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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综合

要闻纵览

本报讯 （记者 刘伟丹）10 月 12 日，湖
南省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联
席会议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 标志着湖南省
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正
式启动。

去年 12月，教育部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
同签署合作共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
革试验区协议。根据协议，教育部将立足湖南
教育国际化实际， 结合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求，鼓励湖南各级各类学校不断拓宽渠道，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
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提高湖南省教育国际化
水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有国际交往能力和
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促进全省教育综合实力，
创新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湖南将重点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创新与
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 提升湖南教育的国
际影响力以及拓宽人文平台等四大任务推进
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
人才培训， 全面推进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转

变、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
教育部国际司司长张秀琴指出， 教育

部与湖南省共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
改革试验区是探索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新
途径、新模式的重要手段，更是完善服务国
家外交战略的教育交流合作大格局有机组
成部分。 期待湖南省按照试验区规划的部
署和要求，积极谋划，狠抓落实，推进教育
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更好更快
发展。

创新与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

本报讯（记者 黄维）经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申报、市州
教育局审核、省教育厅组织评审，省教育厅拟确定长沙市
宁乡县等 20 个县市区为 2013 年湖南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
县市区创建单位，并于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5 日在网上进行
了公示。 昨日，网上公示期正式结束且无异议，省教育厅将
发文确认立项县市区。

20 个县市区分别为宁乡县、长沙望城区、醴陵市、株洲
石峰区、株洲天元区、韶山市、衡阳南岳区、岳阳县、岳阳君
山区、安化县、桃江县、常德鼎城区、邵东县、东安县、新田
县、资兴市、安仁县、郴州北湖区、会同县、怀化鹤城区。

此轮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县市区立项工作分 3 年实施，
2013 年启动，2015 年年底结束。 每个县市区建设周期为
2—3 年。 在建设周期内，省教育厅对立项县市区进行年度
评价，评价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 年度评价结论为
“不合格”的，责令整改并推迟验收，三年内不得申报平安
校园建设有关项目。 建设期满，由省教育厅专家组依据《湖
南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县市区基本标准（试行）》，对立项
县市区逐条进行考核，并开展校园安全感测评。

省教育厅还将对立项的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县市区给
予一次性奖励，奖励经费用于平安校园创建工作，专款专
用。 创建期满的，经省教育厅验收合格，由省教育厅发文
确认并给予奖励， 授予“湖南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县市
区”牌匾。

有关人士表示，从 2013 年开始，省教育厅每年规划
和支持 20 个左右县市区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经过 3 年时
间努力，重点支持 60 个左右县市区在平安校园建设上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引导各地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工作人、财、物的投入，逐步构建完整的人防、物防、
技防体系， 有效防范和处置涉校涉生的群体性事件和重
大安全事故，大幅度降低校园治安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改
善校园及周边育人环境，增强师生安全感。

湖南启动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全省平安校园建设
创先单位通过公示

3年重点支持 60个县市区 增强师生安全感

“我的创业梦”
本月首轮 PK

本报讯 （记者 黄维）昨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全省“校园‘我
的创业梦 ’ 电视大赛海选第一轮将
于 10 月 21 日至 28 日在中南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四个分
赛区举行，每个赛区将分别评选出各
赛区前 4 名选手晋级海选第二轮晋
级赛”。

此次大赛由省教育厅和长沙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自今年 6 月以
来， 全省各大中专学校积极动员、精
心组织，截至 10 月 10 日，全省共有
49 所大中专学校 648 个创业项目参
赛，经各学校初选，遴选了一批高质
量的项目进入海选。海选第一轮以脱
口秀的形式进行，由参赛选手在 3 分
钟时间内讲述自己的创业背景、主要
内容、 创业目的及初步实施计划等，
全力“晒”出自己的创业梦想 ，展示
完毕接受评委现场提问、接受主持人
后场采访。 继海选第一轮之后，海选
第二轮晋级赛将于 11 月举行， 总决
赛暨颁奖晚会将于 12 月初举行。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
将惠及 30 所学校

本报讯 （记者 杨元崇）湖南首
次开展“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这
项活动将惠及 30 所学校， 原则上每
个市州不少于一家，确保受益学校的
地域均衡。10 月 12 日，湘西自治州龙
山县大安乡中心小学等 30 所拟入选
学校名单出炉。 经实地考察核实后，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向这 30
所学校捐赠价值百万元的体育器材。

该活动是中国体育彩票发起的
一项公益活动，主要面向贫困边远地
区、 缺乏体育器材的中小学开展。
2012 年在 5 个省份首次发起，向 100
所条件落后的中小学配备了急缺的
体育器材和设施。 今年再次启动，扩
展到 10 个省份，受益学校将达到 400
所。

