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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进市县 新闻特别行动·浙江永康

改革者说

阳光操作动态监控 确保学生饮食安全
浙江省永康市委书记 徐华水

实施“学生饮食安全放心工
程”， 是永康市2013年十大民生
实事之一。 近年来， 永康市委、
市政府着力破解学生饮食安全难
题， 精心实施， 积极打造阳光食
堂透明厨房， 营造学校食品源头
可溯、 过程可控， 风险可防、 责

任可究、 满意可评的饮食放心环
境。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规范管
理， 阳光操作， 动态监控， 建设
校园阳光食堂。 统一配送， 建设
阳光食堂； 加强在线监管， 规范
透明厨房； 综合治理， 管理阳光
食堂； 制订营养食谱， 经营透明

厨房。 在全市中小学公办学校食
堂实现了“五透明”： 管理制度
透明、 材料来源透明、 材料价格
透明、 加工过程透明、 学生消费
透明。 学校食堂饮食让学生舒
心、 放心， 让广大家长满意， 成
为名副其实的“放心工程”。

从“廉洁食堂”到“营养食堂”
———浙江省永康市全力打造校园“透明厨房”采访纪行

■本报记者 朱振岳
通讯员 叶宁 谭孝军

这个学期， 浙江省永康市不
少细心的家长发现， 大多数学校
的食堂装上了视频监控系统，通
过在线监控， 食堂内每一道菜肴
的烹饪过程都透明公开， 学生及
家长对此一目了然。

永康市教育局局长田中朝介
绍说，去年，永康市委、市政府将

“十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列入该
市的十大民生实事， 全力打造校

园“透明厨房”，让校园食品源头
可溯、过程可控、价格可调、责任
可究、满意可评，做到招标透明、
监管透明、价格透明，为中小学生
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
目前，永康市95所公立学校已全
部实施在线监管， 共安装557个
视频探头， 相关费用全部纳入当
地政府财政预算。

靠制度打造“廉洁食堂”
着力建设校园“廉洁食堂”，

这是永康市委、 市政府痛定思痛

后的断然抉择。 2010年上半年，
该市先后立案查处了栽倒在学生

“饭碗”里的12名中小学校长，此
事当时震惊了全国。

永康市纪委负责人认为， 缺
乏必要的监督， 使学校管理出现

“真空” 地带， 导致校长权力过
大， 是造成这起教育系统腐败窝
（串） 案最主要的原因。 “从我
们查办的案件看， 学校物品采购
没有严格的招投标制度， 或制度
执行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学校
食堂的蔬菜配送业务， 校长一个

人说了算， 承包商只要‘搞定’
校长就可以获得业务。” 这位负
责人指出， 在教育管理体制上，
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 导致了部
分学校领导被权力“双刃剑” 的
另一面所击倒。

如何既保护学校干部免受
“利益诱惑”， 又确保广大师生食
品安全， 真正上好“双保险”？
永康市纪委、 市教育局出台了
《永康市中小学食堂管理办法》，
以刚性的制度来规范、 约束中小
学食堂管理 ； 同时， 该市从
2010年下半年就开始着手建立
学校食堂大宗物品配送招标平
台， 实行统一采购和学校自购信
息完全公开， 最大限度减少学校
管理者权力寻租的空间。

对于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配
送招标平台建设， 永康市教育局
一直非常关注。 为使这一制度更
趋完善， 该市仅招标文件文本的

形成，前前后后就征求各方意见，
修改了20多次。 此外，永康市教
育部门还开发了一套与之相配套
的软件系统，从而使程序透明、价
格透明，将配送、采购全过程置于
“阳光”下，便于有效监督。

永康市教育局纪检组长谢滔
介绍， 现在， 通过局域网链接，
全市任何一所学校， 哪怕是买一
斤青菜， 也会在教育部门的监控
之下。 在网上， 教育主管部门能
及时发现学校食品价格、 用量等
异常变化， 并快速作出反应， 进
而对有关学校负责人予以“强烈
提醒”。

去年8月， 永康在对全市公
办学校食堂的米、 面、 油、 冷冻
品等大宗物品原料实行统一配送
基础上， 又将统一配送范围扩大
到鲜活类食品原料， 并选定4家
定点配送企业， 明确有效服务期
为两年。 （下转第四版）

今日 评微
栏目主持人： 禹跃昆
征稿： jinriweiping@163.com

仪器不“活”
怎出成果？
■高毅哲

近日媒体报道， 攻克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难题的中科
院院士薛其坤， 将成功秘诀
之一归于“基本功”的训练：
他要求学生操作大型实验仪
器要像骑自行车一样， 闭着
眼都能骑， 这样才有足够的
技术水平去争取科研成果。

