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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选聘江北嘴实验
学校校长和引进优秀教师的公告

··公告公告··

江北嘴实验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
地处被誉为“长江上游的陆家嘴”“中国金融第三
区”的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的黄金口
岸，是江北区倾力打造的区域教育国际化、现代化
的示范学校，是江北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学校。

一、选聘范围：

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聘

二、选聘职数：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实验学校校长 1名，引进优秀教
师5名。

三、待遇：

给予校长安家补助费 50 万-100 万元；优秀教师住房
补贴10万-20万元。

有意应聘者，请登录重庆市江北区教育委员会门户网
站 （jbjy.cqjb.gov.cn）。

联系电话：023-67867909 67560175 （校长选聘）
023-67854760 67878662 （教师引进）

四、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2017年5月30日截止。

据新华社长沙 4 月 17 日电 4
月17日，“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
遗产论坛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开
幕。来自“一带一路”65 个沿线
国家的 83 位青年代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官员和专家、有关国家驻
华使节共100余人出席论坛。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向中外青年代表致
寄语。

刘延东指出，千百年来，海陆
“丝绸之路”沿线人民弘扬丝绸之
路精神，谱写了友好往来、相知相
交的历史篇章。新的历史时期，中
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扩大全
方位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致力于
使更多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本次论坛以“创意与遗产”为主

题，鼓励青年投身遗产保护和创新
创业，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人文交流。希望各国青年用
欣赏、互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
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
共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
贡献。

自习近平主席 2014 年 3 月 27
日访问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重要
演讲以来，教科文组织日益重视与
中方携手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
流互鉴，尤其是青年人之间的交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
娜·博科娃向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
致辞。论坛期间，各国青年将听取
中外专家报告、开展分组讨论并实
地考察长沙和泉州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产。

“一带一路”青年创意
与遗产论坛开幕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寄语各国青年

本报讯 （记者 王强 鲁
磊 赖思捷 通讯员 黄军山）

“ 通 过 采 取 对 口 帮 扶 、 捆 绑 发
展、委托管理、多校推一等措
施，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办学
模式、拓展办学领域、健全保障
机制，推进优质校集团化办学，
有效满足了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近日，湖南省长沙市教育
局局长卢鸿鸣在接受中国教育报
记者采访时介绍，近 5 年，长沙
新增品牌学校 200 多所，全市城
区义务教育学段优质教育学校覆
盖率达到75%。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都已开
展集团化办学，采取优质学校

“捆绑”薄弱校等办学模式，发
挥优质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如
今，实施优质校集团化办学，已

成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区
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
举措。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的
发展就是一例。2001 年，长沙
市的长郡中学与麓山国际实验
学校组建了湖南第一个基础教
育集团——长郡教育集团。16
年来，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借助与
长郡中学合作办学优势，摆脱了
当初发展中遇到的困境，逐渐成
为一所办学特色鲜明的优质校。

在卢鸿鸣看来，集团化合作
办学是现阶段基础教育的重要变
革，是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
教育需求同教育供给，特别是优
质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所作出
的积极回应，对推进城乡基础教
育均衡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更

多优质教育的要求有着重要意
义。

卢鸿鸣说，近年来，长沙学
前教育尝试走连锁式经营、品牌
化带动的办园模式，不断扩充优
质学前教育资源；鼓励优质高中
对口帮扶薄弱高中，创新办学体
制和管理方式，深度开展教学合
作；打破农村学校之间的封闭状
态，实现现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学校之间文化的渗透和融
合；各县 （区、市） 政府采用购
买服务的方式，将薄弱学校或边

远学校委托优质学校进行管理。
在距离长沙 1200 公里的成

都，集团化办学同样成为该市扩充
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

在教育部、四川省和成都市
共建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
区大背景下，从 2009 年起，成都
启动实施名校集团发展战略，开
展名校集团化办学，以“名校+弱
校”“名校+新校”“学术机构+学
校”等形式，在全市串起多条优
质“教育链”。

这种探索行政管理机制变

革、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的举
措，已成为优质学校集团发展的
有效模式。

据悉，目前成都已组建了涵
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
段教育的名校集团 115 个，成员
学校 191 所，覆盖学生 （幼儿）
46 万名，集团内部实现干部派
驻 201 人、交流 276 人、教师交
流 900 人，极大促进了名校进新
区、进园区、进山区，提升新建
学校、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发
展水平。

发挥优质学校辐射带动作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集团化办学：教育优质公平新趋向

4 月 15 日，少年宫教师在
杏花园里指导学生制作纸花。
近日，北京市延庆区香营乡新
庄堡村的万亩杏树杏花绽放，
与周围田园构成一幅秀美画
卷。坐落在该村的香营学校和
乡村少年宫教师，组织喜爱器
乐、手工、朗诵、书法等特长
的学生走进杏园，让艺术与大
自然融合，用环境给予学生

