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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筲/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评选

2015全国十大教育新闻揭晓

本报北京12月29日讯 （记
者 余闯 李澈） 由中国教育报
和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的
“2015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评
选今天在京揭晓，“习近平教师节
前勉励广大教师努力做教育改革
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
生成长的引导者”等10件新闻入
选2015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

2015年是全面深化综合改
革的关键之年， 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完成“十
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基本
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年。 这
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
列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体
现了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
视，为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
年， 教育重大方针政策密集出台：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八大举措“力挺”乡
村教师；鼓励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大学生创新创业成为校园新时
尚；部署“两个一流”建设，推动一批
大学和学科跻身世界一流。 这一年，
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教育规划
纲要颁布实施5周年，评估报告显示，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
上行列。

今年的全国十大教育新闻， 由
中央媒体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组
成评委会， 在对全年重要教育事件
梳理的基础上， 经认真评议后选出。
“全国十大教育新闻” 评选活动， 在
教育部党组的重视和支持下， 至今
已举办了17年， 社会给予了广泛关
注， 在学习宣传党和国家的重大教
育方针政策、 报道教育部重要工作
部署、 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的
良好氛围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详细报道见四版

浙江大学启动
一流学科“高峰计划”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炜 单泠） 浙江大学近日召
开一流学科建设会议， 正式启动“高峰学科建设支持
计划” 和“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 当天，
浙大校长吴朝晖与入选高峰学科的20个学科负责人
一一签订了学科建设任务书。

根据“高峰学科建设支持计划”， 浙大将在未来5
年重点支持20个学科的发展， 打造一批在国内具有
领先地位， 在国际上具有卓越影响力， 能够发挥引领
作用的品牌学科。“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
的目标是， 有针对性地对骨干基础学科进行长期稳定
的支持， 包括可预期的经费支持和政策配套， 通过两
个5年时间的建设， 实现基础学科的全面振兴。 为了
增强建设的有效性， “高峰计划” 将动态调整支持力
度， 根据绩效评估结果实行激励措施或退出机制。

甘肃教育扶贫
精准到村到户到人

本报兰州12月29日讯 （记者 尹晓军） 记者今
天从甘肃省教育厅获悉， 该省已下达2015年精准扶
贫学前和高职学生免学费补助经费1.437亿元， 受惠
学生8万多人。

为扩大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和
职业教育的机会，从2015年起，甘肃决定按照定点、定
向的原则，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
构建起到村、到户、到人的教育精准扶贫体系，并落实
多元扶持与资助政策。根据该省教育精准扶贫计划，对
建档立卡户贫困家庭幼儿按每生每学年1000元标准
免除在当地接受学前教育的保教费，2015年补助秋季
学期保教费每生500元； 对进入省内高职院校建档立
卡户贫困家庭学生按每生每学年5000元标准免除学
费和书本费（学费4500元、书本费500元）。

今 聚日 焦

本报北京12月29日讯 （记
者 焦新） 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
长袁贵仁今天主持召开党组会，
传达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
议强调， 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三农” 工作重要讲
话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部署， 扎实做好农村教
育工作， 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 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的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会议指出， 党中央、 国务院
高度重视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 会前，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
“三农”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李
克强总理作出批示， 充分肯定了
“十二五” 农业农村发展成就，
深刻阐述了“三农” 工作在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对
做好2016年和“十三五” 农业
农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 深刻分析农业农村
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提出用五大
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对于统一思想、 深化认识， 做好
明年乃至今后五年的“三农” 工
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
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

会议对贯彻落实工作提出七
点要求。 一是加快发展农村学前
教育， 扩大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
资源。 办好农村特殊教育。 二是
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
善农村学校寄宿条件， 办好乡村
小规模学校， 推进学校标准化建
设，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
育工作。 三是加快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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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四
是深入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等专项计划， 落实
和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政策。五
是加强涉农专业全日制学历教育， 支持农业院校办好
涉农专业，引导高等学校开展农技服务，引导有志于投
身现代农业建设的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加入职业农民队
伍。配合做好大学生村官工作。六是将职业农民培育纳
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 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
训体系。办好农村职业教育，将全日制农业中等职业教
育纳入国家资助政策范围。依托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
育资源，鼓励农民就地就近接受职业教育。开展农村贫
困家庭子女、 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免费接受职业培训
行动。 七是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拓展教师补充渠
道，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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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教师节前勉励广大教
师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 教育
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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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会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及优秀乡村教师代表 强调强国必
先重教、 重教必须尊师

国家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八大举措“力挺”乡村教师

国家鼓励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成为校园
新时尚

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首届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设立

国家部署“两个一流”建设 推
动一批大学和学科跻身世界一流

教育部通报违规违纪典型案例
向教育系统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亮剑”

国务院决定建立城乡统一重在
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国家发布“全面改薄”专项督导
办法 强调偏远农村地区必须保留
必要的教学点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5周年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
上行列

