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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
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履行政府责
任，依法落实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
定，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聚焦小区配套幼
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园等环节存在
的突出问题开展治理。

《通知》要求，城镇小区没有按照相

关标准和规范规划配套幼儿园或规划
不足， 或者有完整规划但建设不到位
的， 要通过补建、 改建或就近新建、置
换、购置等方式予以解决。 已建成的小
区配套幼儿园未移交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的应限期完成移交，对已挪作他用的
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收回。小区配套幼
儿园应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
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
营利性幼儿园。《通知》针对上述各项问
题的整改任务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通知》明确，成立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治理工作小组，组长由协助分管教
育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担任，成员由

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负责同志组
成。 各地要参照建立相应工作机制，明
晰各项工作的主责部门及配合部门，建
立联审联管机制， 切实把摸底排查、全
面整改等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通知》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
认真制定治理工作方案， 明确治理步
骤，细化工作分工，压实部门责任，完
善治理举措。 对在治理工作中发现的
造成学前教育资源严重流失等失职渎
职行为和违法违纪案件，要依法依规追
究责任。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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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公布了国家教育督导检
查组对湖南省 18 个县(市、区)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督导检查反馈意见，督导检查组认
为， 湖南省 18 个县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标准。

据了解，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9 日，
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湖南省申报的 18
个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以下
简称县)进行了督导检查。 督导检查组分 6
个小组对这 18个县进行了实地督导检查，
共随机抽查学校和教学点 192 所 (个)，其
中小学 63 所，初中 47 所，一贯制学校 33
所，完全中学 10所，特殊教育学校 2所，教
学点 37个。检查中，核查了相关文件资料、
数据；通过专用网络平台对 8090人进行了
问卷调查；采取随机访谈等形式，征求了公
众意见。 摘自教育部网站

近日， 校车安全管理部
际 联 席 会 议 办 公 室 发 布
2019 年第 1 号预警，提请各
地校车安全管理协调机制办
公室， 协调各成员单位进一
步加大对“黑校车”和校车违
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提
醒学生及家长坚决抵制乘坐
“黑校车”， 切实保障中小学
生和幼儿上下学交通安全。
图为湖南省汝城县交警、交
通、 校车办等部门深入各幼
儿园联合检查校车安全。

朱忠达 黄义亮 摄影报道

我省新增 18个国家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小区配套幼儿园改公办或普惠园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
本埠要闻

教育部：今年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
1 月 18 日，2019 年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陈宝生在会上表示，今年要
在全社会重振师道尊严，抓好师德师
风建设，加大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
倾斜和支持力度，持续提升教师能力
素质，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给
学生减负，今天我要强调，教师也需
要减负。”陈宝生说，现在教师负担很
重，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各种
与教育教学科研无关的社会性事务，
压得老师们喘不过气来。

陈宝生表示，今年要把为教师减
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教育部将专门
出台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要全面清
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 考核、
评比活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
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要把
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更
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
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
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
水平。

据央视讯、新华社讯

（上接 01 版①）
据了解，2019 年长沙将启动编制新

一轮中小学校布局专项规划。 抓好建设
扩容，新扩建 25 所义务教育学校，在东
岸片区和暮云片区各建 1 所高中； 完成
市实验小学、 培智特教学校等市直重大
项目建设。

同时， 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
优质发展， 新改扩建 30 所公办幼儿园，
继续推进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鼓
励支持街道、企事业单位举办公办园，落
实对普惠性民办园分级奖补政策并切实
监管其收支情况， 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面。 深入推进学前教育集团化发展，整
体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2019 年，长沙将建设 130 所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启动乡镇寄宿制学校和
小规模学校建设计划， 进一步抬高底
部、补齐短板。 与此同时，推动解决“三
点半”难题，抓紧制订全市中小学课后
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尽早试行，解决
“上班族” 家长的孩子放学后无人照看
的问题。

落实“减负” 规范招生
继续推进民办教育分类改革

为减轻学生负担， 长沙将狠抓教育
部“减负 30 条”的贯彻落实，完善减负制
度，加强专项督导、明查暗访，重点对中
小学校过度“赶进度、超难度”教学、作业
量大、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以考试成
绩作唯一依据评价师生等问题实行“零
容忍”的严查重处。建立覆盖中小学所有
学科的在线学习资源平台， 服务学生假
期学习和差异化、个性化学习需求。

