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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绑”
之后，学校能否自由生长
——一项区域改革的 3 年再回访
本报记者 倪秀
局长访谈

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局长陈兵：

放权，
让学校迸发活力

川大附中西区学校的师生们

管办评分
离是教育改革
中的一个难
点。政府如何
放权，如何给予
配套的政策保
障，放权后又如
何监管学校的
发展，都是必须
回 答 的 问 题。
如果改不好，就
可能变成学校
“放任自流”，或
者 是“ 一 纸 空
文”。到底该怎
么办，没有现成
的答案。
2014 年 ，
成都市武侯区
在川大附中西
区学校开展试
点，向学校下放
人权、事权、财
权，即“两自一
包 ”改 革 。 如
今，3 年多过去
了，学校不但平
稳运转了下来，
而且在全区公
办学校的指标
考核中，增幅第
一。截至目前，
该区已经在 12
所学校、幼儿园
实 施“ 两 自 一
包”改革，充分
释放了一批公
办学校的活
力。当然，改革
中仍有不少未
解的难题和困
惑，下一步，武
侯区的改革能
否再进一步，也
请大家一起来
思考。
——编者

2014 年，成都市武侯区在新成立
的川大附中西区学校实施“教师自聘、
管理自主、经费包干”的“两自一包”
改革，将“人权”“财权”“事权”下放
给学校，鼓励学校进行改革发展。
3 年多过去，试点学校把下放的权
力用得如何？“人权”“财权”“事权”
的下放是否给学校发展带来了活力？这
样的改革，在区域层面的推进效果又如
何？近日，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回访。

人，2017 年招聘 33 人，投递简历 1649
人。投递简历数与实际招收的人数比例
逐年上升。
除了比例外，教师的学历水平和层
次都在提高。以 2017 年为例，在投递
简历的人员中，达到硕士学历的就有
106 人，来自重点高校的也有 70 余人。
在最终招聘的 33 人中，教龄有 5 年以上
的教师达到了 15 名，其中大多都是放
弃本来有的编制，愿意来到学校。

教师管理实行“长短合同制”和
退出机制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整合,年初
一次性拨付

“
‘用人权’越用越活，学校吸
引力不断上升”

“用钱很简单，优劳优酬激活
了每一位教师”

说到“人权”，在改革初期，川大
附中西区学校校长胡平心里一直担忧：
除了 6 个管理层是区域内本就有编制的
教师，其余教师都是聘用的，教师队伍
的稳定性和质量能保证吗？
这个问题，不仅胡平心里一直打
鼓，改革的“观望者”们也同样质疑。
那么，3 年过去，情况到底怎样？
在川大附中西区学校，教师管理实
行“长短合同制”和退出机制。对于所
有应聘上岗的老师，初始合同都为一
年，一年后对于工作态度好、教学业绩
优、家长和学生口碑好的教师，续签 3
至 5 年合同；对于爱岗敬业但教学效果
暂时欠佳的教师，实行一年一聘；对于
达不到学校续聘要求的教师，实行严格
的退出制。对于敬业态度差、教学效果
差、学生满意度不高的教师，学校实行
“约谈提醒—帮扶整改—依法解聘”退
出机制。
“长短合同制和退出机制，我们是
真正用了起来。”胡平介绍，2015 年，
学校依法辞退了一名数学教师，同时又
及时招聘补充了空缺，这是“用人权”
的第一次大胆尝试。2016 年，因学生人
数扩充，学校又招聘了 41 位教师，同
时依法辞退 6 人。去年 6 月底的时候，
又招聘 2 人，这是为补充 7 月底合同到
期而不再续聘教师的空缺。
辞退教师，会不会引起原本教师队
伍的不稳定？在胡平看来，只要前期对
教师的约谈、帮扶做到位了，被辞退的
教师也容易接受，能够走得服气。去年
6 月被川大附中西区学校辞退的两位教
师，后来又应聘到了其他单位，进出通
畅、平稳。
在传统公立学校，如果学年中途出
现人员变动和缺少，往往要等到每年一
次的由编制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举行的
统一招聘，想要及时补充教师是一件较
为困难的事情。及时采取临时聘用的方
式，也会因为经费有限，导致吸引力不
够。
“我们现在不仅能及时补充师资，
还有了更大的选择权。”胡平介绍，教
师自聘的权力加上一系列的岗位激励，
学校现在“吸引力足够”，随时都能招
聘到想要的教师。
他拿给记者一张这几年的教师招聘
情况表，记者看到除 2014 年由川大附
中代为招聘 21 位教师外，2015 年学校
招聘了 43 人，投递简历人数 1350 人；
2016 年招聘 42 人，投递简历人数 1489

