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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队伍结构不合理， 待遇偏低， 准入
和退出机制不够健全， 岗位缺乏吸引力和竞争
力， 56.7%的班主任主观上不愿意继续从事班
主任工作。 隰 详见第五版

他们为何不愿当班主任
【调查】

今 聚日 焦

专家以一位乡镇教师工资为基础算了笔账，养老保险改革后，教育系统每年多支出2000多亿元

“养老保险改革涉及最大群体是教师”
■本报记者 苏令

小潘是江苏徐州一所乡镇中学
的数学教师， 最近遇见了一件烦心
事。 这件事不仅和她个人有关系，
也与她的同事们密切相关。

2000年大学毕业后， 小潘当
了一名中学教师。经过多年努力，她
已有中教一级职称， 目前每个月工
资3000多元， 加上每年底发放的1
万元左右的绩效工资， 虽然谈不上
富裕，但小日子过得也还滋润。

小潘担心的是1月19日国务院
出台的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对
教师会有什么影响。 “虽然 《决
定》 出台后， 媒体和舆论的焦点都
指向了公务员， 但实际上， 此次改
革涉及的最大群体是教师”。 据统
计， 2013年底， 全国公务员总数
为717.1万人， 而全国各级各类学
校的专任教师为1476.82万人， 是
公务员数量的两倍。

个人缴费不多但学校
缴费不少

对于养老保险改革， 小潘虽然
心里有点儿小疙瘩， 但还是支持
的， 毕竟事关公平。 “而且， 连公
务员都改了， 我们没有理由不改”。

今年1月10日， 小潘领到了
2015年第一份工资。 工资条显示，

“职务工资” 748元、 “薪级工资”
325元、 “教护龄津贴” 7元、

“生活性津贴” 1330元、 “义教津
贴” 810元、 “福利费” 20元、

“取暖费” 180元等， 应发工资
3420元， “代扣住房工资金” 387
元、 “代扣医疗保险” 64元， 实
发工资2953元。

小潘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 除

了工资以外， 绩效工资部分每年寒
假发一次， 大约是8000元左右。
这就是小潘一年的全部收入。 那
么， 小潘的基本养老保险应该缴多
少呢？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
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福利协会
专家工作委员会专家兼秘书长杨立
雄教授替小潘算了一笔账， 按照
《决定》， 从2014年10月1日起， 小
潘不缴纳养老保险就变成了历史。
从那时起， 小潘每个月要缴纳的基
本养老金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
杨立雄介绍说， 个人缴费区间在当
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至300%。
如果小潘的缴费工资处在这个区
间， 则小潘的缴费工资应该为实际
工资， 她的实际工资为工资条的前
5项 ， 即“748元 +325元 +7元
+1330元+810元=3220元”， 每月
需缴“3220元×8%=257.6元”，
一年需缴基本养老保险费“257.6
元×12=3091.2元”。

按 《决定》 规定， 机关事业单
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应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 单
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缴费，
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4%缴费。
因此， 小潘还应每月缴纳职业年
金， 数额为“3220元×4%=128.8
元” ， 每年应缴纳“128.8元×
12=1545.6元”。

一年算下来， 小潘应缴纳的基
本养老保险费和职业年金应为

“3091.2元+1545.6元=4636.8元”，
平均每个月386.4元。

除个人缴费外， 学校还要替小
潘缴纳配套的资金。 但小潘缴费的
基数是缴费工资(不是全部工资)，
而学校的缴费基数是工资总额。 学
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学
校工资总额的20%， 再加上8%的
职业年金， 学校每年应该缴纳工资
总额的28%。

记者从该市教育行政部门计财
科了解到， 小潘所在的学校有150

名教师， 每年的工资总额 （基本工
资+绩效工资） 为793.0413万元。
按照 《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学校每年需要缴纳工资总额20%的
基本养老费和8%的职业年金， 即

“7930413 元 ×28% =2220515.64
元， 相当于学校每年为每名教师承
担14803.44元。

教育系统每年多支出
2000多亿元

“小潘的工资水平， 比经济发

达地区要低， 但比欠发达地区要高，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全国教师的平均
水平。” 江苏省睢宁县教育局副局长
陈令军说， “学校作为事业单位， 办
学经费基本上都是财政全额拨款， 教
师的工资基本上也是由财政拨付。 所
以， 这些增加的养老保险投保经费基
本上也是由财政支付。”

为配合此次养老制度改革， 完善
工资制度也在同时跟进。 1月19日，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说， 国务院办公厅为此转发了3个
实施方案并已经发到各单位， 一是公
务员基本工资的调整， 二是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调整， 三是机关
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调整。

“为保证教师待遇不降低， 教师
工资会有一定比例的增长， 增长的幅
度至少应该和教师的缴费数额相持
平。” 杨立雄说， “这么算来， 教师
缴费的部分基本上也相当于是财政支
付了。”

