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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减负、
“
双一流”、职教…… 全国人大代表、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解读湖南教育热词

湖南新高考实施方案6月底前报教育部
湖南高考改革实施方案
6月底前报教育部备案
高考改革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焦点。今年秋季，我
省高一新生将实施新高
考。蒋昌忠介绍，我省计划
于今年6月底前将改革实
施方案报教育部备案。经
教育部批准同意后， 将向
社会公布。 为了高考改革
的顺利实施，目前，我省已
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基础条
件评估和建设工作， 同时
正在稳步推进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改革、 普通高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
和高中课程改革等配套改
革， 为启动和深化高考综
合改革奠定了基础。“对这
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
革，我们已开展多方调研，
根据湖南实际， 初步拟定
并 先 后 13 次 修 改 完 善 了
《湖南省高考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目
前正在向市州、 高中学校
和高校征求意见建议。”
蒋昌忠认为， 新高考
将对我省高中教学带来深
远影响，比如“走班制”将
打破传统班级概念、 文理
不分科后学生需根据兴趣

今年将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着 力 解 决 中 小 学 生
课外负担重问题” 被写入
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蒋昌忠表示，我省已将“不
违规加重学生课业负担”
列入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重
要内容。 为切实减轻孩子
们的书包重量， 我省2017
年专门出台了教辅资料征
订“限年级”“限学科”“限
范围”“限数量”“限总额”
的“五限”政策，开展了中
小学教辅材料专项整治工
作， 仅2017年秋季一学期
就减轻群众就学负担
10.08亿元。年内还将出台
中小学校规范办学行为的
细则，从课程课时、教学时
间、学生作息时间、学生课
外作业量、 考试次数和科
目等方面作出严格规定。
为抓好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今年我省将制定
出台《民办文化教育培训机
构管理办法》， 加强对民办
文化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批
和管理。同时，将制定全省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
动方案， 重点整治无证办

新高考

热词

选科等。 我省将指导和督
促高中学校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 适应高考综合改革
的需求； 落实好高中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
齐国家规定的必修、 选修
课程； 科学合理制订学校
课程计划， 改进教学组织
管理，实行走班制教学等。
此外， 在实施新高考
的过程中， 我省还将深化
高校人才培养方式改革，
促进高中教育改革和高校
人才培养更加有机衔接 。
指导高校按教育部有关要
求，结合办学特色，科学合
理确定招生专业选考科
目， 引导高中学生选课选
考， 增强高校人才培养和
高中教学的沟通衔接。同
时， 加强高中学生生涯指
导教育， 帮助学生学会认
知自我， 认知自己的职业
倾向，把自己的兴趣、爱好
转变成学科优势、 职业兴
趣和事业追求； 学会自主
选择、自我管理，尽快从被
动学习、 指定学习转变为
主动学习、发现学习，全面
提高综合素质。

减负

热词

班，与普通中小学校联合办
班或租用普通中小学校舍
办班，与普通中小学校联合
举办选拔性考试，把内部对
培训学生的考试、 测评、竞
赛成绩提供给普通中小学
校作为招生依据，聘用中小
学校在编在职教师，虚假招
生宣传或借用“名校”“名
师” 等概念进行招生宣传，
对升学、通过考试或培训效
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
证性承诺，超范围开展培训
业务，在办学许可证核定的
地址外办班或擅自设立分
支机构， 未经公示收费、跨
学年收费或不按规定的项
目和标准收费等十种行为。
蒋昌忠还透露， 为解
决社会普遍关注的“三点
半”问题，我省正在研究制
定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
工作的实施意见， 逐步形
成“学校、家庭和社会”三
位一体的共建格局， 切实
解决学习日部分家庭孩子
放学接送困难、 在家无人
照料、 安全存在隐患的社
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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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育迈入新时代，如
何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省教
育厅厅长蒋昌忠在北京接受
三湘都市报记者专访，就新高
考、减负、“双一流”、教育扶贫
等备受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予以回应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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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额

