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
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支持教育高
质量发展。 加强普惠性幼儿园
建设，大力培养培训贫困地区
幼儿园教师。 加快改善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
学校、 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
在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学位供
需矛盾突出地区有序增加义
务教育供给，有效解决“大班
额”问题，做好控辍保学工作。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职业
教育东西协作， 促进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 逐步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加强学校语言文字
工作，确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作为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
支持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互联
网开展远程教育， 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
享。 支持西部地区高校“双一流”建设，着
力加强适应西部地区发展需求的学科建
设。 持续推动东西部地区教育对口支援，
继续实施东部地区高校对口支援西部地
区高校计划、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
作计划，实施东部地区职业院校对口西部
职业院校计划。 促进西部高校国际人才交
流，相关人才引进平台建设向西部地区倾
斜。 鼓励支持部委属高校和地方高校“订
单式”培养西部地区专业化人才。

据教育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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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工作的
有关情况。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荫
透露，教育部已经把修订教育督导条例
列入了今年的年度工作重点， 另外，就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员，
要求今年底以前必须完成，教育部将组
织实地督查。

超 95%县 （市 、区 ）通过国家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各地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遍高
度重视。 2019 年，全国共有 7 个省份、
69 个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 截至目前，
全国共 23 个省份整体通过县域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占
71.9%；累计 2767 个县（含市、区及实施

义务教育的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统
称县）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
督导评估认定，占 95.32%。

疫情期间收到 483 条实名举报
田祖荫通报了疫情期间教育督导

创新方式开展工作的有关情况，截至目
前，教育部共收到来自 30 个省（市、区）
教师、 学生及其家长的实名举报信息
483 条，共反映 5 个方面的问题：学校
复课复学管理存在的漏洞 224 条，占
46.4%；在线教育强制打卡、网上学习负
担过重的 102 条，占比 21.1%；校园疫情
防控措施和物资供应不到位的 71 条，
占 14.7%；提出完善疫情防控有关意见
建议的 48 条，占 9.9%；校外培训机构违
规办学的 38 条，占比 7.9%。

田祖荫表示，以上举报信息均已及
时核查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反馈给举报

者， 定期向部内有关司局通报情况，进
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不低于公
务员须年底前完成

田祖荫表示，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
代教育督导体制机改革的意见》，为促
进教育督导“长牙齿”提供了重要的制
度保障。 目前，教育部已经把修订教育
督导条例列入了今年的年度工作重
点。 同时，就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不
低于公务员， 要求今年底以前必须完
成，要求各地开展自查，教育部将组织
实地督查。

此外， 对 2019 年省级政府履责督
导的 6 个省份一对一发出了督导意见，
要求他们对督查发现的问题一一整改，
7 月底以前报整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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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武汉市 7.3 万名初三学生返校复课。 与高三学生相
比，初三学生年龄小、人数多，该市各初中学校在复学安排上设置更
加细致，也更加人性化。 除了借鉴高三复课时设置的错峰上学、AB
班上课等措施之外， 不少初中学校还在留观室前增设临时观察点，
班级增加生活老师、活动老师等，专门指导学生就餐、洗手、课间活
动。 图为老师模拟初三学生进餐流程。

摘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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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易禹琳）日前，教育部办公
厅公布了本年度省级人民政府审批新设、更
名、合并调整、变更办学体制、撤销的专科层次
高等学校备案名单，我省 4 所学校榜上有名。

据公布名单，湖南省人民政府审批设置实
施专科教育高等学校有 3 所，分别是永州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以道县师范学校、祁阳师范学
校为基础创建）、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以衡阳幼儿师范学校、 耒阳师范学校和衡阳
艺术学校为基础创建）、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以湖南省宁乡师范学校和长沙艺术实
验学校为基础创建）。变更办学体制的有一所，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由民办转为公办。

