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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科技部人才与科普司发布了《关于首批国家体

育科普基地拟命名名单的公示》，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航空馆成功入选。图为

航空馆中庭实物展区。 赵常霖 摄影报道

教育部网站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发布

消息，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

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治理作出系统部署。

《意见》强调，各地要明确非学科类培

训主管部门、设置标准和准入流程。各省

（区、市）要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

别培训机构，明确相应主管部门。由省级

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相应类别线上和线下

培训机构的基本设置标准，明确底线要

求，培训场所必须符合国家关于消防、住

建、环保、卫生、食品经营等法律法规及政

策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体育、文化艺

术、科技等相应类别的职业（专业）能力资

质。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在岗教师，聘用

外籍人员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非学科

类机构须依法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

许可后，再依法进行法人登记。要对现有

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对标整改。

《意见》强调，要规范非学科类培训日

常运营。非学科类培训内容应符合培训

对象的身心特点和教育规律，不得开设学

科类培训相关内容。培训时间不得和当

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线下培训结

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线上不得晚于21:

00。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坚持公益属性，

实行明码标价和信息公开。培训收费实

行指定银行、专用账户、专款管理，不得使

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鼓励采取先

提供培训服务后收费方式运营。培训机

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

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

的费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

《意见》强调，要加强非学科类培训日

常监管。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

制人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

好安全职责，遵守建筑、消防等安全相关

规章制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各地要建

立联合执法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

行为。推进“互联网+监管”，将非学科类

培训机构全部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

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统一管理。推进行业

自律，引导机构规范运行。

《意见》明确，要做好非学科类培训规

范治理的配套改革。强化学校教育主阵

地作用，促进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加

强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教师配备

补充，开齐开足上好音体美课程；统筹利

用科普、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社会资源，积

极聘请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

员或志愿者等参与支持学校课后服务工

作，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改进体

育、艺术中考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

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

考核，弱化选拔功能，注重对学生运动习

惯和艺术素养的培养，不得将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结果与大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

各地根据需求可以适当引进非学科类培

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要坚持公益性

原则，引进的培训项目费用标准要明显低

于培训机构在校外提供同质培训服务的

收费标准。

《意见》要求，各地要在党委和政府统

一领导下，将规范非学科类培训作为重大

民生工程进行部署，抓好落地，要对责任

不落实、措施不到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地方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据教育部官网

“湖南教育政务微信排行榜”日

前出炉，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月30日，湖南市州教育政务微信公

众号矩阵运营模式日趋成熟，14个活

跃账号发文3124次，推文9627篇，日

均推文 26 篇。文章获得 4257.6 万次

阅读、23.3 万次点赞、6.8 万次在看。

矩阵WCI均值为861.22，政务服务指

数均值为121.57，总分均值为982.79。

湖南市州教育政务微信公众号

推文中，835篇文章阅读数过万，收获

79篇文章阅读数破10万的“爆款”热

文。其中，“长沙教育”贡献25篇，“娄

底教育”贡献 8 篇，“微言怀化教育”

“株洲教育”各贡献7篇，“郴州教育发

布”“邵阳市教育局”各贡献6篇，“微

言常德教育”贡献 5 篇，“衡阳教育”

“益阳教育”“岳阳教育体育”各贡献4

篇，“永州教育”贡献2篇，“湘西教体

之窗”贡献1篇。

2022年度，湖南本科院校官方微

信公众号矩阵中，38家账号累计发文

9282次，共推送11163篇文章，日均推

文数为31篇，运维力度较大。矩阵推

文累计获得7136.3万次阅读，148.5万

次点赞和47.7万次在看，矩阵WCI均

值为785.32。

2022年度，湖南本科院校官方微信公众

号推文中，阅读数超 1 万的文章数为 2184

篇，含19篇文章超10万的“爆款”热文。其

中，“湖南大学”贡献7篇，“湘潭大学”“湖南

师范大学”各贡献3篇，“湖南科技大学”贡献

2篇，“湖南工业大学”“南华大学”“中南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各贡献1篇。其中，“湘

潭大学”发文《官宣！官宣！官宣！湘潭大学

进入“双一流”！》获点赞过万。

湖南高职高专官方微信公众号中，75

个活跃账号累计发文12035次，推文17781

篇，日均推文 49 篇。文章累计获得 3032.2

万次阅读、168.6万次点赞、69.9万次在看，

矩阵WCI均值为567.53。

湖南高职高专官方微信公众号推文

中，232篇文章阅读数过万，其中2篇文章阅

读数过10万，分别来自“湖南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据湘微教育

（上接01版）

这十年，全县增加学位 2.2 万个，

超大班额已全部消除，共消除义务教

育大班额591个。义务教育阶段无一

人因贫因残辍学。全县学前教育三年

毛入园率92.6%，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57.01%。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 100%，