今年底基本消除
66人以上超大班额
义务教育“超大班额”的现象在
我省即将成为历史。蒋昌忠表示，省
政府已下发开展消除大班额专项行
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按《湖南省中小
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 建设好
配套学校； 合理核定义务教育学校
教职工编制；同时，通过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 实施学区化集团化办学
或学校联盟、 利用信息化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 将优质高中招生分配指
标向乡村初中倾斜等方式， 加大对
城镇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的扶持力
度， 努力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和教师
素质，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在招生管
理上， 除大班额问题特别严重的地
区外，各地按照小学45人、初中50
人的标准班额实行阳光招生。 公办
学校禁止招收“择校生”，班额超标
学校限制招生人数。 严禁将功能教
室改成一般教室扩大招生规模。跨
区域转学要严格条件和程序， 防止
新增大班额。 确保到今年底基本消
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2020年基本
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为此，省级财
政今年安排了10亿元奖补资金，大
力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引
导学生合理流动。

热词

“双一流”

去年9月，教育部等部委
公布的“双一流” 建设名单
中，我省3所大学入选“世界
一流大学” 建设计划，4所大
学的12个学科入选“世界一
流学科” 建设计划。12月，教
育部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
评估结果， 我省高校有25个
学科进入A类（前10%），全国
排名第10位，125个学科进入
B类及以上（前40%），全国排
名第7位。蒋昌忠介绍，我省
“双一流”建设项目预计今年
6月底可以公布。
为适应产业发展和转型

全国人大代表蒋昌忠。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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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在我省精准
扶贫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 蒋昌忠表示，
今年，我省将积极推动每个
农村县市办好一所示范性
公办中职学校，为更多的农
村青年学生提供优质职教
资源。同时实施特色专业体
系建设计划，引导每所中职
学校重点建好1-2个对接区
域优势产业的特色专业，支
持办好一批服务现代农业
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示范专
业点，发挥专业优势组建一
批产业发展攻关团队，积极
参与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创
新、工艺改革等，着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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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脱贫

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
战场。蒋昌忠表示，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教育扶贫工作。
省委书记杜家毫同志就教育
扶贫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指示
和批示， 提出了明确的工作
要求。 在省长许达哲同志亲
自推动下， 省级财政计划投
入12亿元， 分四年支持全省
40个国家级贫困县每县建设
1-2所规模适中、 条件达标、
风格统一、 办学质量和管理
水平较好的“芙蓉学校”，每
校支持3000万元， 招生对象
以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
为主。 今年我省将认真实施
好贫困地区“芙蓉学校”建设
计划， 在14个集中连片贫困
县建设“芙蓉学校”。
我省将持续加强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精准帮扶。在现有
学生资助政策基础上，落实好
提高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

积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
乡村工匠等培养培训
农村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的
发展水平。 另外还将实施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计 划 ，
通过定向培养、 免费师范生
等专项计划， 进一步扩大农
村接受职业学历教育的比
例； 组织职业院校积极开展
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工匠、非
遗传承人等乡村急需人才培
养培训， 为乡村振兴提供技
术技能人才支撑。
记者还获悉，我省将开展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调研，出台
落实党和国家有关“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政策的实施细
则，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建设项目
今年上半年公布
升级需要， 我省高校将进一
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一方
面， 引导高校面向区域发展
需求， 特别是面向我省新经
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需
要， 及时调整社会需求不足
的学科专业， 进一步优化人
才培养结构。另一方面，大力
加强学科专业内涵建设，提
高办学水平， 提高学科专业
服务能力。同时，要求各高校
根据自己的办学基础、 办学
实力和办学特色，找准定位，
在各自的类型和层次上争创
一流。

在国家级贫困县
建好“
芙蓉学校”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准、
向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免费发放教科
书、 向普通中小学建档立卡
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发
放教辅资料等资助政策。加
强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
毕业生就业帮扶。
另外，还将加快发展贫
困地区现代职业教育。重点
在10个深度 贫困 县 推进 农
村中等职业教育攻坚计划，
确 保县 市区 政 府 重 点 举 办
的中 职学 校 基 本 达 到 省 级
示 范性 中 等职 业 学 校 及 以
上标准。配合省直有关部门
完成9.1万名贫困家庭子女
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为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将 农 村教 师公 费 定 向 师 范
生招生规模扩大到1万人以
上，优化乡村教师队伍结构。
■特派记者 黄京 刘璋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