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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别行动 � 基层 蹲点日记

■聚焦村小发展⑤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微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审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10月 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开
会议， 讨论十八届二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治局工作， 研究全面深化
改革重大问题， 审议并同意印发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稿在党内外一定
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
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
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八届三中全
会审议。

会议认为， 这次征求意见充
分发扬党内民主， 广泛听取各方
面意见， 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
面和党的十八大代表对文件稿提
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要逐
条研究、 认真吸收， 集中全党和
各方面智慧制定好文件， 使之成

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
性文件。

会议强调， 改革开放是党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我们
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锐意推进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
社会体制、 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
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成
就举世瞩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增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 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
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
推进，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
活力， 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

弊端， 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会议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就
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
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加快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民主政
治、 先进文化、 和谐社会、 生态
文明， 让一切劳动、 知识、 技
术、 管理、 资本的活力竞相迸
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
充分涌流，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会议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充分发
挥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
执政能力， 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
导责任， 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
制， 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推动改革能力， 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引导广
大党员投身改革事业， 为全面深
化改革作出贡献。

会议指出， 艰苦奋斗、 勤俭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
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中央历来强
调， 各级党政机关要大兴艰苦奋
斗之风， 带头厉行勤俭节约、 反
对铺张浪费。 近年来， 一些党政
机关讲排场、 比阔气、 大手大
脚、 奢侈浪费现象时有发生，广
大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制定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 就是要以刚性的制度约束、
严格的制度执行、 强有力的监督
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制
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
纪违规违法现象。 条例对党政机
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
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
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作
出全面规范， 对宣传教育、 监督
检查、 责任追究等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 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重要成果， 对推进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工作制度化、 规范
化、 程序化， 从源头上狠刹奢侈
浪费之风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
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抓好条例学习宣传贯彻，
坚决执行条例提出的各项要求。
要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工作
体制机制，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
自抓， 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 密
切配合， 确保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工作落到实处。 要紧密结合本地
区本部门工作实际和职责任务，
坚持从严从紧原则， 抓紧制定实
施细则和配套制度， 尽快形成立
体式、 全方位的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制度体系。 要坚持深化改革、
标本兼治， 着力推进相关改革，
条件成熟的要尽快推出， 需要研
究探索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推
进。 要加强督促检查， 加大惩戒
问责力度， 对铺张浪费行为要发
现一起、 查处一起， 坚决维护制
度的刚性约束力。 要加强宣传教
育， 引导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党
员干部增强节约意识， 在全党全
社会进一步营造节约光荣、 浪费
可耻的浓厚氛围。

湖北郧县实施关爱工程，让教学点教师留得住、教得好———

一个教学点老师的幸福生活
■特约通讯员 陈明琼 曹君华

金秋的湖北省郧县南化塘
镇， 稻田金黄， 瓜果飘香。

上午9点30分， 在离镇20多
公里的李庄村西坪教学点， 唯一
的一名任课教师、59岁的张明华
正在为学前班、一、二年级复式班
的16个孩子上课。 而作为教学点
的后勤职工， 他的妻子周宗荣一
边煮鸡蛋为孩子们准备课间营养
餐，一边清扫校园里的落叶。

这是西坪教学点今年最为平

常的一天，但相比往年任何一天，
这种夫妻一起“经营”教学点的生
活， 让张明华老两口至今还沉浸
在幸福之中。“真是做梦都没想
到，到老了，政府还给我媳妇安排
了工作，这下我工作省心多了，也
更安心了！” 张明华说。

1974年， 20岁的张明华就
被安排到西坪教学点教书。 39
年来， 在这里成家立业、 结婚生
子的张明华， 始终没有离开过教
学点。 因为他知道， 留在这里是
村民和孩子们的需要。

张明华的家就在学校附近，
妻子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多年
来， 张明华一边操心学校教学，
一边帮衬家里的农活。 可最近几
年， 随着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
教学点的老师渐渐地也只剩下了
他一人， 教学任务越来越重。 而
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越来越
难以独自承担家里的农活 。
2012年， 国家在郧县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后， 张明华每天不仅要上课、 打
扫校园， 还要给学生准备营养

餐。 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后勤服
务， 让年近六旬的张明华常常感
到心疲力竭。

张明华面临的问题， 是当地
许多农村“半边户”教师面临的共
同问题， 也是广大农村偏远学校
特别是教学点教师队伍建设面临
的普遍问题。 为了稳定教学点师

资队伍， 同时不折不扣地落实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 从今年开始，
郧县全面实施教学点教师关爱工
程， 筹措资金100余万元， 为每
个教学点聘请1名工勤人员， 主
要负责为学生做饭、 整理校园环
境等， 让教师从繁杂的事务中解
脱出来。 （下转第八版）

