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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学时间， 蒋昌忠表
示， 请各地各高校在省教育厅
确定全省开学的初始时间之
后，结合本地疫情防控情况，错
时错峰确定本地本高校具体开
学时间。中小学幼儿园（含中职
学校）具体开学时间，由市州教
育行政部门按照分区分级精准
防控要求， 根据学校类别、地
域、年级不同，经报请市州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同意， 并提前报
省教育厅备案后， 确定辖区各
县市区的学校错时错峰具体开
学时间。错时开学顺序为：先高
三、初三年级，然后中小学其他

年级，再后幼儿园。
高校具体开学时间， 由学校

会商所在城市卫健部门确定本地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 根据本校
实际情况， 确定本校开学初步时
间报所在市州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备案，并提前一周将本校开学初步
时间及工作方案报省教育厅审定。
省教育厅按照“一校一策”原则审定
各高等学校具体开学时间，如学校
所在城市有多所高校，原则上距离
相邻高校的错峰开学间隔时间不
少于两天。在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开
学返校之前，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不
得开展线下培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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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错时错峰开学，高三初三最先上课
今年湖南教育“划重点”：新增25万个公办园学位、妥善应对新高考、多渠道就业创业……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
棒”， 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
最近，教育部、科技部发布《关于
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
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
见》， 着力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
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
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蒋昌忠要求，
要加快构建多元教育评价体系特
别是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和服
务贡献的评价体系，推动回归教育

规律，回归育人本源。
在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上，蒋昌忠提出，今年高校要重
点围绕本科教育“四个回归”，
整顿教学秩序，淘汰水课、打造
金课，推进新工科、新农科、新
医科、新文科建设等方面，拿出
务实举措， 使这些工作真正动
起来，干出实效来。进一步优化
学科专业结构， 提升与经济社
会发展契合度。

今年将推行师德考核负
面清单制度，将师德考核结果
作为教师职称评审、 岗位聘
用、评优评先等工作的重要依
据， 严格查处师德失范行为。
此外，蒋昌忠表示，湖南将严
格按标准配备中小学教职工
编制和人员，从严查处中小学
教职工“吃空饷”占用编制等
问题，严禁公办学校在编教师
长期到民办学校任教，严禁长
期空编和有编不补、 编外用

人。在乡镇中小学建立“定向
评价、定向使用、定期服务”的
基层职称制度。

确保各地义务教育教师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
务员。尊重教师职业专业性，全
面清理和规范针对教师的各类
督查、检查、考核、评比，各类社
会性事务进校园， 各种报表填
写，抽调借用教师等行为，切实
为教师减负， 真正把宁静还给
校园，把时间还给老师。

湖南学校何时开学？这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又有了
新消息！3月6日上午，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省教育
厅厅长蒋昌忠公布我省学校错时开学顺序为：先高三、
初三年级，然后中小学其他年级，再后幼儿园；相邻高
校错峰开学间隔时间不少于两天。 会议还为湖南教育
2020年“划重点”。

■记者 黄京

从2021年开始， 我省将按
新高考模式开考。今年，将研究
出台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
考试具体考试办法、 高考综合
改革录取实施方案， 妥善应对
新高考模式引发的学校课程重
建、学生生涯规划、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 学校教学管理变革等
系列连锁反应。

同时， 按照普职大体相当
的要求，引导初中生合理分流，
推动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协调
发展。 启动普通高中大班额化
解工作， 年内实现超大班额清
零，大班额比例降至15%以内。
积极探索普职融通途径， 完善
高职考试招生办法， 扩大初中

毕业生实行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招
生规模。

蒋昌忠说， 广大家长对招生
政策是否公平、 教辅征订是否合
理、教师教学行为是否合规、课后
负担是否过重等十分关注。 今年
要聚焦这些问题， 持续开展违规
办学行为整治， 完善违规办学通
报制度，维护良好教育生态。规范
教师教学行为和校外培训机构培
训行为，切实减掉因强化应试、超
前超标教学等给学生形成的不合
理学习负担。

今年还将加强对义务教育阶
段民办学校的引导和规范， 抓紧
研究制定公办民办中小学招生入
学具体实施办法。

“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25
万个” 被纳入省政府2020年重
点民生实事， 也成为湖南教育
今年必须实现的目标。 蒋昌忠
强调， 要通过推进公办幼儿园
建设和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等
形式， 多渠道扩大普惠性学前
教育资源供给， 不断提高我省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 确保新增公办幼
儿园学位25万个， 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达到80%。

在加快推进公办园建设
上， 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瑰曙表
示，要通过新建、改扩建新增一
批公办幼儿园，增加公办学位。
据统计，2020年，全省将新建公
办园210所， 增加公办学位5.1
万个； 改扩建公办园113所，新

增公办学位1.5万个。同时，各地
要以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
理为抓手， 以补齐城区公办资源
短板为突破口，全年力争回收189
所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新增公
办学位4.9万个。

为积极盘活公办园资源，王瑰
曙建议，一是利用国有资产、集体资
产及财政性资金举办的幼儿园应
全部用于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
二是鼓励和支持农村小学附设幼
儿班、现有公办幼儿园通过内部挖
潜， 扩大招生规模来增加公办园
学位， 提高公办幼儿园规模与效
益；三是鼓励和支持街道、村集体、
群团组织、 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
单位，特别是高校举办公办园，扩
充公办园学位。 全省通过以上方
式，力争增加公办学位13.8万个。

全省错时错峰开学，高三初三最先上课

今年确保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25万个

妥善应对新高考模式引发的连锁反应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今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受疫情影
响更为复杂严峻。蒋昌忠提出，
今年全省增加5%研究生招生
计划，专升本录取比例扩大1倍
以上， 适当提高应届大学毕业
生士兵退伍后专升本录取比
例； 同时对离校未落实工作单
位高校毕业生， 可按规定将户
口、档案在学校保留两年，或申

请由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
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托管档案。

各地各高校要积极加强与
在湘央企、省属国企、民营企业、
中小微企业的对接，争取他们吸
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引导高校毕
业生到基层就业， 服务乡村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领域，
确保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受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本科教育重点围绕“四个回归”
淘汰水课

多渠道就业
确保受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今年将推行
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

教育部要求:
逐一排查
学生线上学习
存在的困难

教育部近日发出通
知，就有序、有效、深入开展
“停课不停学” 工作提出指
导意见， 强调各地各校要
积极帮助解决线上学习条
件问题， 逐一排查学生线
上学习条件上存在的实际
困难， 建立精准帮扶机制，
以学校为单位“一人一策”
做好关心关爱帮助工作，
确保“一个都不能掉队”。

通知明确， 要注重及
时调整规范线上教学行
为， 严格禁止普遍要求教
师直播上课或录课， 不得
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
“打卡”、上传学习视频，尽
量避免因打印作业或学习
资料而造成家庭临时购买
设备， 增加学生家庭经济
负担。

通知还要求， 各地要
认真梳理总结前一阶段
“停课不停学”工作的基本
情况， 以适当方式广泛听
取教师、 家长和学生等方
面的意见， 了解掌握学生
的实际需求， 分析研究存
在的突出问题， 加深线上
教育规律与特点的认识；
要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
流， 最大限度地克服线上
“隔空”教学存在的不足。

■据新华社

开学时间

学前教育

高考改革

教育评价

就业创业

教师队伍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