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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观察

陈雨露代表：

提升教育质量
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

本报讯（记者 翁小平） “提升教育质量， 既是经济发
展新常态的要求， 也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核心要求， 要根据
教育的规律和人成长的规律， 重设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目
标。”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近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在提升教育质量的过程中， 要尊重基层教育
实践的首创精神。

陈雨露说， 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
这意味着整个经济的运行要从以速度为主转向以质量和效益
为主。 在这个过程中， 人力资本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虽然我
国现在高校毕业生从数量上看已经不少， 但从质量上看与经
济发展的新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陈雨露说：“现在家长为什么天天批评教育， 实际上是一
种期盼，这种期盼又跟‘中国梦’的实现结合在一起，是‘教育
梦’的主要内涵。所以，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提升教育质量，这既
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核心要求，也是重大的民生发展目标。 ”

如何提升教育质量， 陈雨露表示： “我国教育整体水平
的提升有很大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个人认为， 教育改革
应当是系统的改革， 也就是从学前教育一直到终身教育的系
统改革。” 他进一步解释说， 各个阶段教育的目标要有明确
分工， 学前教育主要的就是玩； 小学教育要“博”， 让孩子
们多读书、 多接触、 多问问题； 中学教育主要就是在“博”
的基础， 让孩子们加深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到了高等教育就
是要创新， 要往深处走。 要根据教育的规律和人成长的规
律， 重设整个的教育体系。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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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地正在编制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 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破解一系列困扰学前教育
发展的难题？ 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
长虞永平。

隰 详见第三版

抓“二期”落实 全在“机制”二字
【访谈】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形成国家

意志， 奏响时代强音。 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大会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等；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立法法的
决定，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0号主
席令予以公布。

今天的大会应出席代表2964人，
出席2877人， 缺席87人， 出席人数符
合法定人数。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洋溢着民
主、 团结、 求实、 奋进的热烈气氛。 大
会期间， 代表们不负人民重托， 依法履
行职权。 今天他们在这里投下庄严一
票。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
行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主持。

习近平、 李克强、 俞正声、 刘云
山、 王岐山、 张高丽和大会主席团成员
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李
建国、 王胜俊、 陈昌智、 严隽琪、 王
晨、 沈跃跃、 吉炳轩、 张平、 向巴平
措、 艾力更·依明巴海、 万鄂湘、 张宝
文、 陈竺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上午9时， 张德江宣布大会开始。
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出， 会议充分肯定
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
的2015年工作总体部署、 目标任务和
政策措施，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2014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决定批准关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
准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表决通过了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的决议， 决定批准关于2014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5年中央
预算。

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

法的决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根据
本决定作相应修改， 重新公布。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出，
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
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
一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安排， 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关于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定批准
这两个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全
国人大常委会接受陈吉宁、 陈豪辞
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的决定。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 张德江发表

讲话。 他说，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充分发扬民主， 严格依法办事， 保持良
好会风， 进一步统一了思想、 明确了任
务、 坚定了信心， 开得很成功。

张德江说， 会议期间代表们肩负全
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讲大局、议大事，重实际、
求实效，齐心协力、集思广益，使会议各
项成果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
的统一。 会议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依法行使职权，审议批准了政

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对2015年国家
各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我们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
上来，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贯彻落实本
次会议精神上来，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不断
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

张德江说，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
果是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
定，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 更好地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
动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
要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广泛宣传修改
后的立法法，抓紧完善相关配套办法，加

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 确保法律正确有
效实施，不断提高立法工作水平。

张德江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 提出
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
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集
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治国理政、 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战
略思想和战略部署， 具有重大统领和指
引意义。 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谋划和推进各领域各方面工
作， 在贯彻落实上凝神聚焦发力， 谱写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时代
新篇章。 （下转第四版）

张德江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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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呼吁出台民办教育分类管理配套政策———

允许营利不能只是“闻着香”

■本报记者 高毅哲

当下， 一个民办学校的出资者需要
掌握的专业技能有哪些？

常规答案是： 懂教育、 懂管理、 舍
得放权、 敢于投钱， 等等。

不过， 这些还不够， 还有一项———
知道怎么提取办学的营利资金。

尽管经过多年呼吁， 但民办院校的
营利资金依然处于现行法律法规的“灰
色地带”。 合理的利润， 往往没有合法
的身份。 这已成为困扰和阻碍民办教育
发展的关键因素。

