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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优先发展，筑牢供给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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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办学体制机制，推动服务
由“联动”向“主动”转变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建立职业教育产
教对接机制

聚焦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推动高等教育
转型优质发展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完善高校科技创
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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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互联共享，提高供给质量

探索中小学校协作发展机制

创新教师交流机制

完善“渝教云”信息化服务体系

构建教育开放合作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教育
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以改革创新教育制度
体系为重点，全面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有力推动了重庆教育
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一、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体
系，推动教育从“外延扩张”向
“内涵提升”升级

深入实施教育公共服务供给
改革，健全兜底供给、公平供给、
有效供给、优质供给的服务体系，
着力解决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中存
在的资源不均、结构失衡、质量不
优、效率偏低等突出问题，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逐步提升。

坚持优先发展，筑牢供给底
线。健全教育经费稳定增长机制，
全市教育经费年度投入达到 886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1.95%，确
保各级各类教育达到基本标准。建
立涵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生
均拨款制度，健全生均拨款标准动
态调整机制，学生受教育的财政保
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完善区县政府
教育投入责任机制，全市各区县共
增拨改善薄弱环节经费 41.99 亿
元。5年来，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
从75%增长到82.5%，义务教育巩
固率从 92.95%增长到 93.5%，高
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86.4%增长到
95.1%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从
34.1%增长到43%。

实施均衡配置，保障供给公

平。建立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
机制，推进学前教育政府购买服
务，提高普惠园奖补标准，要求新
建园一律建成普惠园，学前教育
在园幼儿普惠覆盖率从 62%增长
到 75%。建立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发展机制，逐步统一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经费标准、教师收入标
准、学校配置标准以及教师配置
标准，统筹安排资金用于改善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国家
认定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
从4个增长到26个，占比达65%。
建立教育精准扶贫机制，建立从
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
助体系，动态调整受助学生比例
和资助标准，每年惠及学生 400
万人次。完善特殊群体关爱体系，
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纳入区
域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把留守
儿童关爱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28 万随迁子女、32.5 万
留守儿童的权利得到保障。

优化布局结构，增强供给实
效。建立人口导向的校点布局动
态调整机制，5 年来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校3555所，新增学位65万
个，满足适龄少年儿童的就读需
求。健全城市新建小区配套学校
建设机制，推进新建小区与配套
学校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
付使用，有效疏解了“大规模学
校”和“大班额”现象。完善农村
学校建设机制，严格控制农村学
校教学点撤并，新建和完善 831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健全学校供
给调整机制，将中职学校数量从
235 所调减到 182 所，统筹用好乡
村闲置学校资源，促进教育发展
与人口总量、结构变化相适应，与
经济结构调整相衔接，与城市功
能定位布局相匹配。

推进互联共享，提高供给质
量。探索中小学校协作发展机
制，推广学区化、集团化、输出管
理、对口帮扶等一体化发展模式，
发挥优质学校对薄弱学校和农村
学校的引领带动作用。创新教师
交流机制，开展“县管校聘”改革，
推进城乡中小学校长、教师交流
轮岗，校长和教师交流比例分别
达到 38%和 23.1%。完善“渝教
云”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全市所有区县
建成教育城域网，“校校通”建成
率达到 94%。构建教育开放合作
机制，建立中外合作办学部市联
合审批机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及项目从13个增加到39个。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推动改革从“单一”向“多样”
发展

围绕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加快教
育教学改革，增强人才培养的系
统性和衔接性，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育人模式基本形成。

注重一核多能，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以立德为核心，以培育
多种关键能力为重点，构建起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推
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机制形
成，完善素质教育实施机制，健全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加强纵横贯通，畅通人才培
养渠道。在纵向上贯通人才上升
通道，着力探索“五年制”“3+
4”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起从中职到应用技术本科各
学段相互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
在横向上推动多种学习方式、学
习过程、学习成果的相互衔接，
探索“学分银行”改革试点，建
立学分积累、转换和认证制度，
建成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相
互沟通、有效衔接的终身教育体
系加快发展。

聚焦科学选材，优化人才选拔
机制。搭建考试招生制度框架，改
革高考招生计划分配方式，积极探
索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制度。

三、改革办学体制机制，
推动服务由“联动”向“主动”
转变

按照教育“四个服务”的要
求，以增强教育的适应性、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推动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主动与经济社会发
展接轨，努力构建教育与经济社
会发展协同联动的制度体系。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建
立职业教育产教对接机制。建立
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发
布专业设置目录，提高专业设置
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中职、高职
专业与重庆支柱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匹
配度分别达到 84.9%和 84.6%。
健全校企合作机制，支持企业根
据用工需求，与职业院校共同建
设职教集团，联合开办订单班，成
立了13个职教集团，建立了16个
职教园区，举办企业冠名班、订单
班 200 余个。完善人才双向流动
机制，每年选派 200 名职业院校
优秀教师赴企业参与实践、选派
200 名企业优秀工程师赴职业院
校任教，教师技术应用与创新能
力得到提升。

