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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期待抓落实

链接新闻

23日，教育部发布《县域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针对资源
配置、政府保障程度、教育质量和
社会认可度四方面内容设置了明
确的评估标准和要求，并将以考试
方式招生、违规择校、重点校、重点
班以及社会认可度等作为一票否
决的指标。其中强调全县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
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 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
资总量。（5月24日 北京晨报）

记得上中学时， 一位任课老
师曾调侃地说了一句自创的歇后
语：“老师的工资———空调”，那是二
十年前的事了。 从学校出来后，一
位好友去了农村中学教书，由于工

资低得可怜，她与同为教师的丈夫
只好承包了学校的养猪场来尽可
能多地获得一些收入，每天上完课
后就与丈夫汗流浃背地喂猪。问及
身边一些从事教师工作的熟人，绝
大部分都在抱怨工资低下。

教育部门此次再度强调义务
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 显然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
的教师收入偏低的现象较为普
遍。但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要求
早已经写进了法律———1993年颁
布的《教师法》第二十五条就明确
规定： 教师平均工资应当不低于
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
平，并且逐步提高。这里的工资水
平包括基础工资、岗位职务工资、

奖金、津贴和其他各种补贴等。
但实际上，很多地方的教师工

资不仅大大低于公务员水平，且还
面临着拖欠、发不出钱等窘境。有媒
体曾报道，黑龙江部分工作了20多
年的基层教师，每月到手的工资只
有2000多元，另据调查显示，有高达
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乡村教师每月
可支配工资仅有1500元左右。

教师工资普遍低于公务员水
平， 一个原因是因为工资构成的
问题，譬如车改补贴这一项，科级
公务员就比教师们至少多出800
元， 厅局级干部甚至比教师多出
2000多元，而职务补贴、油补等加
起来又比教师多出数百元、 上千
元， 这几种补贴都是教师享受不
到的。 另一个原因则是地方政府

对教师收入的相关法律执行不
力。在诸多法律中（如《教师法》、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意见》等），都有关于教师
待遇的硬性规定， 但一些地方政
府缺乏重视、执法不力，且没有具
体落实法律责任和追责制度，使
法律条文止步于纸上谈兵， 也就
让教师的待遇沦为了“空调”。

要想避免教师待遇“口惠而
实不至”的窘状，就要在将教师工
资与公务员工资收入的构成尽可
能地趋同， 将二者的实际收入水
平拉近， 同时还要在法律执行上
加大力度， 如细化完善配套相关
法律规定，强化其可操作性，保证
能监督、可追责，督促相关部门落
实提高教师待遇的工作。

同时还有一点颇为特殊的问
题就是， 目前县域尤其是乡村义
务教育的教师群体， 编外代课教
师仍有一定比例， 他们的收入跟
正式教师存在较大差距， 在付出
同等劳动力的前提下却不能获得
相同的收入， 也是一种极为不公
平的状态。因此，还要想办法解决
这部分教师的身份问题， 以提高
其工资收入，稳定乡村教师队伍。

“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
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
平”是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实现社
会公平的一个举措， 唯有解决这
些实际问题， 才能实现收入上的
相对公平， 达到法律制订时的初
衷与期望。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5月24日讯 今日上
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在长沙开幕。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
会议。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4项报
告，审议、审查8件地方性法规草
案，审议人事任免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
文、谢勇、刘莲玉、李友志、陈君
文、王柯敏，秘书长彭宪法出席
会议。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戴道
晋、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
民、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
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分组审议了关
于2017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2017年我省新增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46亿元。

2017年我省一般公共预算
省 级 收 入 和 支 出 均 调 整 为
3777.7亿元， 比年初预算调增
605亿元。

此次新增加的646亿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将聚焦重点领域，向
扶贫、环保、水利、交通基础设
施等制约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和
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薄弱环
节倾斜， 发挥新增债券引导和

带动作用，为稳定经济、改善民
生加力增效。

根据方案安排， 新增限额
646亿元中， 安排省级208.9亿
元，约占总额度的32%；转贷市
县437.1亿元， 约占总额度的
68%。

安排省级的208.9亿元中，
年初预安排175亿元， 包括世界
银行发展政策贷款13亿元，新增
债券162亿元。 在安排的各项省
级资金中， 交通方面共72.3亿
元，占34.6%；其次是农田水利共
36.6亿元，占17.5%。

值得一提的是，还安排了扶
贫专项资金，共33.2亿元，增长
32.8%，高于中央增幅（30%），
旨在通过进一步加大省级支出
责任，缓解市县筹资压力，引导
各地打好脱贫攻坚战。环境保护
方面的投入也较大，其中包括安
排了4.8亿元用于湘江保护和治
理，1.4亿元用于黑臭水体整治
奖补，0.6亿元用于非湘江流域畜
禽养殖升级改造，1.6亿元用于洞
庭湖治理五大专项行动。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蒋素珍