这里显然有个前提，即学
生有机会长期接触使用大型
仪器设备。只能说他们是幸运
儿———当大型仪器设备的采
购经费节节攀升，其使用率低
下却已非一日之疾。 设备蒙
尘， 不仅是科研经费的浪费，
更是对科研力量的制约。

当协同创新的呼声深入
人心，建设仪器设备的高效利
用协作体系迫在眉睫。大型仪
器在一地扎堆儿、同时又实行
条块分割管理的现状应尽快
改变。 在高效的开放体系下，
有时一台设备就可满足相当
范围的使用需要，科研人员也
将摆脱手中无“枪”的窘境。在
我国科研经费仍总体短缺的
当下， 这既是对纳税人负责，
也是对科研负责。相信管理者
有足够智慧消除仪器物尽其
用的掣肘。

情系师生真情送暖
11月17日，国网昌乐县供电公司职工在为西尖小学安装供暖设备用电线路。 山东省昌乐县西尖

小学是一所农村学校，今年准备安装新型采暖设备，昌乐县供电公司为学校免费更换了主配电箱、主
线电缆等设备，在寒冷冬季里及时为全校306名师生送去了关爱与温暖。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暗访视频当众播放，150多名校长如坐针毡———

湖南南县暗访校园“晒”管理漏洞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刚

记者 阳锡叶） “发动全校教
师开展安全除患大检查， 城郊
新颜学校为学生想得真细致
啊！” “茅草街中学三级联动
保校园整洁， 学校面貌大变
样！” ……这是近日记者在湖
南南县不少中小学校听到的家
长赞誉之词。

“半个多月前，我们在暗访
时发现，有的校内放养鸡、狗，
有的乱扔垃圾， 有的食堂卫生
条件差， 现在这些现象基本上
不存在了。”南县教育局办公室
主任黄超说，通过不定期暗访，
全县中小学精细化管理落到实
处，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为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南县教育局积极开展“民生
面对面、八诺心连心”活动，集
中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

点问题。“八诺”即公开承诺改进
作风服务教育民生的八个阶段：
科学定诺、公开示诺、扎实践诺、
暗访促诺、现场问诺、民主评诺、
整改兑诺、督查验诺。通过明察暗
访常态化、部门之间合作化、整章
建制系列化、学校承诺公开化，全
面推进工作作风转变。

从10月28日开始， 该局抽
调25名机关干部分成5个暗访小
组， 由局班子成员带队， 历时一
周， 对全县122所中小学、 13所
中心学校、 7个局直二级机构进
行了地毯式暗访。 共分发调查问
卷1500多份， 下发整改通知153
份， 拍摄照片5000多张， 现场
录像300多分钟。

11月6日， 在全县教育系统
“民生面对面、 八诺心连心” 整
改兑诺暗访情况通报会上， 县教
育局播出了录制的暗访视频： 有

的学校校内放养鸡、 狗， 有的新
课桌、 新墙壁被学生肆意损坏，
有的垃圾遍地， 有的教学楼顶层
通道未封闭， 有的食堂卫生条件
差……一幕幕难以置信的画面，
一段段触目惊心的镜头正在播
放， 让现场150余名校长直冒冷
汗， 如坐针毡。

视频近30分钟， 选取师德
师风、 食堂商店、 安全隐患排
查、 校容校貌、 校车安全管理等
与教育民生紧密联系的五大问
题。 视频播放后， 县局暗访小组
5名组长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逐
一进行详细点评， 参会校长满脸
惭愧， 深刻反省。

“在暗访中，我们做到了校校
到、班班到。 各暗访组到各单位、
学校主要进行现场查看、 录音录
像、走访座谈、问卷调查、查阅资
料、电话查询等，均严格遵守不打

招呼、 不通知、 不陪同的纪律要
求。 ” 该县教育纪工委书记饶怀
义介绍，“这样做， 能够有效防止
各基层学校弄虚作假的行为，便
于我们掌握最真实客观的情况。”

该局监察室主任李立华说：
“对于查出的严重问题，我们将进
一步深入调查，采取顶格处分；对
于整改不到位的干部要撤职查
办。 今年，县教育局已对2名校长
进行党政处分，对12名教师的行
为失范实行了一票否决， 共退还
违规家教收费2.7万元。 ”