武侯区教育局对川大附中西区学校
实行“经费包干”，将人员经费和公用
经费整合，称为日常运行经费，以生均
经费形式打包拨付，年初一次性拨付学
校，年度包干，由学校自主管理和使
用。学校内部实行细化到每个中心 （部
门）、每个岗位的全员预算制度，充分
保障学校教职员工对经费的知情权和支
配权。同时，学校打破平均主义，坚持
按劳分配、按岗取酬、绩优酬高、薪随
岗变的分配原则。
“经费包干了，那这个蛋糕究竟怎
么切？这是很多人关心和质疑的。”胡
平说，这也是自己当时觉得压力最大的
地方。经费使用实行全员预算制，工资
实行按劳分配，这些在当初只是写在纸
上的改革举措，如今变成了现实。
学校每年都请第三方的机构来审核
经费使用情况，记者从这 3 年来的审计
结果看到，川大附中西区学校的经费使
用情况，总投入只比区域内中等花费学
校略高一点，经费使用过程也全部合法
合规。
“我们实行全员预算，只要在预算
内，财务签批就很简单，如果有预算外
的开支，再由校长办公会来决定。”胡
平说，全员预算制一方面分散了权力、
降低了经费使用风险，另一方面更是让
经费用得更好。
以各种功能室的建设为例，学校建
立了舞蹈、书法、绘画、音乐等十余个
功能室，申请在每个工作室开课的教
师，就是该工作室的建设时的预算者，
按流程报预算，审批通过就能自主使用
这笔经费。另外，在资金安排上，学校
也更具有主动性和规划性，教师内部就
能提主张，只要觉得合适，教代会通过
就能用。
“工资不是按照教师身份发，基本
工资不超过年收入的 15%，而是对事对
岗位发。”胡平介绍，学校所有的岗位
和专项工作都面向全校教师公开，大多
数的事务都实行项目包干制，例如创作
校歌、策划并执行一台毕业晚会，这些
都能成为一个项目。教师可以自行申报
参与其中，项目经费他们能自主使用，
同时会统计工作量，作为工资发放时的
一个项目。以 2016 年为例，该校共计
发布项目 67 个，参与人次 655 人次，累
计投入项目工作经费约 60 万元。
川大附中西区学校在改革初期提出
的优劳优酬到底如何实现？记者从一份
随机工资发放情况一览表发现，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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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

年为例，该校教师的年平均收入约为
9.2 万元，教师年收入最大差距将近 4 万
元，平均每位教师拿到手的工资在
4600 至 4700 元，这比同层次的普通公
立学校高出 1000 元左右，公积金也同
普通公办学校差不多，只是社保按企业
类型购买。
文平，是 2015 年放弃编制进入川大
附中西区学校的一名教师，现在是该校
七年级学部的教研组长。从工资构成上
来说，她现在有基本工资、班主任管理工
资、处室工作工资（学部教研室）和课时
津贴。文平说，每个月工资发放前，所有
考核数据都会公示出来，岗位工资情况、
工作量情况，一目了然，教师们自己一算
都能对当月工作做到心里有数。