“全面改薄”获评全国先进。

春雨润山野
黄妹兰是福寿山镇的一名教师。不

久前，她收到乡镇教育基金会奖励6000

元。她说：“现在，乡村教师的待遇不比

城里差，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

平江的乡镇教育基金会兴起于偏

远的石牛寨镇。2016 年以前，该镇因

条件艰苦、财政困难等多种原因，导致

教师留不住、新教师不愿来，教师队伍

难以稳定。

当地党委政府为了改变这一现

状，决定发动社会力量办学，启动成立

乡镇教育基金会，许多寓外乡友得知

纷纷捐款。众人拾柴火焰高。从几十

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不到4个月时间，

便募集爱心款415万余元。

此后，石牛寨每年要发放奖教奖

学资金50余万元。该镇教师外流率明

显下降，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实现跨

越提升。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乡镇纷纷行

动起来，把成立乡镇教育基金会纳入

重要议事日程。瓮江镇、安定镇、余坪

镇等纷纷成立乡镇教育基金会，全民

兴教之风迅速吹遍平江大地。

随着一批批“平商”为家乡教育慷

慨解囊、回报桑梓，平江企业家流行起

了一股新的风尚。大家比的不是豪宅

豪车，而是在家乡教育事业中的作为。

“教育基金会惠泽百万老区人民，

广大乡友为乡村振兴厚植坚实底气。”

该县县委书记李勇说。

2022年，平江乡镇教育基金会实现

全覆盖，基金总额超2亿元，每年发放奖

教助学资金1300余万元。近两年，全县

增加教育基金会13个，新增规模8600

余万元。平江乡镇教育基金会已蔚为

大观，成为湖南教育一张亮丽的名片。

春光沐桃李
“现在老师布置的作业可有意思

了。”平江县城北学校学生徐天睿说，

以前老师经常会布置听、写、练类型的

家庭作业，现在这类作业少了，多了体

育锻炼、手工劳动、课外阅读等活动，

作业变得趣味盎然。

作业负担减轻后，要想让学生学

得好，课堂质量就显得非常重要。为

了实现减负提质，打造高效课堂，学校

加强对备课、作业、课堂等方面的检

查，坚持推行“推门听课”制度。在评

价学生方面，不再单纯看成绩，而是从

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兴趣特

长四个维度评价学生，突出培养十个好

习惯和美育特长，促学生“争星创优”。

“双减”是新事物，从教师到家长，

需要对其来一场认识的升华、思想的

蜕变。平江县各学校召开教师会、家

长会，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关于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

等一个个满含民意的配套文件出台，

推动“双减”落地生花。

在校外培训机构整治方面，该县

多部门联合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巡查，

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义务

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率超过93%。

没了“课外班”和繁重的作业，放

学放假后，小区里、公园里孩子的身

影多了起来。他们或嬉戏或运动，与

家人在一起享受亲情，脸上绽放着笑

容。

十三部门发文规范中小学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人民日报1月3日讯 记

者从教育部获悉：截至去年

11 月，我国慕课数量已经达

到6.2万门，注册用户4.02亿，

学习人次达9.79亿，在校生获

得慕课学分认定3.52亿人次，

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

界第一。“以慕课为牵引，深

入开展在线学习、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模式改

革，高等教育数字化进入新

阶段，高等教育形态正发生

深刻变革。”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优质课程资源持续增

长。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

平台自去年3月上线以来，更

新了覆盖14个学科门类、92个专业

类的慕课资源，提供了近10万种教

材及300多个虚拟仿真实验。截至

去年11月底，平台用户覆盖166个

国家和地区，平台与课程服务平台

累计访问292亿次，选课学习接近5

亿人次。

慕课西行促进教育公平。利

用东部师资与技术优势，将优质资

源输送到西部高校，累计向西部高

校提供17.29万门慕课及定制化课

程服务，帮助西部地区开展混合式

教学327.24万门次，学生参与学习

达3.76亿人次，西部地区教师参加

应用培训 171.4 万人次。目前，已

有725所西部高校使用慕课开展在

线教学或混合式教学，占西部高校

比例 97.3%，西部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能力显著提升。

国际交流合作广泛开展。自

2020 年发起成立世界慕课与在线

教育联盟以来，开设 168 门全球融

合式课程，11个国家的13所世界著

名大学实行了互认学分，推出了 8

门英文全球公开课，吸引全球学习

者730万。“爱课程”和“学堂在线”

两个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联盟，

向全世界大学生和学习者开放

1000 余门、14 个语种的在线课程，

全球累计学习人次达67万。

不得聘用在职在岗教师，单次收费不超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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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航院航空馆入选首批国家体育科普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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