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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筲/

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聚焦“十三五”

如何完善资助方式实现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 专家建议———

“分区域分人群，逐步建立健全资助体系”
■本报记者 万玉凤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与宏观教
育财政体制机制改革相适应， 我国
学生资助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 基
本建立起覆盖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
教育各阶段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
建国近日表示。

为了实现应助尽助， 保障每个
孩子都能有学上、 上得起学， 近年
来， 国家密集出台多项学生资助政
策。 来自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
数据显示， 2011年至2014年， 全
国共资助学生逾3.3亿人次， 资助
金额超过4700亿元， 其中， 财政
资金占资助总额七成以上。 仅

2014年， 财政投入便有近1000亿
元， 比上一年增长超过20%。

据教育部公布的 《国家助学贷
款发展报告》 显示， 国家助学贷款
工作自1999年启动至2013年， 全
国开办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979
所， 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7.34%；
全国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区
县 2464个， 占全国区县总数的
86.09%， 大大降低了学生因贫辍
学的发生概率。 截至2015年7月，
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1200亿元，
惠及1100多万名学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十三五” 规划建议提出， 要完善
资助方式， 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全覆盖。 在魏建国看来，

“十三五” 规划的内容要具体落
实， 必须瞄准学生资助工作的难
点问题。

“首先，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
设在各个教育阶段并不均衡。 学前
教育、 高中教育阶段相对薄弱， 特
别是在学前教育阶段， 资助方式尚
处于地方探索阶段。 其次， 学前教
育、 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阶段的办学体制和经费支持机制还
不到位、 不稳定， 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相应教育阶段学生资助体系的
进一步健全。” 魏建国认为， 我国
学生资助工作面临的这些难点问题
需要进一步解决。

在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目前仍
然收取学杂费， 国家助学金的资助

额度较低， 不能满足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生活费用， 同时覆盖面也低
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 在中等
职业教育阶段， 绝大部分学生已享
受到免费政策， 但国家助学金的资
助额度还偏低。 魏建国认为， 在这
一背景下，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将对
现行学生资助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十三五” 规划提出， 逐步分
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
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

“对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
免除学杂费， 不同学者可能会有不同
的解读。 在这里， 我想引用我的同事
田志磊博士最近的实证研究， 对规划
的这一提法进行解读。 根据他对我国
若干地区中职免费政策实施状况的调
查， 免费政策的效果存在很大的地区
差异。 在中西部地区， 免费政策促使
中职教育招生好转， 专业结构有所优
化； 而在东部地区， 免费政策造成了
比较复杂的影响， 产生了一系列负面
后果。” （下转第三版）

5 回眸与展望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 周年

教育规划纲要中期评估义务教育专题评估报告显示———

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全面普及
■本报记者 柴葳 刘博智

11月26日发自北京

“评估结果表明， 教育规划
纲要确定的义务教育目标任务得
到全面落实， 义务教育实现全面
普及， 均衡发展得到全面推进，
内涵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一些教
育热点难点问题逐步破解， 义务
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显著， 已经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在教育部今天举行的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系列新
闻发布会的第2场发布会上， 义
务教育第三方评估总负责人、 西
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
乃庆表示。

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办公室委托， 西南大学评估组
基于第三方的视角与要求， 坚持

“独立、 客观、 公正、 实事求是”
原则， 围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
有关义务教育目标任务和政策措
施， 在全国选取有代表性的14
个省份的500多所学校， 对我国
2010年至2014年义务教育改革
发展情况进行系统评估。

义务教育巩固提高率
稳中有升

教育规划纲要对巩固提高九
年义务教育水平明确提出， 到
2020年， 全面提高普及水平，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基本实现区

域内均衡发展， 确保适龄儿童少
年接受良好义务教育。 评估报告
显示， 2010年至2014年， 小学
毛 入 学 率 保 持 在 103.8% 至
104.6%之间 ， 升学率保持在
98.0%至98.7%之间； 初中毛入
学率由100.1%上升到103.5%，
升学率由87.5%上升到95.1%，
义务教育普及成效显著。

巩固率是义务教育普及水平
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评估报告
提供的数据， 2010年到2014年，
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从
87.5%逐年上升到92.6%， 距教
育规划纲要提出的2015年达到
93%的目标仅一步之遥。

作为我国庞大的义务教育群
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平等
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 直接关系
到义务教育普及的水平和质量。
西南大学评估组在调研中发现，

“两为主” 政策得到全面落实。
2013年和2014年， 全国随迁子
女进入公办学校就学的学生比例
始终保持在80%以上。 深入多个
省份调研的留守儿童就学状况也
显示， 自2012年 《关于加强义
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
教育工作的意见》 出台以来， 各
地普遍建立了留守儿童关爱和服
务工作领导机构， 形成了留守儿
童动态监测机制， 为留守儿童健
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环境。 备受舆

论关注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
考试的问题， 也取得突破性进
展， 2013年， 全国26个省份解
决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的
问题； 2014年， 全国28个省份
启动实施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改
革。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得到
全面推进

“我国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协同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 宋
乃庆表示，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
录的签署、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的印发，

以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工
作的全面启动，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致行动。截至
目前，全国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督导评估认定的县（市、区）达1124
个，其中京、津、沪、苏、浙5个省市已
整体通过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的均
衡评估。 （下转第三版）

从“基本”到“全面”的背后
特刊

5年来， 义务教育
实现了从基本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到实现全面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跨
越。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也迈出了有力的步伐，
缩小了地区差距、 城乡
差距、 校际差距、 群体
差距。

在教育规划纲要的
指引下，在总结前5年经
验的基础上， 通过进一
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我国将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
步伐，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隰 详见第五版

