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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教育写好教育““奋进之笔奋进之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在指引下指引下 特别报道 江西篇

近年来在江西，“教育”
成了一个高频词。

省委书记、省长相继到各
高校调研、作报告，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省委组织部、发改委等部
门及全省 11 个设区市和 100
个县的党政“一把手”，纷纷
在电视台、报纸上“亮相”，
向百姓晒成绩、做承诺，公开
教育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
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全面改
薄、学校标准化建设、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等项目持续快速推
进，江西省义务教育总体满意
度从 2015 年的 79.33%提升至
2017年的91.18%。

2015 年，江西通过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评估认
定的比例只有 19.6%；今年
11 月，全省全域通过国家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检
查，并有望提前两年达成省政
府与教育部签订的 《关于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 的
目标要求。

江西教育发展提质提速的
背后，是近年来江西省主动作
为、积极探索，营造“党以重
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师以
从教为乐、民以助教为荣”的
良好教育生态的成果。

办好教育成了“一
把手”的职责

不建楼堂建学堂，每年
财政收入仅有8亿元的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安远，四
套班子仍挤在上个世纪 50 年
代建成的办公大楼里办公，
却将本级财政七成以上的钱
花在了教育上。

教育的事情优先办、重
点办！近年来，该县通过整
合资源、加大投入、健全机
制等举措把教育上升为最大
的民生工程。

安远县是近年来江西教
育生态变革的一个缩影。

作 为 中 部 欠 发 达 省 份 ，
江西教育的家底与经济基础
一样，底子薄、起点低。

千等万等，教育发展不
能等！

近年来，江西省委、省
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 《关于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若干
问题的意见》 等“1+N”政

策文件，全面优化教育顶层设
计，统筹协调发展各级各类教
育，坚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
先安排教育、财政资金安排优
先保障教育、公共资源配置优
先满足教育。

2012 年至 2017 年，全省
教育经费总量从775亿元增加
到 1174 亿 元 ， 增 长 51.5% ；
财政性教育经费从 648.99 亿
元 增 加 到 988 亿 元 ， 增 长
52.2%，占 GDP 比重稳定在
4.7%左右，占全省公共财政
支出稳定在18%左右。近5年
财政教育支出持续成为全省财
政第一大支出。

一直以来，江西高等教育
整体偏弱，为此，“十三五”
期间，江西省财政将统筹安排
资金 40 亿元，重点建设有特
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专
业。

2016 年，省委组织部与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联合建
立县 （市、区） 党政领导干部
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机制，
并配套出台约谈及问责办法，
压实了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优先
发展教育的主体责任。

“教育工作，不抓交不了
差，抓不好交不了账！”2018

年 4 月，江西省委组织部、省
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对 2017
年全省县 （市、区） 党政领导
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基
本称职的 4 个县 （市、区） 政
府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层层压实责任。近日，江
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对设区
市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

评价办法 （试行）》，建立了
对设区市人民政府领导、管
理、保障、推进本行政区域内
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有
关情况的评价机制，将督导评
价结果作为对设区市人民政府
和领导干部考核、奖惩的重要
依据。并明确出现涉校事故灾
难类、社会安全类、公共卫生

类事件等四类情形将在督导评价
中作相应扣分。

江西省委组织部和省编办、
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等政府教育
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逐一挂点
到县，对口帮扶，协同攻坚，确
保“千斤重担众人挑，各家单位
有指标”。

（下转第二版）

督导评价市县领导教育履职情况 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氛围

江西：“教育生态”风景独好
本报记者 徐光明 易鑫 甘甜

近年来，江西省主动作为、
积极探索，营造“党以重教为
先、政以兴教为本、师以从教为
乐、民以助教为荣”的良好教育
生态，有力推动教育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

江西将办好教育作为最大
的民生工程，作为实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
发展理念上强化优先，在要素
保障上确保优先，在体制机制
上突出优先。

坚持党的领导，完善顶层
设计。江西将教育事业纳入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成
立 6 个协调教育重点工作的非
常设机构，定期专题研究部署
教育工作。出台高校“党建工

作 10 条”等覆盖大中小学“一
揽子”党建文件制度 33 项，实
现省管高校、民办高校和中小
学校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全
覆盖。建立省领导联系高校制
度，省领导带头开展思政工作
调研、到高校作形势报告、宣讲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解决教育
发展中的难题。

