》规定，各高校评
委会要制定相应的评审工作办法。 在
本省统一标准条件基础上，可根据自

身发展需要，结合学科、专业、岗位特
点，自主制定不低于省级基本要求的
评审标准。 对高校不具备评审条件的
学科（专业），可采取由单位委托或自
主联合评审的方式进行评审。
职称评审权下放后，各高校自主
评审、自主发文、自主办证，政府不再
组织高校职称评审、不再审批高校评
审结果、 不再核定高校职称评审职
数，结果各高校自主使用。 取得资格
的人员在省内流动时，接收学校对照
新岗位要求，对其业绩重新进行评审
聘任。
为了确保公平公正，各高校将建
立职称评审监督委员会，参与并负责
高校职称评审全程监督、 负责受理
高校职称评审过程中的投诉举报。
各级人社、 教育部门对申报人员及
评审通过人员进行随机抽查，评审中
据《楚天都市报》
进行巡查。

湖南按“一地一策，
一校一策”消除大班额
本报讯（记者 谭 理 ）湖南省消除义务教育
大班额工作推进会日前在永州召开。 副省长吴
桂英在会上强调， 务必提高政治站位， 确保
2018 年基本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
吴桂英指出，把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工作
放在突出位置， 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民生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站位和责任担当问题。 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消除义务教育
大班额工作，作出了一系列要求和部署。 省政
府工作报告把消除大班额工作列为全省 12 件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是一项刚性要求。
吴桂英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地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用新发展理念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目标导向，各县
市区要落实主体责任，坚决完成好任务要求;要
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找
准方法，做到“一地一策，一校一策”；要坚持效
果导向，不能做虚功，不能有水分。 要按照“控
增与减存相结合、新增改扩建和存量资源整合
相结合、优质发展与均衡发展相结合、硬件建
设与软件建设相结合、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
结合”的原则精准施策。 今年重点实施好超大
班额的分流工作，坚决杜绝新增大班额，长沙、
株洲、湘潭、衡阳、常德要按要求实现义务教育
超大班额“
清零”。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蒋昌忠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消除
义务教育大班额工作，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大
部署。 他表示，今年以来，省教育厅进一步加大
了对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工作的统筹力度，摸
清了底数，明确了目标，强化了部署，下达了资
金，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有序推进。 下一步，
省教育厅将出台招生分流、民办学校义务教育
大班额化解、教师编制配备等方面的配套政策
文件，要求各市州、县市区按照“一地一策，一
校一策”的原则进一步细化消除义务教育大班
额工作实施方案。 同时将进一步压实责任，今
年 4 月份起开展对超大班额问题严重的县市
区进行五次专项督查，确保今年全面完成消除
超大班额工作任务。
会上，各市州、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作汇
报发言，各市州向省政府递交《基本消除义务
教育大班额工作责任书》。

三大专项计划
帮农村学生上好大学
4 月 9 日，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转发了省教
育厅、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8 年
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
知》，2018 年湖南将继续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生实施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
专项计划，助力农村学生上好大学。 考生可登
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查看各专项计划招生
实施区域及具体要求。
根据《通知》，我省国家专项计划招生实施
区域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 市 )、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计 40 个县( 市 )。 考生具
有实施区域当地连续 3 年以上户籍和当地高
中连续 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符合今年统一高
考报名条件、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
当地户籍的，均可报名。
地方专项计划( 农村学生专项计划 )招生由
我省所属本科一批高等院校负责实施，安排在
本科一批录取。 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
校普通类招生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生源
不足时,可按我省高校招生政策相关规定，适当
降分投档录取( 即在投档线下 20 分以内按志愿
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
高校专项计划( 农村学生单独招生 )由教育
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承担。 按
照国家相关规定，我省实施高校专项计划的区
域为茶陵县等 51 个县( 市、区 )。
据星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