热与不热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第2场新闻发布会见闻
■本报记者 柴葳 刘博智

11月26日发自北京

一场大风过后， 北京难得晴
朗。 上午10点， 以义务教育为
主题的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
第2场新闻发布会在教育部北楼
二层报告厅举行， 到场的记者十
分期待。 “义务教育热点多， 估
计今天会有料。” 相熟的记者们
低声交流着。

新闻发布会一开始， 教育部
新闻发言人续梅就发现坐在第一
排的一张熟面孔。 “当年， 这位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过一篇题为
《爱也坑班，恨也坑班》的稿子，反

映当时像北京这种大城市择校热的
严重问题。那些年，教育公平是广受
关注的议题。 ”续梅注意到，最近很
多媒体对就近入学、 营养餐等教育
民生问题的报道， 反映出一些长期
阻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坚冰已开
始解冻。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
是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是整个社会
最关注的教育阶段， 也是一块硬骨
头。” 义务教育第三方评估总负责
人、 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宋乃庆带领的研究团队， 从教育
规划纲要对义务教育提出的普及与
巩固、 均衡发展、 减轻负担三个维
度展开调研评估， 调研内容涉及普

及巩固、 减负、 经费保障、 师资
队伍建设、 标准化建设等方面。

点多、面广、量大，是发布会现
场被屡次提及的我国义务教育显
著特征。 的确，全国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25.40万所， 在校生达1.38亿
人， 作为各级教育中人数最多、规
模最大的教育阶段，义务教育显然
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主要内容。

进入记者提问环节， 发布会
现场一下子沸腾起来， 俨然一场
针对义务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的
记者招待会。

“请问如何看待中小学课外培
训市场混乱的问题？ ”有记者提问。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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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26日 讯
（记者 赵秀红） 教育部今天
发布2015年秋季开学工作暨
“护校安园”行动落实情况专项
督导报告。报告称，学校安全形
势仍然严峻。 有的地方和学校
没有真正把安全管理制度落到
实处。 部分高校实验用危化品
存储仓库存在隐患， 实验废液
处置面临困难。 仍有不少中小
学、幼儿园未实现封闭式管理，
未配齐保安人员及安全防护装
备。 校园欺凌、 校园暴力事件
时有发生。 少数校车逾期未报
废或逾期未检验， “黑校车”
和农用车辆接送农村中小学
生、 幼儿上下学的问题仍然突
出， 涉校涉生车辆安全运行隐
患较大。

报告称 ， 2015年以来，
各地进一步密切警校联动， 持
续推进“护校安园” 行动和平
安校园建设， 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开展以危险化学品安全、
消防安全、 校车安全等为重点
的学校安全检查， 全面排查整
治学校安全隐患， 严格落实安
全防范措施， 全面排查整治安
全隐患， 深入开展学校安全教
育， 学生自护能力得到增强，
全国学校总体上保持安全稳
定， 学校安全风险有所降低。

从督导情况看， 绝大多数
地区和学校平稳、 顺利完成秋
季开学工作。 但一些地区和学
校在保障师生在校安全、 保证
学校规范办学、 改善办学条件
等方面， 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 除了安全形势
仍然严峻外， 违规办学现象仍然存在。 县域城区中小学
校大班额问题突出。 教育乱收费、 乱办班补课、 乱订教
辅资料及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情况依然存在。 有的地方
学生课业负担依然较重。

督导组建议， 各地要针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
题， 结合自身实际， 加大落实整改力度， 进一步提升学
校安全防控水平。 按照“全覆盖、 零容忍、 严执法、 重
实效” 的要求， 全面排查整治学校安全隐患， 彻底堵住
学校安全漏洞， 确保师生安全。 努力实现中小学封闭式
管理。 强化警校联动， 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和“护校安
园” 行动， 加快推动学校技防系统与公安机关视频监控
系统的联网工作。 要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 继续深化义
务教育招生入学改革， 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严格执行课
程计划， 落实中小学“减负” 政策。 进一步均衡教育资
源配置。

据悉， 此次督导在各地自查抽查的基础上， 采取教
育部党组成员带队重点督查和省级教育公安部门联合交
叉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于9月1日至18日实地检查了31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37所各级各类学校， 实
现对所有省份 （含兵团） 的督导全覆盖。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实行动态调整
明年起实施范围扩大至全国

本报北京11月26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记者今
天从教育部获悉，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日前下发 《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
并决定自2016年起将调整工作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

办法规定， 对于属同一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
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不得单独撤销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保
留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省 （区、 市） 学位委员会对博士
学位授权点的调整， 只能在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内和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之间进行。 此外， 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开
展增列学位授权点工作的， 需聘请不少于1/2本省 （区、
市） 以外的同行专家评审， 通过后， 公示时间不少于15
个工作日， 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按本办法主动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在3年内实行有限
授权， 须停止招生， 但保留对已招收研究生的学位授予
权。 3年期满后完全撤销授权， 仍未毕业研究生由学位
授予单位转由本单位其他学位授权点培养并授予学位，
或向其他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学位。

各省需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关于开展博士、 硕
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
的意见》 和 《办法》 组织本省 （区、 市） 范围内各学位
授予单位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

【评论】

“打游戏月入3万”的少年该力挺吗
日前有媒体报道， 江西南昌12岁男孩小新， 因

为擅长打某款游戏， 获得游戏直播平台青睐， 让他
月收入高达3万元人民币。 对于一些人的质疑， 小新
的母亲王女士说， 时代已经不同了， 对孩子横加批
评是不公平的。 小小少年郎靠打游戏挣钱是不务正
业吗？

制图 中国教育报 李坚真

5年来义务教育实现更高水平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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