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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
宁远
：新增 4.2 万余个城区学位的背后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朱智胜 尹代理 李慧敏
秋日，走进宁远这片以舜德文化、儒家文化为引领的沃土上，一幅学校建设各有千秋、学生发
展百花齐放的教育高质量发展生动图景呈现眼前。
近年来，宁远县委、县政府牢固树立“抓学位建设就是抓民生，抓学位建设就是抓发展”的理
念，大力筹措资金 34 亿元，在城区集中新（扩）建 15 所学校，新增城区学位 42750 个，连续四年均超
额完成了年度学位建设和消除大班额工作任务，
学位建设工作先后多次获得省、
市通报表彰。
高位推进，立足长远谋划
校园小，教室少，学生多，随着城镇
化的快速发展，来城区就读的学生人数
逐年增加，宁远县城区学位曾经一直处
于超负荷状态。
2017 年，
宁远县委、县政府专门组织
6 个学位建设专题调研组，科学规划出
“新建改建学校、中学易地搬迁、小学就
近入学”的教育蓝图，誓要破解学生“头
顶黑板背靠墙”的实际难题。
2018 年永州市城区学位建设集中攻
坚行动开展以来，宁远将学位建设列入
为民办实事的“一号工程”，投入 34 亿
元，
新（扩）建 15 所学校。
与此同时，宁远县委、县政府成立了
由县委书记任顾问，县长任组长的城区
学位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出台了
城区学位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实施方
案》和《考核办法》，把城区学位建设的任
务由 21600 个增加为 35000 个，并将任务
逐一分解。
在推进建设的过程中，宁远县敢于
“尝新”，
交出一份份新的答卷。
2018 年秋季，宁远二中整体搬迁至
可容纳 6000 余人的新校区。其旧址处
于城区繁华地段，如何处理？县委、县政
府专题研究决定，不搞商业开发，改扩建

后开设宁远县第十二小学，将城区 6 所
小学的 4567 名六年级学生整体分流至
此，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有效缓解了学
位紧缺的难题，也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
认可。
全力保障，
强化部门协作
新学校频频开工、拔地而起，是否能
按时交付，开门就是好学校？这是宁远
人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殷切期盼。
宁远举全县之力，各部门联动，直面
征地、资金等难题，专班推进高标准严要
求建设。
记者从宁远县学位办了解到，宁远
县委、县政府通过主动向上争、本级筹、
民间投、银行贷等途径筹划学位建设资
金 34 亿元；城区学位建设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及时调处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和群
众诉求 160 余起……
记者走访几所学位建设项目学校，
校长们聊的最多的便是“项目倒排工期，
按照‘5+2、白加黑、雨加晴’
。
”
2020 年 5 月，在宁远县冷水芙蓉学
校建设项目正式破土动工。作为全省
101 所芙蓉学校之一，该校开工晚，工程
量大。
“建设实施过程中，事多、事急是常
态”。夏冰是宁远县教育局派驻芙蓉学
校项目指挥部的一员。他清楚地记得，

2021 年 4 月、5 月
只 有 15 天 好 天
气 ，其 余 时 间 一 直
在下雨，大家想方设法
用足施工时间：在外墙上面
搭雨布，给工人配置防雨用品，工人们可
以安全做室内装修；买来大帐篷，工人们
在帐篷里和水泥，如期完成操场排水沟
的砌垒……
在县委、县政府的强势推进下，2020
年，宁远县义务教育大班额和高中阶段
超大班额全部清零，
2021 年来，
义务教育
阶段和高中阶段大班额得到有效控制。
一校一特，
建设最美地标
9 月 16 日一早，在位于崇德路与重
华北路交汇处的宁远县第十三完全小
学，学生排队在校门口扫码测温后，有序
入校。该校于 8 月 31 日揭牌，整个校园
楼宇之间，连廊相接，建筑风格以红色基
调为主，不规则的房顶，大小不一的窗
户，让人宛若置身童话世界，学生们十分
喜爱。
以“把每一所学校都建设成区域最
美的人文地标”为目标，宁远县所有城区
学位建设项目全部由上海交大设计院等
著名设计团队中标设计，都拥有“高颜
值”。投资 6.7 亿元、占地 462 亩的宁远

宁远县第十三小学
一中以灰白为主基调，给人沉稳庄重之
感。
受疫情影响，部分项目的扫尾建设
进度延缓，预算也因材料成本的上涨而
增加。
“ 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调研
小组，核实情况，批准经费，为学校建设
给与了充分的资金保障。”宁远县学位办
和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机器轰鸣，书声琅琅。近 5 年来，学
位建设与求学梦想交织，催生出宁远教
育发展的强势劲头。
“截止目前，全县新增了 42750 个学
位，能满足今后 2～3 个‘五年计划’甚至
更长时间的发展需要。同时，近 4 年来
补充教师 1871 名 ，城乡师资力量更充
实，人民群众对学位建设工作、宁远教育
发展的满意度和美誉度逐年攀升。”宁远
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蒋贤军表示，通
过教育资源整合，宁远县基础教育实现
优质、特色、多样、均衡发展，在教育强县
的征程上迈出了更铿锵有力的矫健步
伐。