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推
动高等教育转型优质发展。创新
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机制，支
持在渝高校参与国家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一流学科重大战略；结合
重庆实际，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为导向，开展一流学科、一流专业
两大专项建设，实施人才队伍、教
育质量、科研能力、开放合作等四
大提升工程，推进以学科为重点
的“双一流”建设，已建设市级重
点学科 180 个、本科特色专业 251
个。优化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机
制，引导部分市属高校向应用型
和产教融合型转型发展，加快培
育与新兴产业相适应的相关专
业，已推动 13 所高校整体转型和
12所高校的相关学科专业转型。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强化高校原
始创新能力建设，每年从高校财政
性教育经费中安排 8%—10%，重
点支持应用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支持高校依托优势专业学科，建设
科技企业孵化器。完善科研管理
机制，优化协同创新机制。

四、完善教育治理体系，
推动治理从“传统”向“现代”
演进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加快构建各类教
育主体各司其责、协同推进改革
发展的现代治理体系，推动教育
治理从传统计划模式向现代治理
模式转变。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抓手，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
从严管党治党党委主体责任、书记
第一责任，强化高校党委统一领
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
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
续推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和中小学德育工作，健全中
小学党建工作管理机制。

以简政放权为抓手，提升政
府管理服务效能。完善依法治教
制度体系，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理
顺中小学管理体制。

以依法治校为抓手，健全现
代学校制度。依法扩大学校办学
自主权，对7所本科院校授予了教
授、副教授评审权、评议权等 73
项权限。推动学校章程建设，完
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学校
法律服务体系。

以多方参与为抓手，构建社会
参与治理格局。健全社会参与教
育决策机制，建立多方参与的教
育督导评估机制，创新社会力量
参与办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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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重庆市教委主任

赵为粮

本报讯 （记者 胡航宇 张
显峰 王强 李澈）“如果说职业
教育是经济崛起的秘密武器，那么
校企合作就是推动学校事业发展
的秘密武器。”从重庆工商学校杨
宗武校长的介绍中，记者了解到，
为了促进校企的深度融合，学校牵
头组建了西部地区最大的跨区域、
跨行业的重庆工商职教集团，江津
区政府紧邻职教集团布局了30平
方公里的重庆职教工业园。“我们
以集团为依托，以园区为平台，坚
持‘互动’发展理念，探索建立校企
利益链和利益共同体。”

学校探索创新“园团融合”集
团化办学模式。针对职教集团主
要设置的机械、电子、建筑等骨干
专业，职教工业园在引进项目上也
专门与学校进行了“匹配”。学校
与园区企业携手实施“订单培养”
计划，实现了育人与用人的“零距
离”，毕业与上岗的“零过渡”。企
业则利用集团成员学校的智力资

源和科研优势，与集团成员学校联
合开展科研攻关、研制开发新产
品，为企业增加了创新动力和经济
效益，推动了职教集团与工业园区
的融合发展，实现了集团化办学的
教育功能与服务产业功能双提升。

“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
业结构需要进行专业调整，服务人
才发展的需要。”重庆市教委相关
负责人说，这是重庆为打造现代职
教体系做好的准备。

据了解，按照“巩固一批、调整
一批、淘汰一批、新建一批”的要
求，近年来，重庆积极适应产业升
级需要，通过调整，中、高职院校专
业分别优化调整为 18 个大类 160
个专业和 19 个大类 344 个专业，
其中，与全市支柱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匹
配度分别达到 84.9%和 84.6%，初
步实现了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同
向发展。

“重庆不断加大职业教育投

入，服务产业需求，促进职业教育
持续健康发展。”市教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5年共计投入近500亿元，其
中财政性资金 327.4 亿元，年均增
长达到 5.86%，共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106万人。目前，全市中职学校
182所、在校生40.2万人，高职院校
40 所、高职高专在校生 28.7 万人；
各类职业培训机构597家，每年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120余万人次。

据统计，5 年来，职业院校毕
业生平均就业率达到 97.6%，留在
重 庆 就 业 创 业 的 人 数 占 比 达
84.5%。

作为部市共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国家制度建设试验区，重庆不
断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
展能力，着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
地，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对重庆汽
车制造、营销、维修等技能型人才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庆市立信职