大学生采煤工：

矿井深处演绎青春
在河南能源焦煤集团赵固二矿， 有一个“80后” 大学

生采煤工群体， 默默坚守在矿井生产第一线， 他们来自全
国7个高等院校的8个矿山主体专业， 且都是本科以上学历
的“高知矿工”。 自2011年以来， 他们用实际行动在数百米
深的煤矿井下演绎着别样的青春， 诠释了“80后” 的责任
和担当。

赵林峰 摄

荨10月24日， 大学生采煤工在矿井下检修采煤设备。
茛10月24日， 大学生采煤工正在700米深矿井下探讨采

煤工艺的应用与革新。

新疆提高政府
助学金标准

本报乌鲁木齐10月29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今天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获悉， 今
年秋季学期开始， 自治区政府高
校一等助学金的资金比例比往年
提高了10%。

从2010年起， 自治区每年
安排1.6亿元资金， 设立自治区
人民政府高校助学金， 帮助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 目前已有近30万名高校学
生受益于这一政策。 今年新疆将
有70800名大学生享受高校助学
金， 约占在校总人数的31.7%，
其中享受一等助学金学生约占在
校生总数的29%。

村小建与不建
都是难题
■本报记者 阳锡叶 10月29日发自湖南永顺毛坝乡

毛坝乡太车小学教师向启福与学生们就要告别“堂屋小学”，
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学校了。 不过，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发现，一些村
小才建不久，就因为学生流失等原因被废弃，浪费了资源。

柯溪村 （现与廖家村合并为乾坤村） 离毛坝乡大约5公里，
是个只有500余人的小村， 废弃的柯溪村小就位于进村的公路
旁。 2011年， 61岁的田正华成为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名教师。 他
的退休宣告了这所办了几十年的村小结束办学历史， 18个学生
全部被转到毛坝乡九年制学校。

虽然柯溪村小从外表上看起来还比较新， 但空荡荡的校园却
给人以荒凉的感觉。 田正华告诉记者， 学校建于2001年， 当时
永顺教育局和村里投入了近10万元。 看着废弃的学校， 他很感
慨， 因为是他亲手建起来的， “现在只用了10年就完全废弃了，
真是可惜”。

像这样条件较好却已废弃的村小， 目前在毛坝乡还有6所。
毛坝乡九年制学校总务主任彭朝晖说， 如果每所学校按投入10
万元算， 那就相当于60万元的国有资产遭到浪费。 而目前如何
处置这些闲置校产也成了难题， 因为村小的土地是属于村集体，
而校舍建设却是教育部门投入。

实际上， 村小建与不建， 对当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来说，
都是个难题。 （下转第八版）

本报北京10月29日讯 （记者
焦新）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教育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安排，
10月28日， 教育部党组用2个半天和
1个晚上的时间，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
会，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坚持严肃
认真、实事求是、民主团结、触及灵魂，
开展积极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认
真查摆“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刻
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明确提出整改
方向和措施。 中央第25督导组组长
张基尧出席会议指导并讲话， 教育部
党组书记、 部长、 部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组长袁贵仁主持会议。

为开好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
会， 部党组高度重视、 充分准备， 认
真做好学习教育、 听取意见， 查摆问
题、 开展批评各项工作。 一是精心组
织学习教育。 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活
动始终， 安排10次集体学习专题报
告会， 重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 党章、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
近平总书记及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 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集中
学习交流， 召开直属机关学习交流
会， 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和群众观
念。 二是广泛深入征求意见。 部党组
召开16场座谈会， 分别听取“两代
表一委员”、 服务对象、 新闻媒体意
见。 每位党组成员确定2个基层联系
点， 听取直属单位和直属高校意见；
深入边远贫困地区调研， 在19个省
份召开基层座谈会31场。 经梳理归
纳， 共收集到各类意见建议1274条。
三是查实找准“四风” 问题。 召开5
次党组会、 7次专题讨论会， 对“四
风” 方面的问题及具体表现进行认真
审议查摆， 剖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
源， 共查摆出28个方面的问题。 坚
持边学边查边改， 针对社会反映强烈
的教育热点问题及时提出整改举措。
四是认真开展谈心谈话。 党组成员之
间、 党组成员与老领导、 机关司局负
责同志、 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谈心
谈话达252人次。 谈话前做好准备，
谈心中敞开心扉， 既谈自己“四风”
方面存在的问题， 征求对方意见， 又诚恳地对对方提出意见建
议。 五是用心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袁贵仁亲自主持起草党组对照
检查材料， 每位党组同志都自己动手撰写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进
行触及思想和灵魂的自我剖析。 对党组对照检查材料进行多次讨
论和审议， 作了30多次修改完善； 党组成员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数易其稿， 平均修改不下5次。 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和中央第25督导组对党组和党组成员个人对照检查材料进行
了严格审核把关。 这些都为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坚
实基础。

会上， 袁贵仁代表部党组报告了班子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转变作风等方面的情况， 对照检查了班子
在“四风” 方面存在的14个突出问题。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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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宁波“校企通”
打造就业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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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