实习生 唐元华 韦美妃

本报5月24日讯 今天上
午，第六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集体”和“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 表彰大会在长沙召开。会
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会见了受表彰集体和个人。

省领导王少峰、谢建辉参加
上述活动。

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
并向全省34万多名公务员致以
亲切问候。 他说，“人民满意”是
公务员的最高荣誉， 也是最高
追求，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 将这份为人民服务的坚
守、 让人民满意的情怀传承延
续，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杜家毫要求，全省广大公务

员要做忠诚担当的模范，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始终忠于党、忠
于国家、忠于人民，始终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永远听党话，永远跟
党走，永远和人民在一起。要做
勤政爱民的模范， 扎扎实实为
群众多办实事、多做好事，真正
把党的光辉体现到全省每一个
人身上。要做干事创业的模范，
紧紧围绕省党代会提出的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和“五个强
省”目标，奋力谋发展、促发展，
引领带动全省上下撸起袖子加
油干， 干出一番实实在在的业
绩来。 全省广大公务员要认真
向先进模范学习， 努力做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 以实际行动为
全省发展作贡献。

王少峰充分肯定了全省公

务员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从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 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的战略高度， 重视加强公务
员队伍建设。

会上， 长沙市信访局等50
个“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石勇等30名“湖南省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熊建忠等65名
记一等功同志受到表彰。湖南省
白泥湖戒毒康复所、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太阳坪乡人民政府、长
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大
队长石勇、宁远县井湾镇党委副
书记肖冯勤作典型发言。

■记者 周帙恒 于振宇
王智芳 实习生 娄娜

本报5月24日讯 今日
上午，2017年全国“最美家
庭”揭晓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召开，我省30户家庭当选
全国“最美家庭”。

今年2月以来， 省妇联
在全省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寻美”活动。各地各单位通
过群众自荐他荐和组织推
荐相结合的方式层层择优
推选， 并通过网络投票、媒
体和专家评审以及网络公
示等，最终精挑细选了这30
户全国“最美家庭”，他们从
孝老爱亲、教子有方、勤劳
致富、热心公益等不同角度
展现出了三湘千万家庭崇
德向善的精神风貌。

如：湖南省唯一一个残
疾人体育国家级A级分级
师邓晶玲， 用舍得吃亏、懂
得感恩、坚持不懈、严谨克
己的严谨家风将女儿培养
成奥运健将；邓希安把孤寡
五保老人当父母，把计生妇
女当亲人，把村里村外事当
自己的事，一生行善，温暖
人心；81岁的耄耋老人赵卓
明在儿女的大力支持下开
博四年写下百万字，博客点
击量已超过20万，博友遍布
全世界；普通妇女林雪花23
年如一日无怨无悔悉心照
顾瘫痪丈夫不离不弃。
■记者 吕菊兰通讯员江繁

实习生 韦美妃 唐元华

本报5月24日讯 今日，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通信条例
（草案·三次审议稿）》，针对当前
关注度比较高的为通信设施建
设提供场地的费用、打击违法行
为联动机制等问题，三次审议稿
就此进行了完善和细化。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经过认
真调研和反复研究认为，向“通
信设施建设” 提供场地应否收
费、如何收费的问题，目前法律
行政法规和政策方面还没有作

出全面具体的规范；且通信业务
经营者均为企业，应以市场主体
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 据此，在
三次审议稿第八条第二款中规
定：“已有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
人或者使用人应当为新建、改建
通信设施提供通行便利和必要
的场地。通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
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向
该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其他权
利人支付使用费。”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唐元华 韦美妃

我省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46亿元
其中安排33.2亿元作为扶贫专项资金，安排4.8亿元用于湘江保护和治理

湖南通信条例草案拟规定：
通信业务经营者应支付场地使用费

以“人民满意”作为公务员最高追求
我省表彰第六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2017传媒创新奖揭晓
湖南日报社连中三元

本报5月24日讯 今晚，2017
传媒创新奖在杭州揭晓。 湖南日
报社旗下的新湖南客户端、 金鹰
报刊社金鹰云社区服务平台项
目、 华声掌控公司华声慈善网获
评2017传媒创新奖。

此奖由中国报业协会组织评
定。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
报协文产联盟等的专家对300多个
媒体创新融合项目进行评审评定。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形势
下，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探索了一
条聚合资源、融媒制胜的道路。新
湖南客户端截至今年4月30日，累
计下载量突破1700万次， 成为宣
传湖南推荐湖南的主窗口。

■戴志杰

我省30户家庭当选全国“最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