制图： 中国教育报 李坚真

“学术达人”的堡垒失陷
———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腐败案调查

■新华社记者 胡锦武 赖星

曾经，他是校友眼中能干的
“学术达人”， 是学生眼中没有架
子的“斌哥”， 拥有近5万名微博
粉丝……然而， 他却跌入腐败的泥
沼。 29日，江西唯一一所“211工程”
大学———南昌大学的原校长周文斌
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
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

“最年轻校长”沦为“腐
败能人”，面对行贿认为“不
收就便宜了他们”

2002年12月， 周文斌担任南

昌大学校长， 成为江西最年轻的大
学校长。 除此之外， 他还头顶全国
人大代表、 江西省委候补委员等光
环。 2009年10月， 南昌大学发布
消息称， 周文斌教授于2009年5月
当选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这
是江西省第一位俄罗斯工程院外籍
院士。

从“江西青年科学家” 到绕月
探测工程科学应用专家委员会专
家， 周文斌堪称“学术达人”。

公诉人指控时表示， 这样一位
“明星校长” 却将学校当成了自己
的“私有领地”。 2002年春节前，
承接学校某项目的一名企业主来到
周文斌位于东华理工学院的家中，
送去一笔现金， 表示“一点谢意”。
周文斌在忏悔书中这样形容自己当
时的心情： “你不收， 学校也得不
到， 岂不便宜了他们？ 最终， 这笔

钱成了我的‘第一桶金’。”
经法院审理查明， 2002年至

2013年， 周文斌在担任华东地质
学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 南昌大学
党委副书记、 校长期间， 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 共计人民币2111.8万
元、 港币30万元、 美元1万元、 韩
元90万元、 购物卡2.4万元、 卡地
亚手表一块 （价值3.86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 以送水果、 茶
叶等土特产为障眼法， 是不法商人
向周文斌行贿的惯用手法。 工程承
建商龚某某证实， 2005年春节，
他将两箱水果放入周文斌汽车的后
备厢内， 其中一箱装有50万元人
民币。 龚某某对周文斌暗示其中一
箱水果“特别新鲜”， 要自己吃，
不要送人。 仅龚某某一人， 就频频
采取“送水果” 等方式， 累计向周
文斌行贿330万元。 作为回报， 周

文斌为行贿人在项目承揽、 合作、
采购等方面提供便利。

工程腐败是周文斌“栽跟头”
的重点领域。 经查， 周文斌在工程
承接、 工程支付、 审计决算等方面
给予他人关照后收受的贿赂超过
1400万元。

权力任性处“贪”不惊，
财色双收腐化堕落

据办案人员透露， 周文斌到南
昌大学工作后， 形成了自己的“绝
对权威”， 在项目工程上暗箱操作
频频获利。“省委先后在学校安排了
两位党委书记， 我都把他们视同香
客，我才是这座大庙的方丈。”周文
斌在忏悔书中说。从“小贪”到“大
贪”转变后，周文斌开始变得处“贪”
不惊了。

权力的魅惑首先吸引了一批房

地产商围绕在周文斌身边， 为了感谢
周文斌在工程招投标、 审计决算等环
节的关照， 他们多以金钱“进贡”。

任职华东地质学院院长期间，周
文斌未经招投标， 将学生公寓和学生
食堂项目交由沈某群、 万某某等人的
公司承建。此后，为了帮助沈某群等解
决建设资金紧缺难题， 周文斌又在
2002年3月拍板决定以学生公寓、食
堂收费权作为质押， 并出面找到中国
银行江西分行行长沟通， 成功帮助他
们贷到2300万元人民币。

2003年初， 沈某群、 万某某等
人又承接了南昌大学教职工团购房项
目， 但因无力按约支付承包费， 缺乏
项目启动资金， 向周文斌提出从南昌
大学借款。 同年4月至5月， 周文斌
要求南昌大学将3675万元公款分两
次借给沈某群等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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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对照检查践行“三严三实”情况
讨论研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措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 面向未来，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任务还

很重， 巩固党风廉政建设成效、 防止问题反弹的任务还很重， 解决党
内作风上深层次问题的任务还很重。

要保持反“四风”、 正党风、 反腐败、 倡清廉的战略定力， 坚持
毫不松劲抓、 锲而不舍抓。

要把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深入运用到经常性党
风廉政建设中去， 做到标准不降、 要求不松、 措施不减。

要紧紧盯住党风廉政问题的新情况新变化， 厘清问题症结及演
变态势， 及时跟进应对措施， 做到掌握情况不迟钝、 解决问题不拖
延、 化解矛盾不积压。

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之中， 从解决“四风”
问题和领导干部不严不实问题延伸开去， 努力改进思想作风、 学风、
工作作风、 领导作风、 干部生活作风， 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

全文详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