优化资源配置，筑牢发展
基础。近 5 年财政教育支出持
续成为全省财政第一大支出。
各市、县（区）不断加大教育投
入，2017 年全省市、县（区）教
育投入占全省教育总投入达
66.4%。各级发改、财政、编制、
人社等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为教育配置更多社会公共

资源。2017 年启动实施统一
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工
作，构建“省管总量、市管调剂、
县管使用”的有效机制。省属
高校编制启动备案制试点，编
制管理实现科学化，调动队伍
积极性。

加强教育督导，扭住关键
支点。建立县级党政领导干部
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机制，
变过去教育部门单独考核为教
育部门与组织部门共同考核，
变只考核政府为既考核政府又
考核党政领导干部，督促和激
励县级党政领导干部依法履
责，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
位。同时，加大对市县高质量
发展综合考评“教育工作”的权

重，通过用好督导评价指挥棒，
牵住党政领导的牛鼻子，教育
发展正上升为各级党政“一把
手”工程，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

“有效支点”。
坚持依法治教，夯实法治

保障。坚持把教育事业发展纳
入法治轨道，做到立法、普法、
执法无缝对接。近几年先后出
台教育督导条例、学校学生人
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
等，让依法治教有法可循。制
定依法治教实施规划，初步探
索出“五个四”工作格局，即坚
持创新第二课堂、创新竞赛方
式、创新测评手段、创新主题活
动“四类创新”；坚持政府部门
主导、学校承担主责、家长共同
参与、社会齐心协力“四位一
体”；坚持规划、责任、督导、奖
惩“四个到位”；坚持课时、教
材、师资、经费“四个落实”；坚
持教育立法、教育治理、权益保
障、依法治校“四个结合”。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江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 叶仁荪

井冈山下，希望小学学生在操场上运动。 （资料图片）

初冬的豫东平原寒意袭
人，琅琅的读书声却让河南省
郸城县石槽镇第一初级中学升
腾着浓浓暖意。

在该校教师田俊军居住的
教师周转宿舍里，保留着她和
父 亲 从 教 以 来 取 得 的 43 本

“证”，这些证件讲述着改
革开放 40 年郸城教育的巨
大变化。

吃粉笔灰“吃”出全国
优秀教师证

“这是父亲的全国优秀教师
证。那时母亲常常唠叨父亲：工
资低，还要靠她贴补家用；衣服
脏，每天像个干泥水活的。”田
俊军的父亲田坤亮是石槽小信庄
小学教师，一直到退休，都是

“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人从头
讲到底”，常常一节课下来，嘴
里头发上衣服上沾满粉笔灰。

田坤亮在村里很受村民尊
重，许多家庭祖孙三代都喊他

老师，他本人是全县闻名的以
校为家教师——“白天人在学
校，回到家魂还在学校”。他曾
经卖掉家中的一头猪，这是全
家 最 值 钱 的 东 西 ， 将 卖 猪 的
500 元钱捐出来建学校。田坤
亮曾 3 次参加郸城县师德报告
团巡回演讲。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
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
巢的总是你⋯⋯”田坤亮崇高的
敬业精神潜移默化感染着女儿。
在父亲的引导下，田俊军报考了
师范学校。“现在回娘家，与父
亲聊不了几句就会扯到教学上，
走 亲 戚 常 常 成 了 ‘ 教 学 研 讨
会’。”田坤亮说。

从计算机初级培训合
格证到信息技术高级证

2003 年 8 月 30 日，经过一
个暑假的学习，已是石槽一中教
师的田俊军拿到了“计算机初级
培训合格证”。“县里为学校配发
了30台电脑，是那种‘大肚子’电
脑，配置虽然很低，却给农村孩子
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接下来几年，学校教学设备
更新越来越快，教师们也在不断
学习以适应变化。2005 年，田
俊军通过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高级考核，取得了合格证。“每
年学习 72 学时以上，这是基本
的，此外每年暑假都有集中学习

培训。现在培训不但不要一分
钱，还发生活补助。我去年暑假
就参加了河南省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持
续性培训。”现在的石槽一中，
教师一人一台电脑，班班都有多
媒体一体机，田俊军早就能熟练
地使用电脑搜集教学资源、制作
课件了。“现在上课大都是触摸
点击。老师吃粉笔灰的时代早过
去了。”

