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既是国计，也

是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就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问题征求基层代表意见、作出

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教育综

合改革、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指明前进的方向。

近年来，衡阳市教育局在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

市 5220 个义务教育大班额消除 4975

个，消除比例为95.3%，义务教育1974

个超大班额彻底清零；2019年全市共

补充公办学校教师4150人，大多数补

充到乡村学校；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

“建档立卡适龄儿童100%就学”“建档

立卡学生100%享受教育扶贫政策”的

“双百”目标。

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指引，深入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

差距，全面提升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水平。

加大学位建设力度。切实落实

《衡阳市 2018-2022 年义务教育学校

建设五年规划方案》，持续增加优质学

位供给，至2022年，全市将投入473.94

亿元，完成72所学校新建、117个学校

扩建项目，增加学位23万余个。

健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积

极学习泸溪经验，进一步落实农村教

师生活津贴制度，提高补助标准。推

进农村学校新建教师公租房、廉租房

建设，解决农村教师住房问题。完善

支教制度，选派业务骨干教师到乡村

学校锻炼，各县（市）要明确一定比例

的新进教师分配到农村任教。建立健

全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机制，以 5 年为

一个周期，每所城镇优质校对口帮扶

1至2所农村薄弱校。

完善教育公平保障机制。持续推

进教育扶贫工作，确保义务教育建档

立卡学生 100%享受国家政策资助。

实施留守儿童关爱工程，让每个留守

儿童不因留守而失爱，不因学困而掉

队。建立控辍保学“一对一”包干责任

制，建立健全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

制。出台《衡阳市百千万“艺术童伴

——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实施方案》，

在全市推广祁东县启航学校“留守儿

童”合唱团工作经验，着力加强乡村学

校艺术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

座谈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

要着力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

问题，为衡山县下阶段实现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提供了遵循，坚定

了信心。衡山县于2017年12月

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

验收，主要从三方面发力，推进

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从基本均衡

到优质均衡发展，回应群众“上

好学”的热切期盼。

严守控辍保学红线确保一

个不少。建立责任体系，以教育

扶贫为抓手，按照一个不少的要

求，实现两个100%，信息化动态监控

筛查、明确劝返复学保学方式，在精

准扶贫基础上，强化经费保障，打造

受教育弱势群体示范基地校，全面构

建控辍保学的完整体系，将之作为常

态化任务抓好抓实，确保适龄少年儿

童完整接受义务教育。

坚持改薄建设标准城乡一体

化。针对县域义务教育“硬件不硬”

的突出短板，逐年增大乡村学校改薄

力度，对照办学标准，将一体化发展

纳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科学规划城乡学校布局，均衡

配置教育资源，特别是农村学

校提档升级、面貌一新，老百姓

真正感受到“身边的学校就是

好学校”。

统筹师资队伍调整确保公

平。公费师范培养、特岗教师

和面向社会招聘多措并举，较

好地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队伍建设向齐向好发展。

近年来，全县所有新入职教师

全部充实到农村教学一线并切

实加强了履约管理。制定出台

了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政策，落实乡

镇津贴、乡村人才津贴，乡村教师受

益全覆盖，职称评定优先向乡村教师

倾斜。鼓励乡村教师安心从教、乐于

从教，城乡教师软实力和教育质量逐

步实现优质均衡。

下阶段，衡山县教育局将深刻领

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的内涵与实质，强弱项、补短

板，精准发力，努力实现优质教育均

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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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三个保障”助推优质均衡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涂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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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衡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程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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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新田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高庆

推进均衡发展推进均衡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

育资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常德市鼎城区不断优化

布局，强化投入，深化改革，增加公办

学位近 7000 个，大班额全部得到化

解，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县的评估认定，义务教育正从“基

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稳步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有关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论述，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为我们当前及今后一个时

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鼎城区

将以强化“三个保障”为抓手，深入推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强化制度保障。构建区委、区政