扁平化管理吸引每一位教师参
与学校决策

“学校各项指标都达标，在全
区公办学校中增幅第一”
“各项工作都有人主动申请，每一
位教师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加入到学校的
建设和发展中来。”胡平说，学校实行
管理自主，其实是建立起了一个共同治
理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每位教师的积
极性都能被调动，
也都能参与其中。
关于教师参与学校事务，胡平还给
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作业批阅，是学校
考核教师的一个标准。开始的时候，教
师们对最初的计算方面提出意见：为什
么语文作文要记两次工作量，英语听写
算一次？那最后到底怎么算呢？大家就
一起来商量。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最终大
家商量出了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标准。教
师也自然就参与到了学校管理中。”胡平
说，校长权力分解的同时，激发了学校和
每位教师的发展活力。
川大附中西区学校现有教职工 136
名，其中区内在编教师 6 人。肖光玲是在
编教师之一，2014 年，看到教育局的招
募通知，她只觉得学校离家近，就来到了
川大附中西区学校。
“当时我有一种偷懒
的心理。
”
来了之后，肖光玲发现这个学校和
自己想象的大不一样：教案一周查一次，
对作业批改等都严格要求。
“ 学校要求
严，你必须认真起来。”肖光玲说，自己又
在不知不觉中被激活了。
如今，肖光玲在川大附中西区学校
担任了 8 年级综合一组组长，责任意识
越来越强了。今年又承担了学校的教研
工作，虽然每天事情都很多，但每天都
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头十足。
胡平介绍，在“教师对学校满意度”
问卷调查中，全校 95.6%的教师表示愿意
长期在川大附中西区学校工作。这几年
的考核，学校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政府要
求的目标，而且在全区公办学校中增幅
第一，学校迅速在周边同类学校中脱颖
而出。
“教师活力被激发了，学校的吸引
力提升了，我们自然能吸引和留住学
生。”如今，对办好学校，胡平不再像
最初那样充满担忧。胡平说，他这个校
长当得更轻松。“少了些约束和羁绊，
有了干事创业的冲动。
”

记者：最初，是在何种动因下，启动
设还滞后于改革发展。
“两自一包”
改革？
三是评价瓶颈。
“两自一包”
改革，
目
陈兵：
在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过程中，
的是打破体制机制壁垒，
在办学模式、内
我们想破解学校自主办学活力和能力不
部治理、课程建设等方面探索创新，
这必
强的难题。一方面，是因为“全能管理” 然与传统公办学校存在一些差异。但现
制约学校发展活力。各级政府部门“自
实情况是，区域层面还没有建立一套对
我革命”
动力不足，
人事财经评价实权紧 “两自一包”改革学校的评价标准，没有
紧抓住不放，
民主决策机制配套不完善，
构建形成以多元评价为主体，以正向激
科学评价体系和大数据管理手段缺失，
励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政府监管过多依赖习惯经验和主观评
记者：
目前，
改革成果的推广情况如
判，教师“入与出”管理机制不能适应学
何？
校发展需要。
“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推进
陈兵：截至目前，武侯区已经在 12
困难，
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
发展能力不
所学校、幼儿园实施
“两自一包”
改革，
充
够、活力不足。另一方面，
是绩效工资制
分释放了学校办学活力。去年 9 月又在
度难以发挥激励作用。
新建的晋阳小学分校启动改革，这是区
此外，新建校教师缺编导致上学面
域内完全使用
“两自一包”
改革政策的小
临新难题。
“十二五”
期间，
武侯区经济快
学。目前该校有 238 名学生，选聘了 19
速发展也带来外来务工子女数量的急剧
名教师，派驻了 5 名在编教师作为管理
增加，入学人数激增，新建学校速度加
团队，
目前看来学校运行良好。
快。义务教育管理实行“流入地为主解
在“两自一包”改革成果的推广中，
决”，但国家编制紧缩，编制部门无法为
我们坚持由点及面、循序渐进的推动方
新建学校划拨编制，新建义务教育阶段
式。目前看来，在原旧体制下的传统公
学校缺乏教师编制，
“ 上学难”重新成为
立学校推广起来难度更大，在新建学校
难题。
的推进相对顺畅。
正是为了破解这几大方面的难题，
2017 年开始，全部新建学校由区政
武侯区委区政府以
“办人民满意教育”
为
府人事管理和财政部门根据编制部门核
宗旨，
强化解放学校活力的制度供给，
连
定的各级各类学校编制标准，审定学校
续出台
“两自一包”
办学自主权改革的系
岗位数量和人头经费总额。区教育局依
列政策措施，推进重点、破解难点、化解
据核定编制和县级统筹原则，向学校分
热点。
配编制和岗位数量。
记者：从 2014 年到现在，改革已经 3
小学、初中分配“带编”干部教师 5
年多了，
目前，
改革面临哪些瓶颈？
名，幼儿园分配“带编”干部教师 3 名。
陈兵：目前改革面临的瓶颈主要有 “带编”
干部教师负责学校筹建和教师团
三个方面：
队传帮带。其余人员则全部由学校自主
一是人事瓶颈。从数据上看，川大
聘用。带编人员工资待遇实行档案锁
附中西区学校选聘来的大多是年轻教
定，实际工资待遇按照所在学校方案执
师，
教学经验缺乏，
能力水平与学校快速
行。自主聘用人员和带编人员全部实行
发展的现实需要存在差距，制约着学校
统一的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标准。教师
整体质量提升。在教师待遇保障方面，
队伍建设从“管编制”转向“管保障”
“管
学校为校聘教师购买的是企业养老保
使用”
。
险，
与公办在编教师存在一定的差距，
且
配合“两自一包”改革，我们还全面
校聘教师不能购买职业年金。若等到校
推行校长岗位职级制，激发校长办学育
聘教师退休后，所领的养老保险金必然
人积极性，
促进校长专业发展，
实现教育
与区域内公办教师存在差距，
这存在
“养
家办学。在全区所有学校实行名师优师
老”
隐患。
专项激励机制，
激发教师干事创业热情，
二是制度瓶颈。改革至今，虽然武
促进教师全面发展，
激发学校办学活力。
侯区以区委深改办的名义印发了《深化
区域教育综合改革 大力培育名师名校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成武委改办﹝2015﹞
8 号），区教育局印发了《深入推进“两自
一包”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成都市
教育局、市委编办、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四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广武侯区
“两自一包”改革经验的通知》
（成教办﹝
陈兵
2016﹞5 号），这些文件都不同程度地扩
成都市武侯区
大了改革的影响，但还未达到从制度层
教育局局长
面保障改革的深入推进，改革的制度建