快速变化的背后是巨大的教
育 投 入 。 据 介 绍 ， 2014 年 至
2017 年，郸城县财政教育投入
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28%以上，
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
点。（下转第二版）

“证”见乡村教育大变化
本报记者 李见新 通讯员 张本宝 王洪振

11月27日，江苏东海县实验小学教师在拒绝有偿补课承诺书展板
上签名。当日，该县各中小学和幼儿园举行教师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
诺签名活动，全县1.3万余名在职教师参与。 张开虎 许增文 摄

本报郑州 11 月 28 日讯 （记
者 张利军） 记者今天从河南省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截至 11
月15日，河南共向省内高校和考
往省外高校的河南籍学生发放
2018年度国家助学贷款35.33亿
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2.82
万人。贷款发放量、资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数量均居全国首位。

自 2004 年以来，河南累计
发 放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185.18 亿
元，资助学生 297.58 万人次 。
目前，贷款回收情况良好，国家
助学贷款工作实现良性运行。截
至今年 10 月底，到期贷款本金
38.88亿元。

据了解，2004 年，河南省
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探索建立了

“政府推动、银校合作、相互支
持、相互制约”的高校国家助学
贷款工作模式，并在全国推广。
为解决考往省外高校河南籍学生
的贷款难问题，在继续做好高校
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基础上，河
南全面实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政策，建立了高校国家助学贷款
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种模式
并行、“双轮驱动”的工作机
制，实现了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对
省内高校学生和考往省外高校河
南籍学生的全覆盖和“应贷尽
贷”。河南省教育厅、财政厅等
有关部门落实贴息和风险补偿
金，建立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
贷款学生救助制度，形成了完善
的贷款管理工作机制。

河南2018年发放
国家助学贷款35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熊杰 通讯
员 王坤钟） 近日，厦门市教育
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联合发布 《厦门市银发教学
计划实施意见》，面向全国公开
招 聘 退 休 教 师 ， 即 “ 银 发 教
师”，经正式聘用的，可享受
8000元至1.2万元不等的补贴。

厦 门 在 福 建 率 先 制 定《意
见》，鼓励优秀退休教师继续投身
教育事业，对缓解师资总量不足
矛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意见》明确，正式聘用的银
发教师，中级职称可享受工作补
助每月 8000 元，高级职称每月 1
万元，特级教师、省教学名师及正
高级教师每月 1.2 万元。厦门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所属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因缺编、教师产假及
病休等特殊情况，造成从事学科
教学工作专任教师不足的，可在
市、区编制管理部门核定人员控
制数内招募退休教师。每年 6 月
底，厦门市将征集银发教师岗位需
求情况，随后向社会发布招募公
告。招聘岗位涵盖中小学、幼儿园
各个阶段多个科目，只要是政治可
靠、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年龄不
超过65周岁的国内中小学、幼儿
园、进修院校、教科研机构退休教
师，都可以应聘相应岗位。

《意见》 提出，服务学校要
为银发教师落实工作岗位，创造
良好的工作环境，配备必要的教
学、办公设施。

厦门启动“银发教学计划”
招募优秀退休教师

田俊军向记者展示父亲田
坤亮的全国优秀教师证书。

朱浩杰 摄

据新华社意大利的里雅斯特
11 月 28 日电 （记者 陈占杰）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 28 届院士
大会 27 日在意大利开幕。大会
主办方当天宣布，来自 20 个国
家和地区的 46 名科学家当选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其中 14
名为中国大陆科学家。另外，4
名大陆科学家获得 2019 年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奖。

新当选院士的 14 名中国大
陆科学家分别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大学的张福锁，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
的陈化兰 （女），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的徐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魏辅文，中
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的
黄荷凤 （女），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赵宇
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张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的刘明 （女），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的曲久辉，中国科学院院
士、首都师范大学的方复全，中
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的徐红
星，中国科学院院士、燕山大学
的田永君，北京大学的曾毅，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的刘彦随。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奖旨在奖
励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至少
10 年的不同学科领域科学家。
最新公布的 2019 年获奖者名单
中，获奖的大陆科学家分别为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的唐智勇，中国
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曹军
骥，南开大学的唐梓洲，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的陈仙辉。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成立于
1983 年 11 月，是非政府、非政治
和非营利性的国际科学组织，致
力于支持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
学研究，现有院士 1200 余名，其
中232名来自中国大陆。

14名中国大陆科学家当选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