业教育中心积极探索“双擎牵
引，四轮驱动”人才培养模式，
2011 年成立了包含 278 家行业、
企业在内的“校行企协作会”，组
建了重庆市汽车职业教育集团，
开办了 30 个特色班，并在 186 家
企业建立了学生实习就业基地，
学生双证书合格率保持在100%。

据统计，近年来，重庆推进
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建立产教融
合的职教园区 16 个、职教集团
13 个，职业院校与 5000 多家企
业实行协同育人，5 年来订单式
培养 20.9 万人。健全职业技能培
训体系，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技
能人才总量达到 340 万人，其中
高技能人才超过94万人。助推精
准扶贫，7.2万名建卡贫困家庭子
女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实现了“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农
业、移民等涉农培训资金 60%以
上用于贫困区县劳动力转移就业
培训，促进了脱贫致富。

职教改革助力重庆产业提档升级

本报讯 （记者 王强 张显
峰 李 澈 胡 航 宇） 钢 琴 、 舞
蹈、巴渝木偶⋯⋯每周二、三、
四放学后，重庆渝中区人民路小
学学生苏曼都可以免费参加由专
业老师来学校指导的这些兴趣班。

苏曼的父亲是一名水电工，
母亲在一家公司当会计，自小就
在重庆生活、学习，每年过年时
节才随父母回老家河南。

校长王卫告诉记者，人民路
小学在校生 583 人中，像苏曼这
样 的 流 动 人 口 随 迁 子 女 有 530
人。王卫说，学校是一所“小”学
校，占地仅4.3余亩，又地处市中心
位置，不好扩建，“但为了均衡发展，
政府加大经费投入，前几年为了将
原来的家属楼腾退改建成教学楼，
政府大手笔投入了数千万元”。

如今，这所学校已成为重庆
市优质学校。

“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大农
村、大山区、大库区和少数民族自
治区并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十分
突出的直辖市。”重庆市教委副主
任邓睿告诉记者，正因为如此，近
几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最大的“民
生工程”。

近年来，重庆市不断加大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力度，建立健全
财政教育投入增长机制，连续 5
年财政教育投入逐年递增。“十二
五”期间，仅中央和市级投入基
础教育经费共 628.4 亿元，占中
央 和 市 级 总 投 入 的 63.64% 。
2015 年，全市地方教育总投入
797.1亿元，全市用于义务教育投

入 395.7 亿元，占教育总投入的
49.64%。

记者了解到，重庆还加大对农
村、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教育投
入，市级投入20个贫困区县基础
教育专项资金85.06亿元，占投入
区县资金总额的 63.86%，其中投
入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16.39亿元。

重庆深入实施农村中小学“对
口帮扶”“领雁工程”“校校牵手”
等项目，确保每所农村学校或薄弱
学校都有一所相对优质学校结对帮
扶，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实现“全覆
盖”。

为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重庆
市第五十七中学不断加强对边远学
校进行结对帮扶，先后与涪陵明家
中学、垫江一中、秀山实验初中等
结对，并为石柱、巫山等地学校提

供挂职学习、教师培训、骨干教师支
教等方面的帮助。“近几年来，我们
累计为友好学校培训骨干教师
100 多名，校级干部 50 余名。”五
十七中校长周小明告诉记者。

除了以上方式，重庆在 28 个
区县均开展委托管理和学区制管理
试点，对 678 所城市配套新建学
校、薄弱学校委托名校进行管理，
缩短了新校、弱校成长周期。18
个区县通过“名校+分校”方式，
推行集团化办学，“一长执多校”，
做大名校总盘子，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

根据2016年动态监测反映，重
庆市区县域义务教育学校校际差异
系数较2012年大幅下降，小学平均
达到 0.574，初中平均达到 0.459，
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趋势明显。

重庆：优质均衡这碗水越端越平

数说变化数说变化

886亿元

健全教育经费稳定增长机
制，全市教育经费年度投入达
到886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1.95%。

26个

统筹安排资金用于改善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国
家认定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区县从4个增长到26个，占
比达65%。

65万个

5年来新建、改扩建中小
学校3555所，新增学位65万
个，满足适龄少年儿童的就读
需求。

94%

完善“渝教云”信息化服
务体系，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全市所有区县建成教
育城域网，“校校通”建成率
达到94%。

39个

构建教育开放合作机制，
建立中外合作办学部市联合审
批机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
项目从13个增加到39个。

200余个

与职业院校共同建设职教
集团，联合开办订单班，成立
了13个职教集团，建立了16
个职教园区，举办企业冠名
班、订单班200余个。

180个

推进以学科为重点的“双
一流”建设，已建设市级重点
学科 180 个、本科特色专业
251个。

◀重庆市合
川区新华小学的
学生在操场上奔
跑。

（资料图片）

▶高校学生
参加重庆市大学
生创新创业展洽
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