2019 年，长沙将出台中小学招生改
革方案， 推进民办初中微机派位和自主
招生政策的落实，统一招生时间，规范招
生行为， 严禁民办学校与培训机构联合
举行或变相举行招生考试，严禁“掐尖”
“占坑班”等不良现象。 严肃整顿民办中
职学校违规招生问题。

与此同时， 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改革， 研制落实民办教育新法新政的政
策措施， 出台民办培训学校设置标准和
管理办法。 完善整治无证办学机构的长
效机制。 建立区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审
批预警机制， 控制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比
例。按照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原则，推
动师训、评优、资助、群团等各项工作对
民办学校的“全纳入”。 以规范办学和教
育质量为重要依据修订民办教育奖补办
法，培育一批品牌民办学校。

（上接 01 版②）
一句一句，集起千户家训

顺着建华少儿活动中心往两边村
庄走去， 直到离镇子近 30 里路的排溪
村， 每家每户的大门上都有一块大铜
牌，泛光的家训特别显眼。

七江镇党委书记罗立华说，建华村
由 4 个村合并而成，为了让合并村“村
合并人合并”， 建华村用家规家训移风
易俗。欧阳恩成就是十里山家训的发起
者和组织者， 他和当地的乡贤一起为
乡亲们打磨家训， 树起了全国最大的
家训村。

建华村七组的阳梅栋和阳龙豪是
两兄弟，两人的房屋建在一起，屋后的
菜地兄弟俩各占一半。 菜地是父亲在
世时做主分的， 大儿子阳梅栋家人口
多，父亲去世后，他认为父亲偏心，菜

地应该根据人口多少来分。 刚开始只
是兄弟两人吵， 随即发展成两家人的
矛盾。

后来，赶来劝架的村民看到阳家大
门口挂着欧阳恩成帮他们挂好的家训：

“兴家最贵者勤，治家最贵者俭，富家最
贵者智，齐家最贵者和。 ”村民们以家训
相劝“以和为贵”，兄弟俩羞愧难当，当
即握手言和。

家训如温暖的春风， 吹拂着土地，
也吹拂着人心，口口相传的家训和家训
里的美德，被春风种在了孩子的心里。

一步一步，树起文明新风
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欧阳恩

成带头成立了两支义工志愿服务队，一
支是修理钟表电器的成人义工队，一支
是提供志愿者服务的少年儿童义工队，
大人义工队每年到全国各地义务维修

半个月，自带维修配件，分文不取；少儿
义工队每逢节假日自发打扫街道、清理
河道，他们是十里山的“美容师”。

不仅如此，由欧阳恩成牵头，十里
山文化教育社区策划出版了多本具有
当地文化特色的图书，《建华少儿成长
的故事》《两个清华学生》《十里山童谣》
讲述着山里孩子的成长； 即将出版的
《十里山楹联》《十里山家训》，记录着十
里山乡的文明演化之路。

欧阳恩成和十里山的动人故事，吸
引着国家、省、市、县各级领导和专家慕
名而来， 为这里的教育发展出谋划策，
为留守孩子的未来慷慨解囊。 每每这
时，欧阳恩成总会露出诚挚的笑，“我是
一名老师，我愿意为山村教育忙碌一辈
子。 ”他说，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招考动态

湖南省艺考统考成绩公布
3种方式可查询

1月 21日，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全省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
试考生成绩和统考合格线，各专业统考合
格线均为 150分。考生即日起可登录“湖南
招生考试信息港”（网址 ：www.hneeb.cn）
查询本人成绩，也可关注湖南招生考试信
息港（ID：hunan-zhaokao） 微信公众号查
询。 此外，移动用户可通过发送“CJYS＃”
加“考生号后 10 位”到 1065899261 查询；
联通用户可通过发送“GKCJ＃”加“考生号
后 10位”到 1062899261查询。取得合格资
格的考生名单已在“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公布， 不另行给考生发放艺术类专业省级
统考合格证书。

根据教育部和我省政策规定，我省省
属高校所有艺术类专业、在湘部属高校美
术类专业、省外民办高校（参照独立设置艺
术院校招生办法执行的民办高校部分专业
除外）和独立学院的艺术类本科专业、省外
高校的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省外公办
二本高校的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本科专业
在湘招生录取时，直接使用我省统考相关
专业成绩，招生学校不得组织湖南考生参
加校考。 其他省外高校美术学类和设计学
类本科专业一般不组织校考。

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禁止乘坐“黑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