专家观点

中国教科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吴霓：

可持续性是改革的关键
武侯区
“两自一包”
改革，
是探索
“管
办评分离”
中，
基层开展的一个很大胆的
举措。管办评分离，
研究的重点就是政府
如何放权，
又如何给予政策保障和监督。
“改革不能给真空。
”
改革的目的，
是
要激发学校和教师发展的活力，我们最
终的目标是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
个学生。如果做不好这些，管办评分离
就可能演变成
“放任自流”
或者成为一句
空话，总体来说，武侯区这项改革，凸显
了政府和相关部门改革的决心。
一方面，“两自一包”改革动了政
府相关部门的“权力奶酪”，摘掉了教
师的“公家人身份”，打破了公办学校
“大一统工资模式”，构建了一个开放、
竞争、高效、自主的“学校现场”。在
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个“最少障
碍、最低干扰、最小浪费，实现自己精
彩”
的环境，
教师职业动能和学校发展活
力得到充分的激发和提升。
另一方面，这项改革是一项科学的
决策。改革直面问题而来，例如编制困
局、绩效工资困局等。改革的同时配套
一个国家级课题，研究区域学校的改革
问题，
充分借力外界资源，
做好了顶层设

计，
改革也具有科学性。
我们一直说中小学要下放办学自主
权 ，“ 两 自 一 包”就 很好体现了这一
点。编制的困局其实在基层很难突破，
没有编制就没有经费。他们大胆创新，
实行经费包干。好处是在经费总量之
内，学校有自主使用权，这里面就牵涉
很多需要学校积极努力的方面，例如学
校要“包”，如何定工作量，如何做好
预算，这些都需要考量，也能调动学校
发展的自主性。
在人事权方面，教师自聘，实行长
短合同制，这是一项名副其实的现代学
校制度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
在改革的推广方面，
对新体制学校和老的传统学校来说，肯
定老校的推广难度很大，那如何加强推
进老校的改革？做好过渡，需要制度建
设跟上，更需要各个行政部门的配合。
此外，改革还需要注意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因为教育的外部环境对改革发展至
关重要。武侯区这项改革如何从区域层
面的改革，
上升为一项决策，
这是个值得
思考的问题。
（本版文字由记者倪秀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