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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上午，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蒋昌忠来

到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幼儿园慰问师生，给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蒋昌忠蹲下来，与正在吃水果的孩子们亲切交流，“你几岁啦？”“喜不喜欢

幼儿园啊？”……孩子们开心地回答：“蒋伯伯，我们喜欢幼儿园，谢谢您来看我

们!”一张张小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据新湖南客户端

实习实训是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的重要环节。为全面贯彻全国

职业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规范职业

院校实习实训，日前，教育部结合近期

部分违规问题查处情况，就进一步规

范职业院校实习实训作出部署。

近年来，教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日常管理、创

新方式方法、完善工作机制等措施，职

业院校实习实训工作总体规范有序。

同时，实习实训违规收费、实习期间学

生受到伤害、学生合法权益保障不力

等问题在部分地方和职业院校仍时有

发生。

假借校企合作等名义违规收费，

如有的院校在明确承诺入学后除学费

外不再收取费用情况下，仍以“高端就

业安置”“VIP专业培养”等名义向学生

收取“培训费用”；有的院校对合作企

业资质审查不严，企业向学生收取“技

能提升培养费”；有的院校校企合作项

目以“技能培训费”“代收费”等名义向

学生违规收费。

针对反映出的部分地方和院校实

习实训制度建设和管理机制不健全，

校企合作协议审核、执行等环节存在

漏洞，风险管控不到位等问题，教育部

要求有关地方和职业院校要立知立

改、严肃整改，各地要高度重视、引以

为戒，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就本

区域内所有职业院校和学生实习单位

开展专项排查，建立专项台账，对违规

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规范实习

实训敷衍塞责、屡推不动、管理不力的

地区和学校，要按照职责和管理权限

约谈有关负责人，督促各方切实落实

主体责任。同时，要完善细化实习实

训相关配套政策，推广有关地方经验，

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各地教育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

门、行业组织等统筹分析企业生产用

工需求和学校实践教学资源需求，健

全完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激励约

束机制，推出一批典型案例。要探索

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手

段加强实训实习。教育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加大指导

督促力度，进一步完善实习实训管理

长效机制。

据教育部官网

新华社北京 5 月 28 日电
中 国 科 学 院 第 二 十 次 院 士 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

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 28 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坚持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

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

迎难而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在广泛调研、公开征求

意见基础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于

6月1日签发第50号教育部令，颁

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规定》落实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关于“学校保护”的规

定，系统整合、创新完善了学校未

成年人保护制度，分一般保护、专

项保护、管理要求和保护机制等章

节，全面构建了学校保护制度体

系，就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学

生欺凌、校园性侵害等建立完善了

相应专门制度。

《规定》遵循全面保护的原则，

依据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

法、教育法等法律，专设“一般保

护”一章系统规定学校应当尊重和

保护的未成年人基本权利，包括在

校园内的平等权、生命健康与自

由、人格权、隐私权、受教育权、休

息权、财产权、肖像权和知识产权、

参与权、申诉权等权利。

《规定》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规定，针对学生欺凌、校园性侵害等社

会关注度高、对学生合法权益损害重大的

问题构建了专项保护制度，完善了相应的

防治工作机制。构建防治学生欺凌的规

则体系，明确从预防、教育、干预制止到认

定调查、处置等方面的防控具体要求，特

别细化了构成学生欺凌的情形和认定规

则，便于学校把握、运用。同时，完善校园

性侵害、性骚扰的防治规定，要求学校建

立健全管理制度，建立预防、报告、处置性

侵害工作机制，明确了禁止教职工与学生

谈恋爱等行为“红线”。

《规定》结合学校未成年人保护特点

和需要，全面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实施的管

理制度，包括校规管理、教学管理、作业管

理、读物管理、安全管理、药品管理、体质

管理、心理健康、手机管理、网络管理、禁

烟禁酒、教职工准入管理、聘用管理、教职

工日常管理、校车管理、周边管理等具体

制度，划清学校管理的制度框架与要求。

《规定》创新和完善学校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机制，明确教育等部门的支持监督

措施，补齐短板弱项，提出首问负责制、指

定学生保护专兼职监察员等机制，为学校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规定

教育部门、学校及教职工不履行责任的具

体处理办法，细化和完善法律责任，为下

一步加强管理问责提供更为明确的依据。

《规定》将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

施。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机构，推

动建立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试点，有针对性

地加强培训，健全工作机制，为学校开展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更加全面、更具操

作性的指导，支持地方、学校提升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工作能力和水平。

据教育部官网

新华社北京 5月 31日电 在“六

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音乐学院

近日共同举办第二届“美育云端课堂”

活动，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用优秀文

化艺术宣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更好满足青少年

精神文化需求。

该活动以“听党话，跟党走”为主

题，将党史学习与艺术体验相结合、课

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相结合、以美化人和

思政教育相结合，采用线上线下演出宣

讲并行的方式，从5月底至6月30日持

续开展系列艺术展演展播、讲演讲座。

此次活动选取 100 个优秀剧目和

音乐会，进行在线展播，让青少年切

身感受红色文化的巨大魅力；组织

“音乐党史”系列活动，梳理选取党的

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

品，编排音乐党课，用音乐呈现党的

光辉历史；选取全国 100 所中小学音

乐美育教育特色成果，在网上展演展

播，发挥美育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中的作用。

此外，活动还将在各地中小学组织

100名“小小志愿讲解员”，结合当地红

色文化资源，开展音乐党史讲解活动，

并录制成视频进行网上展播。

根据国家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统一部署，

5 月 27 日至 28 日,我省 48

个县市区参加国家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各样本县

市区规范实施，圆满完成

了各项工作任务。

今年国家义务教育

质量监测，在监测学生数

学学习质量、体育与健康

状况的同时，增加了学生

心理健康测试，相应地监

测实施时间由原来一天

增加到一天半。

为做好质量监测实

施工作，湖南省教育厅、

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一是成立了由省教育厅

党组成员、总督学、省委

教育工委委员郭建国同

志任组长的省义务教育

质量监测实施工作领导

小组；二是制定了监测工

作方案，印发了《关于组

织开展 2021 年国家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的通知》；

三是组织召开了全省实

施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工作视频会议，并两次

组织各市州、各参测县市区相关

人员参加视频培训，通过QQ群

详细指导各参测县市区按时间

节点完成了信息报送和监测实

施等各项工作；四是对每个样本

县派驻了两名视导员，全程开展

质量监测实施工作的督查、指

导，在监测期间，省义务教育质

量监测领导小组又组织了三个

巡查组，分别到长沙市、株洲市、

岳阳市进行了明察暗访。各市

州教育督导部门对辖区内参测

县市区监测工作加强了协调、督

促和指导工作，各参测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积极争取当地党政

领导的重视和公安、电力、通讯、

邮政等部门的配合,形成了区域

监测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安

全、有序、规范实施，监测实施工

作圆满完成，受到了教育部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中心领导专家的

充分肯定。

据省教育厅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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