府常态议教机制，科学制定“十四五”教

育发展规划，加强顶层设计，高位统筹

推进。完善乡镇（街道）履行教育职责

考核、督查机制，注重部门联动，凝聚工

作合力。落实中小学校教育工作指导

机制，规范办学行为，提升教育质量。

强化经费保障。健全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体系，保证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只增不减，各类专项资金落实到位。

全面推进城区学校提质扩容工程和农

村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努力实现

城乡办学条件同步改善。全方位落实

教师工资待遇，确保教师收入水平不

低于区内公务员水平。

强化师资保障。建立教师长效补

充机制，加大农村公费定向师范生培

养力度，精准选拔，按需分配，持续改

善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矛盾。创新开展

“新教师岗前培训”和“骨干教师轮训”，

加快实施“三名工程”，大力提升教师专

业素养。探索“区管校聘”改革，鼓励校

长教师轮岗交流，提倡教师送教支教，

推动教师在城乡、校际间的流动。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南并对

教育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这是对我

们教育工作者的极大鼓励和鞭策。

近年来，怀化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以

化解城区学校大班额、改善乡村学

校办学条件为抓手，统筹推进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城乡教育面貌发

生了显著改善：新建（改扩建）芙蓉

学校16所、乡村小规模学校419所、

乡镇寄宿制学校 134 所、教师周转

宿舍1980套，全面改薄项目覆盖学

校1036所，761个教学点都配备了1

名以上45岁以下年轻教师，265所

薄弱学校成长为优质学校；全面消

除义务教育大班额，芙蓉学校建设、

溆浦县化解大班额、通道县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发展获 2019 年省政府

“真抓实干项目”表扬奖励。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履行的重大

政治职责，是硬指标、硬任务，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基础教育的主

要任务，不仅要完成基本均衡，还要逐步推进

优质均衡，从县域内的均衡向市域范围内的

全面均衡推进。尽管过去怀化市在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也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望相比，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今后，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南工作的肯定和殷切希望作为新的起点，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落实落地教育优先

发展政策，切实改善城乡义务教育办学条件，

办好城乡每一所义务教育学校，让每一个孩

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要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办好各项民生事业、

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

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新田县教

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新田县聚焦

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积极推动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

感。

坚持“三个优先”，统筹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一是坚持优先规划教育事业。

新田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通过采取相对

集中办学、按需设置校点、扩大办学规模等

措施，审慎调整中小学布局。二是坚持优

先研究教育工作。县委、县政府把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了县

领导和县直部门联系学校制度，解决教育

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三是坚持优先推

进督评工作。建立了义务教育工作目标责

任制度、监督和问责制度，县政府与各乡

镇、县直有关职能部门签订了目标管理责

任书，定期考核奖惩。

实施“三项工程”，大力改善义务教育

办学条件。一是实施教育经费保障工程。

严格落实“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大财

政投入，依法落实教育经费投入的“三个增

长”和“两个比例”。二是实施联盟结对帮

扶工程。依托城区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

以强带弱，分学段建立五个教学联盟，建立

城区优质学校与农村薄弱学校联盟结对帮

扶体系。三是实施信息化水平提升工程。

自主研发教育云平台，教育信息化广泛运

用于教学教研、教师培训和学校管理，推动

教育信息化内涵式发展。

完善“三项机制”，合理配置教师资

源。一是完善教师队伍培训机制。自主研

发搭建直播平台，实施“互联网+培训”工

程，实现了县域内教师“培训不出校、师资

本土化、参训全覆盖、节约又高效”的目

标。二是完善教师队伍交流机制。采取城

乡双向交流方式，重点解决教师结构性短

缺问题。三是完善激励关爱机制。全面落

实乡村教师乡镇工作津贴和特殊人才津

贴。实施教师安居工程和农村学校教师小

食堂、小澡堂、小阅览室、小活动室、小菜园

“五小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