冷水滩区：
冷水滩区
：
11 所，13620 人，
103..8%
103
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欧阳骥 李娟 金瑜婷

截至 8 月底，永州市冷水滩区完成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调整 11 所，调减学生 13620 人，比目标任务多调减学生
504 人，
完成率达 103.8%。
平安、
稳妥完成既定目标不仅是一件惠民的大事，
也是一件有助于促进教育优质、
均衡、
公平发展的好事。

大。面对繁重的调减任务，冷水滩区 学校转设为民办普通高中，停止起始年
委、区政府主动作为，成立了以区委 级招生，调减学生 2139 人；蓝天、京剑、
并入梅湾小学的学生在开展安全教育
书记为组长的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工作领 德雅、泓文、高阳、高峰 6 所学校属于“缩
导小组，按照“一校一专班”工作机制，明 购买一批”类，按招生规模核减招生计划
决心之强，主动作为抓“调减”
确
11 所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责任人和负 调减学生 758 人。8 月中旬，冷水滩区按
“上学期入学，孩子的学杂费等一次
小学 4000 元/生/年、初中生 5000 元/生/
性交了 4080 元，这个学期只交了 80 元， 责部门。
今秋开学，记者了解到的实际数据 年的差额标准向启龙、剑桥、永华、黄冈
民办改公办真的太好了，这是政府给我
们群众的大福利。”9 月 17 日，冷水滩区 为：调减民办义务教育学生 13620 人，比 博才、京剑、蓝天 6 所学校整校购买公办
学位，
共调减 10008 人。
梅湾小学三年级学生罗梓琪的家长兴奋 目标任务多调减 504 人。
数据背后展现的是，
冷水滩区委、
区
“8
月 27 日，随着最后一名民办教师
地告诉记者。
政府的担当与主动作为抓
“调减”
的决
安排进入长丰小学作临聘人员，
民办学
本学期开学，冷水滩区 11 所民办学
心。
校
253
名教师安排划上完美句号。
”冷水
校顺利完成调整，13620 名民办学校学生
举措之实，
精准施策化
“风险”
滩区教育局副局长潘志强介绍，151 名
身份“转公”，这意味着每名学生每年少
成绩的取得不是一蹴而就的，为学 公办教师返回同类学校，102 名非公办
交 8000 余元学费。
记 者 在 冷 水 滩 区 教 育 局 了 解 到 ， 生准备“位子”，为学校制订“方子”，为教 教师中 29 人到民办高中任教，19 名安
2021 年秋季学期，该区共有义务教育阶 师安排“去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 置到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任临聘教师，其
为调减保驾护航。
余 54 名也逐个联系，有的考编，有的另
段学校 72 所，学生 92820 人，其中义务 措，
按照
“三个一批”
（转公一批、
转设一
谋职业……对于教师的安置，潘志强如
教 育 阶 段 民 办 学 校 11 所 ，学 生 19288
数家珍。
“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在尊重教
批、
缩购买一批）
原则，
冷水滩区对
11
所
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校生总数的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精准施策。
师自身意愿的前提下，
我们尽力安置好
比例为 20.78%。按永州市下达的规范
耀华学校转为公办学校调减学生 每一名教师。
”
民办义务教育工作要求，该区需将义务
成效之大，
群众评价获
“满意”
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数占比控制在 715 人，小学生非起始年级 6 个班学生整
班制并入梅湾小学就读，初中非起始年
8 月 30 日，梅湾小学三年级 17 班班
6.6%以内。
从 20.78%到 6.6%，关系到 13116 名 级 8 个班划归京华中学分管，原地就读 主任马美金早早到校迎接她的新学生。
学生上学的问题。时间紧，任务重，压力 至毕业；启龙、永华、黄冈博才、剑桥 4 所 “我班上全是来自耀华学校的学生，从拿

到花名册的当天开始，我就在与之前的
班主任交流，了解学生的情况。”马美金
说，报到当天，学校不允许家长进校，但
从耀华学校并入的学生可以由家长带着
入校报到。
“这是给耀华学生的一个‘特权’，为
了让‘民转公’的家长放心。”梅湾小学校
长唐爱军告诉记者，有部分家长担心孩
子是新转入的插班生学校不重视、孩子
不适应，为此，学校特意在报到当天让家
长陪同孩子进校。当家长了解到都是由
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带班，且孩子是由耀
华学校整班制转入梅湾小学时，个个脸
上乐开了花。
“梅湾小学是附近最好的小学，以前
我们不符合招生规定读不进，无奈之下
才把孩子送去读民办的。每学期要交
4000 多元学费，现在如愿以偿进入梅湾
小学，只交了几十元。真是太开心了。”
学生家长李晓感慨。
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合理调控民办
义务教育规模，任何基于教育的改革，归
根结底都是为“办人民满意教育”做铺
垫，冷水滩区正奋力书写着一份更有温
度、更有质感的民生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