“营养”。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乡村少年宫
“搬”入万亩杏园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4 月
15 日，教育部与河南省政府在郑
州召开部省联席会议，就持续深化
部省合作、推进河南教育改革发展
进行会商。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宝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陈
润儿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宝生指出，近年来，河南省
委、省政府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不断加大教育投入，
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地方
高校转型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现
代职业教育形成了独特模式，教育
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河南的经
验和做法概括起来，就是发展看权
利、质量看服务、公平看均衡、改革
看体系，在保障人民群众受教育权
利、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
发展战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制度创新和体
系建设方面，走出了一条人口大省
办大教育的路子。陈宝生表示，教
育部将坚持分类指导、分区施策，
坚持部省会商机制，持续深化部省
合作，不断加大对河南教育改革发

展的支持力度，共同推进河南教育
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

陈润儿对教育部多年来给予河
南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河南历
届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教育摆
在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位置，在
教育部的支持下，河南各级各类教
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与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相比，河
南教育仍存在实力不强、均衡不够、
保障不足的短板。陈润儿表示，对
河南这个有着一亿多人口的大省来
说，教育改革发展尤为重要和紧
迫。河南省委、省政府将继续坚持
优先发展教育，为河南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会上，双方就一年多来部省会
商纪要落实情况、此次部省会商重
大事项及有关合作议题进行了充分
交流和磋商。

在豫期间，陈宝生还先后到郑
州大学、河南大学实地调研，听取
有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创发
展的情况介绍，和基层一线教师代
表深入交流。

持续深化部省合作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教育部与河南省政府
举行部省联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通
讯员 桑正）“一批青年教师在
职攻读博士学位，不少人面临毕
业难的问题，希望学校关心。”
在 4 月 15 日举行的上海建桥学院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上，该
校通识教育学院教师宋艳华提出
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师资队伍建设是此次董事会
的一项议题。听到宋艳华的发
言，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
当即表示，青年教师的学历提
升、职务晋升是事关学校长远发
展的大事，他要求校领导召开座
谈会，了解“准博士”们面临的
实际困难，积极寻求破解之法。

上海建桥学院在办学中推进
民主管理，邀请师生代表参加董

事会，了解并参与学校重大决
策。此次董事会历时一天，3 名
教师、2 名学生作为师生代表参
加。对于分配制度改革、财务预
决算等核心议题，他们不仅拿到
详细材料，还全程参加讨论，在
会上发表看法，有的建言被董事
会采纳，或者延后考虑。

来自信息技术学院的学生申
茜茜说：“董事长说经费再紧张
也不能缩减学生经费，2017年预
算中还大幅上调了学生奖学金预
算，准备提高学生的奖学金标
准，这让人感到很振奋。”

“ 不 看 不 知 道 ， 看 了 吓 一
跳，由于新校区建设带来的还本
付息资金压力，学校这几年都在
赤字运行。尽管如此，人员经

费、教学业务经费、学生活动经
费、学科建设经费等依然保持着
较大增幅，充分说明董事会对学
校改革发展的支持不遗余力。”
商学院教师马振说。

作为一所民办高校，上海建
桥学院自创校之初就不断探索推
进民主管理，如分配制度改革须
提请教代会审议通过、校领导接
受教代会民主评议、中层干部接
受教代会测评等。在新校区设计
方案的选择上，学校采取了师生
网上投票的方式，最终新校区的
设计方案就是师生“投”出来的。

“师生代表参加董事会参与
重要议题讨论，共商学校改革发
展大计将成为今后董事会工作的
常态。”周星增表示。

上海建桥学院在办学中推进民主管理

邀师生代表参加董事会讨论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近
日，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第五
巡查组到福建省教育厅开展巡查
工作。记者从巡查工作座谈会上
获悉，福建省教育厅连续 4 年获
评省政府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
先进单位。

福建启动“全国安全教育实

验 区 ” 建 设 项 目 ， 搭 建 了 省、
市、县校四级联动的学校安全教
育平台。目前，该省教育厅已健
全完善学校重大安全隐患治理逐
级挂牌督办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月报告、季分析制度，并在强化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同时，
强化重点领域安全管理，扎实开

展专项整治，坚持把学校安全工
作与教育事业发展同步规划、同
步部署、同步推进。

对于社会关注的校车安全问
题，福建颁布 《实施 〈校车安全
管理条例〉 办法》，制定校车服
务方案，建立校车联席会议制
度。福建省教育厅会同省财政厅

出台并落实省、市、县奖补政
策，加快推进非专用校车更换国
标校车进度。2015 年以来，全
省新办 （补办） 标牌校车 294
部，校车核验率和注销率均达
100%。全省 2443 辆国标专用
校车、50 辆非专用校车，全部
按标准配备视频监控和行驶记

录仪，并接入当地公安、交通
运输部门和学校监控平台，实行
动态管理。此外，省教育厅还组
织专家学者编纂了中小学公共安
全教育读本，一至九年级各一
册，纳入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范
畴，将于今年秋季在全省范围
内正式投用。

福建：公共安全教育读本纳入免费教科书

集团化办学，怎么“办”？
【新闻·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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