据统计， 2013年， 全国各级各
类学校专任教师为1476.82万人， 扣
除民办幼儿园教师、 公办幼儿园非
在编教师以及其他民办学校教师，
需要财政支付工资的教师约1250万
人。 （下转第三版）

一、招聘岗位
因集团教育发展需要，2015 年我集团面向全国招聘

校长、副校长。
二、招聘程序

1. 报名时间：即日起接受报名。
2. 报名办法：符合条件者，请将个人简历、获奖证书、

身份证等有关证明资料，以邮件方式投递到指定邮箱。
三、福利待遇

校长、副校长年薪 20 万-50 万元，配备住房和车辆。
四、岗位要求

1. 年龄在 40 周岁-55 周岁之间，要求有多年完中学
校校长、副校长相关管理经验和教学经验。

2. 德才兼备，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团结协作，积极进
取，责任心强，工作效率高。

3. 热爱中学教育工作，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富有责
任心。
五、联系方式

1. 漳州实验中学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新浦东路 139 号

2. 电话：0596-2638825（董事会）
3. 传真：0596-2638218
4. 邮箱：简历材料请发至 zzyzfx@aliyun.com（董事会）
5. 学校网址：www.zzyzfx.net
6. 学校微信公众号：fjzzsyzx

2015 年福建东盛集团面向全国招聘校长、副校长
【北京大学附属学校(龙岩)、漳州实验中学、漳州外国语学校、南靖县实验中学】

教育部印发《学生志愿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

志愿服务纳入
实践学分管理

本报北京3月31日讯（记者 万玉凤）记者今天
从教育部网站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了《学生志愿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 为建立健全学生志愿服务体系、
推进学生志愿服务规范化和制度化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办法规定， 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协调本级共青团
组织明确专门机构，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学生志愿服
务的领导、统筹、协调、考核工作。学校有关部门负责
指导、协调本校团组织、少先队组织抓好学生志愿服
务的具体组织、实施、考核评估等工作。 学生志愿服
务组织方式包括学校组织开展、学生自行开展两类。
高校应将志愿服务纳入实践学分管理。

办法强调， 学校负责做好学生志愿服务认定记
录，建立学生志愿服务记录档案。学生志愿者因志愿
服务表现突出、获得表彰奖励的，学校应及时予以记
录。 学生在本学段的志愿服务记录应如实完整归入
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在大学学段实行学生志愿者星
级认证制度， 根据学生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
累计，认定其为一至五星志愿者。

办法要求， 地方和学校应设立学生志愿服务工
作专项经费，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制订学生志愿服务
工作综合考评办法，定期检查考核，并且纳入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评估体
系。 系统开展志愿服务基础教育和志愿者骨干专业
化培训。 （详见三版）

教育部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改革

在择校冲动强烈城区推行多校划片
本报北京3月31日讯 （记者

刘博智） 教育部今天召开部分大城
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调研座谈会，
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义务教育招生
入学改革工作。 教育部副部长、 国
家总督学刘利民出席并讲话。

刘利民指出， 在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 2014年， 各重点大城市
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 结合本地实
际推进改革， 基本实现免试就近入
学， 划片规范入学， 义务教育招生
入学改革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受到人民群众普遍认可。

刘利民强调， 针对今年义务教

育招生入学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要抓住四个关键环节，打好“组
合拳”。 一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
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城区，推行多校
划片，将热点小学、初中纳入其中，
缓解“学区房”问题。二是落实“两为
主”、“两纳入”政策，积极稳妥做好
随迁子女入学工作。 三是全面应用
全国学籍系统组织小学入学、 小升
初工作，严格实行“一人一籍、籍随
人走”。四是加强特殊问题研究， 逐
步紧缩非就近入学比例和空间。

来自北京、 天津、 上海、 重
庆、 沈阳、 大连等地的教育行政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同志认为， 2014年， 教

育部统一部署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改
革， 各重点大城市党委、 政府高度
重视， 将其列为经济社会改革的重
要内容， 加强指导协调， 强化督促
考核， 教育部门综合施策， 攻坚克
难， 成效明显， 社会满意度较高。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 2015年是全
面深化综合改革的关键之年， 各地
将加快实现就近入学全覆盖， 要坚
持阳光招生， 鼓励和支持社会监
督， 科学运用社会监督， 着力提高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公信力。

小升初新政实施一年多———

择校“重灾区”咋样了
■本报记者 刘博智

3月31日发自北京

3月31日， 教育部召开部分大
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调研座谈
会， 这离2014年初教育部给19个
大城市定下“100%的小学实现划
片就近入学、 90%以上的初中实现
划片入学” 的要求过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来， 这19个择校“重灾区”
任务完成得如何， 交出了怎样的答
卷？ 座谈会上， 各地相关负责人谈
了一年来所做的工作。