“管好教育， 就要先从法治
思维立规矩， 再到明察暗访堵漏
洞， 最终形成服务教育民生的自
觉意识。” 南县教育局局长翦万
能表示， 南县将采取不定期方式
继续开展暗访督查， 以促进学校
办学行为规范， 保持队伍纯洁，
树立教育新形象。

进一步推进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各地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11月17日综合消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中国未来
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 连日来， 各地教育系统深入学习领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精神。

北京市教工委组织首都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座谈会。 北京市委常委、 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要求首都教育系
统深刻认识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重大意义， 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
和师生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要深入组织学
习， 广泛宣传动员， 把全会精神学深学透。 在深化改革、 破解难
题上取得新突破， 围绕首都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深入研
究制定新政策、 新办法、 新举措， 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广西高校工委、 教育厅日前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传达学习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 广西高校工委书记、 教育厅厅长秦斌指出， 学习宣
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推进深化教育领域
的综合改革， 是广西教育系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 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推进深化教育改革、 促进教育科
学发展结合起来， 进一步谋划本地区本学校的改革思路、 改革举
措， 努力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办学体制改革
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浙江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近日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各高
校组织干部师生及时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努力学深学透，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要通过理论中心组学习
会、 报告会、 座谈会等形式， 广泛开展宣讲、 研讨、 培训等活
动， 让广大干部师生全面深刻地领会三中全会精神， 领会关于教
育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具体举措， 进一步增强进取意识、 机遇
意识、 责任意识， 围绕办好让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教育的要求，
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记者 施剑松 周仕敏 朱振岳 实习生 蒋赐玲）

“农民”将由身份称呼转变为职业称谓

我国将逐步建立农民
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本报讯 （记者 翟帆）“要把‘农民’由身份称谓转变为职业称
谓。 ”11月15日至16日，农业部在西安召开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强调，要积极发展农业职
业教育，加快构建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据农业部有关部门调查， 目前我国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
整体素质不高， 务农农民中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的不足4%，
其中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 与美国一半以上农场主是
大学毕业差距很大。 而我国现行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中， 针对务
农农民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是一块几乎与底部齐平的短板。

据统计， 我国现有农业职业院校280余所， 县级以上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2700余所， 农村职业高中4000多所。 韩长赋说， 这
些院校都是宝贵的教育培训资源， 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载
体。 要引导农业职业院校采取灵活的教育培训模式， 把课堂搬到
农民家门口、 搬到农业生产一线， 促进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与职业
教育相衔接相贯通。

据了解， 从明年起， 由农业部推动的“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
工程” 将全部实现转型， 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要对象， 突出务农
技能这一核心内容， 开展从种到收、 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全过
程教育培训， 逐步建立起农民免费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制度， 使

“农民” 真正从身份称谓转变为职业称谓。

清华大学教授首次
发现全新肿瘤标志物
成功研发检测盒 一滴血可测癌症

本报北京11月17日讯 （记者 高毅哲） 清华大学今天宣布，
由该校生命学院教授罗永章领衔的研究组， 在世界上首次确认人
类热休克蛋白 （Hsp90α） 为全新的肿瘤标志物， 其自主研发的
Hsp90α定量检测试剂盒已通过临床试验验证， 并已获准进入中
国和欧盟市场。

肿瘤标志物是一类反映肿瘤存在的物质， 其存在和量变可以
提示肿瘤的性质， 现已成为肿瘤诊断、 预后及治疗指导中的重要
辅助手段。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迄今公布的31个可明确用于癌
症检测的产品， 均由外国科学家发现和定义。 罗永章团队的发
现， 实现了中国科学家在此领域的突破。

Hsp90α广 泛 存 在 于 人 类 细 胞 中 ， 当 细 胞 癌 变 后 ，
Hsp90α将被分泌到细胞外进入血液， 对人体产生破坏作用。
罗永章团队首次揭示了癌变细胞分泌Hsp90α的调控机制， 并进
一步证明分泌后的Hsp90α会促进肿瘤侵袭及转移， 且其在血液
中的含量与肿瘤恶性程度正相关。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 罗永章
团队和普罗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 成功研发

“Hsp90α定量检测试剂盒”， 该药物可用于肺癌患者的病情检
测和疗效评价。

“患者只需取一滴血液， 就可通过试剂盒检测血浆中的
Hsp90α含量， 这对精确确定患者病情至关重要， 可以为实现
肿瘤个体化治疗提供辅助依据。” 罗永章说。 DNA双螺旋结构发
现者、 诺贝尔奖得主沃森发来贺信称： “这使得人类向攻克癌症
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据悉 ， Hsp90α用于肝
癌、 乳腺癌、 胃癌等多个瘤种
的临床试验也将在近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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