此次评选以 200 人以上的学校
为主，但也考虑偏远山区的个别小规
模学校； 在受捐赠学校条件相同时，
优先捐赠学校人数较多、体育器材匮
乏的学校；重点考虑贫困、偏远、留守
儿童学校、革命老区、特色学校等。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教育部办公厅日前下达 2014 年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在该计划中，下
达给湖南省的硕士生招生计划为 174 人。 从 2014 年起，达
到录取院校确定的普通计划复试分数线及复试录取要求的
考生，可免除一年基础强化培训直接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
有意报考的考生， 请抓紧本月 16 日至 18 日的时间办理报
考资格确认手续。

省内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学校和
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在职人员的资格确认以学校为单
位；省外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非在职往届毕业生的资格确
认由本人或委托人到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办理， 也可到所
在地市州教育局办理， 委托办理的需现场出示考生本人的
委托函；在职考生的资格确认，按生源所属行政区划，分别
由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教育局办理。

须提供的资格确认材料。 应届毕业生：学生证、身份证、
学校证明（证明其能否正常毕业及上大学前高中毕业生源
地等情况）、父母户口及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在职考生：毕
业文凭、工作证、本人户口及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非在职
往届毕业生：毕业文凭、本人及父母户口及身份证原件和复
印件。 上述三类考生均需要提供《报考 2014 年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一式 3 份或《报
考 2014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
登记表》一式 3 份。 考生可从教育部网站上下载相关表格。

提醒广大考生， 省教育厅于 10 月 25 日通过手机短信
为资格确认通过考生核发校验码， 考生凭此校验码和省教
育厅审批盖章的《考生登记表》进行网上报名。 因考生手机
号码信息有误，导致无法接收校验码信息，由考生本人承担
后果。

下达给湖南省的招生计划生源范围为教育部明确的湘
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所辖的桑植县、永定区、武陵源区。 该
计划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和“自愿报考、统
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 学生毕业后，必须按
协议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不得违约。

77所高校在湘招 174名研究生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出炉

（上接 01版）
为促进合格学校建设步伐，湖南省、市、县 3 级政府将合格学校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成

为“一把手工程”，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和督导评估机制。 短短 5 年，全省共投入 90 余亿元，其中省
级奖补资金 5.4 亿元，完成 6145 所合格学校建设，共新增建筑面积 830 余万平方米，添置教学仪
器设备 1335余万件，使全省 65%的义务教育学校达到省颁办学标准，成为合格学校。

为促进教育均衡，我省还多形式扩充城区优质教育资源。 按照“相对集中、方便入学、扩大规
模、提高效益”的原则，组织规划、建设、国土、教育等部门实施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扩容提质工程，
有效缓解城区“大班额”、“择校热”等问题。 同时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 目前，教学
点数字资源全覆盖项目顺利实施，中央和省级财政共投入 3600 万元，全省 3400 多个教学点远程
信息技术设施设备的安装调试，教学点教师培训及数字资源推送工作全部到位。

国家督学、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原厅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李东升担
任此次来湘督导检查组组长。 他表示，在湘督导检查期间，四个督导小组将通过现场询问、查阅档
案等方式，从办学条件、入学机会、保障机制、教师队伍、教学质量等方面对义务教育校际间均衡
状况和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督导评估，并将组织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
谈会，校长、家长、教师代表座谈会。 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等形式，从多角度、多方面了
解受检县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 了解人民群众对政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工
作的满意度。

诚 邀
尊敬的领导、老师们：

《德育报》社
2013年 10月 16日

非常感谢你们对本报活动的关注和积极报名！
金秋送爽时节，让我们与冯恩洪（上海）、刘飞耀（浙江）、陈静仪（台湾）等名

师相聚长沙，共话美好教育人生。 会议日程安排和十大专家名师介绍详见科教
新报 10月 9日 08版。 诚邀你们共赴盛会，并敬请留意活动时间：全国中小学班
主任工作巡回报告会（长沙）：2013 年 11 月 2 日至 3 日（1 日报到）；“亲近母语
高效课堂”全国初中语文名师经典课堂观摩研讨会：2013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
（15 日报到）。 联系电话：0731-88578909（办公室）、18073129188（尚老师）、
18673102745（赵老师）。 报名邮箱：jxjy201104@163.com 会议通知资料下载邮
箱：jxjy201101@163.com 密码：2013px001。

愿我们的人生之梦因教育而精彩！

本埠消息

招考动态教育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