做大优质资源的盘子
“择校问题不能一禁了之， 不

能让学生就近‘拉倒’， 还得就近
上好学”。 在座谈会上， 北京市教
委主任线联平点出了均衡的核心问
题。

在推动均衡上， 北京在增量上
下功夫， 用线联平的话说， “利用
增量带动理顺利益关系”。

线联平介绍说： “首先是横向
联手增加优质资源， 通过对外引进
名校办分校、 城乡一体化学校、
‘教育集群’ 等方式拉动区域优质
资源广覆盖； 其次是纵向贯通培育

优质资源， 通过新建九年一贯制学
校、 九年一贯对口直升等方式为普通
学校成长提速； 再其次是统筹协调拓
展优质资源。”

优质资源的“大饼” 如何做到辐
射带动， 而不是被摊薄？ 天津市把中
心城区45所优质初中 （包括市教委
直属学校的初中部） 全部划入学区片
内实行划片入学， 并通过内部挖潜，
合作共建， 学校联盟等多种方式， 使
原有的优质资源不断扩大。

教师、 校长交流轮岗一直是均
衡的重点和难点。 天津市教委印发
了 《关于推进区域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校长交流轮岗工作的意见》， 指导
各区县结合实际， 采取学区内流动、
教育集团流动和新入职教师流动等
多种方式， 形成了教师流动的长效
机制。

今年， 重庆市校长、 教师交流轮
岗试点区县交流比例达10%， 骨干教
师的交流比例达到20%

信息管理让权力不再任性
一直以来“严禁择校” 沦为口号

的原因是， 制度执行失之于宽、 失之
于软。

（下转第三版）

文化部整治暴恐动漫
土豆等多家网站网络动漫被查

本报北京3月31日讯 （实习生 章林昱） 近
日， 文化部下发第二十三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
动查处名单， 土豆、 优酷、 爱奇艺等多家网站涉嫌
提供含有诱导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以及渲染暴恐、 色
情等网络动漫， 被列入查处名单。

与第二十二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查处相
比， 本次在查处对象上由网络漫画转向网络动画；
在整治内容上主要关注含有暴恐内容、 色情元素、
画面血腥恐怖等明显违背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
定》 和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的网络动
画， 重点对渲染暴力、 诱导犯罪的内容进行专项整
治； 在涉案企业上， 国内排名靠前的土豆网、 优酷
网等均在名单当中， 其违规动漫点击量过百万， 对
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筇曝光台 筲/

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5年城市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

100%城市小学
划片就近入学

本报北京3月31日讯 （记者 万玉凤） 记者今
天从教育部网站获悉， 教育部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
2015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要求
各城市全面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 加快实现免
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通知要求， 就近入学压力较大的各重点大城市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省会城市） 所有县
（市、 区） 要于2015年实现划片就近入学。 100%
的小学实现划片就近入学， 原则上每所小学全部生
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
入学， 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
学方式确定。

通知指出， 各城市要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择校冲动强烈的城区， 推广热点小学、 初中多校划
片， 合理确定片区范围， 缓解“学区房” 问题。 划
片后， 热点小学、 初中在各片区的分布要大致均
衡。 各片区内热点小学、 初中招生名额占该片区招
生总名额的比例， 片区间要大致相当。 要整体设计
小学入学、 小升初及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办法，
给家长较为明确的升学预期。

通知要求， 要坚持实行阳光招生， 鼓励和支持
社会监督， 科学运用社会监督， 着力提高义务教育
招生入学工作的公信力。 要健全协作应急机制， 建
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 与重点工作地区
之间、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专项工作直通网
络， 实现各个工作环节无缝衔接， 确保学生及时入
学升学。

教师
小潘

养老
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费
3091.20元×1250万
=386.40亿元
职业年金
1545.60元×1250万
=193.20亿元
每年共需缴纳
386.40亿元+193.20亿元
=579.60亿元

教师小潘所在学校每年应
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及职业年金

14803.44元×1250万
=1850.43亿元

养老保险改革后， 教师小潘应
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及职业年金

基本养老保险费
7930413元×20%

=1586082.60元
职业年金

7930413元×8%
=634433.04元

每年共需缴纳
1586082.60元+634433.04元

=2220515.64元
教师人均

2220515.64元÷150
=14803.44元

基本养老保险费
3220.00元×8%×12
=3091.20元
职业年金
3220.00元×4%×12
=1545.60元
每年共需缴纳
3091.20元+1545.60元
=4636.80元

·

假如以教师小潘的缴费为标准， 全

国1250万在编教师共需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及职业年金

制图 中国教育报 李坚真

假如以教师小潘所在学校缴费情况

为标准，全国1250万在编
教师所在学校需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费及职业年金

养老保险改革后教师和学校缴费情况图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