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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六举措推进教育强县建设
●村片小教师岗位津贴每人每月提高到 600 元
●设立政府教育奖励基金 30 万元奖励优秀教师
本报讯 （通讯员 袁绍仁 廖浩成） 5
月 13 日，泸溪县召开县委推进教育强县工
作会议， 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建设教育强县
工作， 进一步明确推进建设教育强县的六
大举措。
一是加大教育投入。 严格落实教育经
费的“两个比例”，保证教育经费的“三个
增长”。 二是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村
片小教师岗位津贴由去年的每人每月 300
元提高到 600 元，白沙、武溪、浦市 3 镇城
区以外的农村中心完小、农村初中学校教
师每人每月 200 元。 三是吸纳优秀人才到

学校工作。 全日制师范类研究生、重点师
范院校本科毕业生可免试进入县重点高
中学校任教， 设立政府教育奖励基金 30
万元，用于奖励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
者，评选县级学科带头人，给予每人每月
岗位津贴 300 元。 四是实施农村薄弱学校
建设工程。 从 2010 年起，县财政每年安排
300-500 万元用于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
设，教育设备添置，改善农村中小学图书、
实验装备， 促进教育教学资源均衡配置。
五是健全“关爱工程”管理与活动制度。 建
好留守儿童“爱心之家”,切实解决学困生

和留守儿童学习、生活、思想上的问题和
困难， 让留守儿童和学困生健康快乐成
长。 六是改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配齐配
足实训设施设备，探索“工学结合”、“订单
培养”等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围绕打造
劳务品牌， 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
训。
会议表彰奖励了 5 名突出贡献教师、5
名先进工作者和 32 名优秀教师，他们分别
获得了 10000 元、5000 元、5000 元现金奖
励。 这些获奖教师中， 农村教师占五分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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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市出组合拳
规范中职招生
本报讯 （通讯员 舒彦运 舒长江 易延凯） 日
前，洪江市教育局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规范中等职业
学校招生行为，维护毕业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确保
中等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为规范中职学校招生行为，该局规定，严禁中职
学校和生源学校买卖生源； 严禁以考察为名组织生
源学校校长和班主任外出； 严禁生源学校教职工带
学生到各中职学校进行考察； 严禁在招生过程中抢
夺生源，恶意诋毁其他学校；严禁以任何名义向生源
学校和教师支付招生经费；；严禁各生源学校领导和
教职工收受中职学校给予的“招生费”、“推介费”、
“回扣费”等。 为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该局还成立
中职学校招生工作督察领导小组， 将通过明查暗访
等途径对全市招生秩序进行全面督察。 对出现违规
招生行为的学校和个人， 将依据有关党纪条规进行
严肃处理，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桂东中小学校长
接受警示教育

桃源县郑家驿中学团支部
针对学生环保意识差， 吃苦精
神不够强的现状， 组织团员开
展户外远足活动， 磨炼学生的
意志， 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和环
保意识。 图为 5 月 17 日部分团
员开展户外环保远足活动。
吴应龙 摄

桃源校安工程进展快效果好

资讯

“
宏志妈妈”
作客双峰教育大讲堂
本报讯（通讯员 阳永发 颜能名） 5 月
16 日，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模范班主任，
享有“宏志妈妈”美誉的高金英老师作客双
峰教育大讲堂， 为师生们作 《潜下心来教
书，静下心来育人》主题报告。
高金英老师用平实的风格， 幽默的语
言和大量生动典型的案例旁征博引地畅谈
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
给与会的全县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和中小学
班主任 3200 余人带来了一顿丰盛的精神
大餐。

沅江开展
学校食品卫生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周伟 谢乐夫） 从 5 月
份起，沅江市教育局安管办会同市卫生食品
监督中心、各乡、镇卫生防疫站相关人员，深
入全市各学校对全市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
作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一是食堂卫生设施、
食品原料的采购索证、“三证”持有、食堂餐
具消毒保洁及食品留样等情况；二是食堂规
范化管理实施和量化分级管理创建情况；三
是食品卫生管理员制度落实情况；四是对学
校商店商品来源情况等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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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连池）“桃源县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进展快效果
好。 ”近日，省教育厅、发改委、安监局、建
设厅等校安办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合督察
组对桃源县校安工程进行专项督查并给
予充分肯定。
桃源县中小学校舍安全项目建设从
去年年初开始，计划分 4 年完成，目前已