权威发布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须年底前完成
本报记者 刘芬

湖南将新设三所
师范类高等专科学校

武汉 7.3万名初三学生返校复课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实 张又心） 5 月 18�
日，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华声红色教育学院在韶山市红色记忆城
正式揭牌，依托党媒办学，立足革命圣地，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湖南省人民政
府参事张志初，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社务委
员、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龚定名，中共
韶山市委副书记胡亚湘， 湖南日报社编委、华
声在线新闻网站常务副总编辑禹振华，华声在
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朱本召，湘南学院原党
委副书记陈莹花等出席揭牌仪式。

华声红色教育学院立足伟人故里，以传承
中国革命红色文化， 弘扬革命精神为宗旨，牢
固树立“以学员为本，以质量优先，以服务立
足，以创新为要”的培训理念，坚持“立足韶山、
深耕韶山、服务韶山”的办学理念。依托党媒优
势整合优质教学资源， 开发形成了理论教学、
互动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情景教学、拓
展训练六大系列课程，打造韶山特色党性教育
品牌。

揭牌仪式上，由湖南新康辉“红色传承”韶
山培训班等组成的华声红色教育学院首批
100 名学员，通过学术性专题教学、参与式现
场教学、 体验式情景教学等教学培训模式，实
现“走红色之旅，分享精品课程”的目的。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华声红色教育学院
在韶山揭牌

省教育厅党组（扩大）会议———

部署校园疫情防控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徐鹏）5 月 14

日，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蒋昌忠主持召
开教育厅党组（扩大）会，传达贯彻
省委近日制定出台的《湖南省深化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10 条措
施》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校园疫情
防控、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管理等
工作。

会议表示， 要深化思想认识，
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委指示要求，坚决把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 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
法，扎实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减轻
基层负担，推动各地各校真正将工
作重心放在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
作能力上来。

会议指出， 当前全省学校开学
工作顺利平稳， 疫情防控工作稳妥
有序，教育教学秩序正常。 然而，随

着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开学， 特别是
高校陆续开学， 返校学生区域日益
复杂，疫情传播风险仍然存在。各地
各校要坚持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 严格落实校园疫
情防控措施， 坚持不懈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 保障教育教学秩序
良好运转，确保两手抓、双胜利。

会议强调，乡村小规模学校是
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办
好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实施科教强
省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
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
求，是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举措。 要全面
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和管理，
改善办学条件， 强化师资建设，不
断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推动城乡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确保农村孩
子就近能上学、上好学。

（上接 01 版）
各方汇聚齐兴教

28 年前， 刚考入新化一中的谭曼还
是个从山区来到县城的穷小子， 父辈务
农，家庭清贫。 谭曼深知，读书是改变境
遇的唯一出路。 3 年后，谭曼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了湘潭大学，并逐渐成长为知名企
业家。

在 2019 年初召开的新化县捐资兴教
大会上，谭曼反哺家乡教育，全资捐赠了
1800 万元， 异址新建了母校接龙学校，希
望更多山里孩子像他一样，通过知识改变
命运。 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化籍知名企业家
与爱心人士达成共识———“再穷不能穷教
育”。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兴办教育
的热潮中来。

“新化教育要发展，我们这些做老师
的除了要出钱，更要出力。”“90 后”曾惠感
动于同为教师的母亲说的这句话，舍弃一
线城市的优厚待遇，考入接龙学校任教。

这两年，不少新化籍年轻教师从外地
回流，为新化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来自新化县教育局的一份统计数据
显示：2016 年以来， 新化县通过财政加
大投入、社会各界广泛捐资等方式，多渠
道统筹建设类资金 22.95 亿元， 新增学
位 5.2 万个，补充教师 3316 名。 随着芙
蓉学校、北塔学校、接龙学校等新建、改
扩建学校的投入使用，超大班额退出了新
化的历史舞台，学生们在舒适的环境下读
书学习。

“我们将继续推动
全民兴教，让每个孩子
脸上有笑容，都能享受
公平而有 质 量 的 教
育。 ”新化县委书记朱
前明承诺。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