多名政协委员表示， 民办教育的困
局，根源直指“分类管理”。“这是民办教
育的核心问题，牵一发动全身。 ”全国政
协委员、锡华集团董事长张杰庭说。

“合理回报”却不合法
进入2015年以来， 民办教育修法

及配套政策制定开始提速。 年初， 国务
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部分教育法律修正
案草案， 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
理， 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 2月，
教育部发布2015年工作要点， 提出研
究制定民办学校分类管理配套政策。

中国教育报记者了解到， 此前围绕
相关政策制定， 各类民办教育投资人从

不同诉求出发，进行了相当激烈的博弈，
这也导致分类管理的大方向迟迟未定。

一些已经壮大的民办学校希望尽早
确定企业法人身份， 这样政府就不会再
干涉它的学费制定， 可以合法获得更多
利润； 一些刚起步的民办学校则坚决反
对， 坚持强调非营利性。 某民办学校负
责人王新 （化名） 说： “它们还没有完
成市场的跑马圈地， 现在就确定营利合
法化对它们未来的发展不利， 所以带有
公益色彩的非营利性就成为最好的借
口。”

这一博弈反映出目前国内民办教育
投资人的普遍心态。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 只有10%投资
办教育的机构或个人是出于公益性目
的， 90%则有营利回报的需求。

然而， 现行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3条规定， 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事
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
则明确了民办教育的“民办非企业单
位” 的法人定位。

“其中最根本的， 在于 《教育法》
第25条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 王新告诉记者， “其他限制民办
教育营利性的法律法规条文， 基本上依
此衍生。”

“市场经济下， 投资方的合理需求
没有合法途径。” 张杰庭说， “虽然
《民办教育促进法》 规定出资人可以从
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但是这个

‘合理’， 却不合法。”
此种矛盾下， 出资者们既要提取办

学营利资金， 又要应对每年的会计审
核， 于是各种规避手法花样迭出， 这已
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分类管理亟须配套政策支撑
正因为没有取得法律“护身符”，

让一些对民办教育感兴趣的出资人望而
却步。 全国政协委员、 新东方教育科技
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 “我接触过不少
想投资教育的人， 最终都因为产权不
明、 定位不清而放弃。 社会力量办学积
极性仍在受到压抑。”

民办教育修法及配套政策制定步骤
开始提速以来， 全国政协委员、 吉林华
桥外国语学院院长秦和对此非常期待。

“我国有14.8万所民办教育机构、 4000
多万名民办学校在校生， 覆盖从学前到
研究生各学段。” 秦和说， 民办教育是
一个庞大体系,其多样性、 复杂性必然
导致诉求多元化， 只有分类管理， 才能
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但秦和同时提醒： “以前有关部门
也试图在法人身份、 税收优惠、 财政扶
持、 基金奖励等方面出台政策， 但很多
政策长期面临争议、 处于‘难产’ 状
态，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单一的政策目标
与多样化诉求的矛盾难以调和。”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教科院副院长
胡卫认为， 分类管理的大方向确定后，
要加强两类民办学校配套制度建设，

“对非营利性学校的财政扶持、 税收优惠
等方面， 可以参照公办学校进行管理，
同时提出在招生、 收费、 课程设置等方
面的公益性办学要求。 营利性学校可享
受类似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但是
在招生、 收费、 课程设置等办学自主权
方面， 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或与公办校享同等法律地位
张杰庭认为，如果分类管理能稳步推

进，民办教育界长期争取的与公办学校享
有同等法律地位一事，或将取得突破。

此前， 由于和公办教师地位不同，
民办教师社会保险走的是企业保险， 退
休后收入比公办教师差了一大截， 而且
在职称评定、 科研项目申请、 评先评优
等方面都有诸多限制。

秦和表示， 有超过300多万名民办
学校教职工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 同等
条件下倾向于在公办学校从教， 这无形
中加大了民办学校选聘教师的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 闽南理工学院董事
长许景期建议， 对民办高校教师社会保
险， 应参照公办高校事业单位标准的差
额部分由政府给予教师适当补贴， 以稳
定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

秦和希望， 在地方实践的基础上，这
一问题能在国家制度层面有一个根本解
决，“目前，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养老保险
制度、户籍制度正加快推进，应把握契机，
下决心把这一问题解决到位，在制度上实
现突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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