完成总工作量的 40%。 省联合督察组对
工程排查鉴定情况、 资料整理和档案室
建设情况、 工程规划和资金落实情况、
2009 年中央资金项目建设情况等进行了
现场督查。 认为该县校安工程工作实在、
成效显著，并对扎实推进校舍安全工程，
全面消除校舍安全隐患等工作提出了要
求和希望。

临澧多举措规范教育行政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 龚国平 朱圣德）
5 月 15 日， 临澧县教育局门卫陈佑喜拾
到 4900 元现金及价值数万元的有价证
券，经多方打听，终于将钱物交还失主，
失主感激地称他是“
活雷锋、红门卫”。 这
是该局开展“让每个干部在岗位上闪光”
行动、规范教育行政行为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该县实施“让每个干部在岗
位上闪光”行动，进一步完善机关干部指

纹打卡签到制度、政治学习制度、政务公
开制度、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等机关
管理制度，举行政治、法律及业务知识培
训，开展机关干部“正风塑形”演讲、岗位
劳动竞赛，进行电脑操作技能比武，组织
干部篮球、乒乓球赛等文体活动。 机关干
部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全面提升， 战斗
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不断提高。

中方启动规范校产管理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可燕 杨英根）
近日，中方县组织教育、国土、建设等部
门，着手对全县中小学校资产进行土地详
查和财产登记，这标志着该县整合教育资
源，规范学校资产管理工作正式启动。
近年来，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加上小
城镇化建设和农民举家外出务工等因
素，农村学校生源急剧减少。 目前该县已
有 100 余所村小资产闲置。 这些闲置村

—临澧县杉板中学教师刘小栋
心如明镜，宁静致远。 ——

小学属于农村集体划拨地，没有土地证，
大多由当地村委会使用或管理， 有些校
产逐渐流失， 部分闲置校舍因年久失修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为确保闲置校产安
全，切实规范校产管理，该县成立了由常
务副县长任组长，教育部门牵头，其他相
关部门为成员的全县中小学校资产管理
领导小组，逐一对闲置校产进行清查、登
记和办证。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冬媛 李东升 扶金纯） 近
日，桂东县教育局组织局领导班子成员、全县中小学
校长及幼儿园园长 40 余人，走进县看守所参观在押
犯人生活、劳动情况，接受廉洁从政现场警示教育，
上了一堂特殊的政治课。
参观过程中， 县教育局局长李根朝反复要求参
观者要进一步学习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若干准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党
性，牢记党员使命，以一名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已，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正确处理好“公”、“私”关
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现场警示教育结束后，县
教育局组织全体参观人员对领导干部如何为人处
事、如何廉洁自律进行了集中反省思考。

邵东 16 学校建成
校园连锁超市
本报讯（通讯员 杨杰军） 5 月 14 日，笔者从邵
东县勤工俭学现场会上获悉， 自该县启动校园商店
社会化管理改革至今，已有 16 所学校建成校园连锁
超市，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校园连锁超市的试点， 有效解决了过去单个校
园商店存在的环境脏、管理乱、质量差等问题。 确保
了食品安全，超市的进货渠道规范，无“三无”产品上
架，从源头上杜绝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规范了商品的
价格，切实维护了师生这一消费群体的利益。 在不需
要学校投资的情况下改变了店容店貌， 提升了商店
的文化品位。 公司化经营管理，让学校管理更省心更
省力。

龙山部署学校及周边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魏芳柏 孟祥文）“公安局要加
大城区学校上、放学时段监控，做到见警车、见警灯、
见警察； 教育局要有计划地迅速完成中小学及村小
围墙建设任务。 ”5 月 14 日，龙山县全面部署学校及
周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该县把维护学校及周边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 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任组长，政府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任副组长，
县直单位负责人为成员。 确立加强学校硬件建设、强
化安保工作、 建立电子监控系统等 7 方面的工作内
容。 明确学校门前摆摊设点、侵害学校权利、危及师
生生命和财产安全等现象为整治工作重点。 落实了
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文化局、电信局等 13 个县
直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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