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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29 日讯 （记
者 杨彬）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
悉，截至11月15日，全国2963
个县 （市、区） 已启动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其中
1247 个县 （市、区） 已基本完
成专项治理整改任务，县 （市、
区） 完成率为42.09%。

教育部办公厅通报显示，西
藏所有县 （市、区） 已完成整改
工作；辽宁、河南、湖南、重
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
新疆等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县 （市、区）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整改完成率达到 50%以上；北
京、天津等省份尚无全面完成整
改的县 （市、区）。

据了解，全国共摸排校外培
训机构 401050 所，存在问题机
构 272842 所 ， 现 已 完 成 整 改

163203所，完成整改率59.82%。其
中，西藏存在问题机构已全部整
改；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河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
甘肃、宁夏、新疆等省份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存在问题机构整改完成
率 超 过 60% ， 山 西 、 吉 林 、 陕
西、云南、广西等省份存在问题机
构整改完成率排在后五位。

教育部要求各地完善部门联合
执法机制，加大跨部门联合执法力
度，加快证照办理进度，组建专家
团队尽快完成备案审核工作，部署
使用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
理服务平台，强化在线培训监管，
确保 2018 年底前完成集中整改任
务。对个别顶风作案、仍然严重违
规开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要坚
决予以查处，并追究相关责任。

全国42%县市区完成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改

近六成校外培训机构完成整改

本报北京 11 月 29 日讯 （记
者 施剑松） 北京市政府今天公
布实施意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明确全市将以实行分类管理为突
破口，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扶持
政策，加强规范管理，提高民办
教育质量。

北京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
性幼儿园，增加学前教育服务供
给；鼓励民办中小学探索创新，
在教育理念、学校文化、特色课
程、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特色；
鼓励民办职业院校提高技术技能
型人才培养水平；鼓励民办高校
适应首都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走
内涵式发展道路；引导各类民办
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有序健康发
展。市区两级财政应安排扶持民
办教育发展资金并纳入年度预
算。建立健全政府补贴制度，落
实向民办学校购买就读学位、课
程教材、科研成果、职业培训、
政策咨询等教育服务的具体政策
措施。

北京明确，将对民办学校

（含其他民办教育机构） 实行非营
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举办者不取得办学收益，
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
办学校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
办学结余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分
配。

在实施意见中，北京鼓励社会
组织或个人以捐赠、出资、投资、
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民办学校。推
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
运营管理、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
社会力量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
捐赠，鼓励引导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利用捐赠资金和办学结余依法申请
设立教育基金会 （基金），为民办
学校发展和教师、学生提供资金资
助。引导营利性民办学校合作设立
投资基金，用于学校创新发展，防
范办学风险。

在总计 25 条实施意见中，还
包括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落
实民办教育办学自主权、规范民办
学校办学管理、提升民办学校办学
质量等内容。

发布实施意见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北京扶持民办教育发展
资金将列入财政预算

本报济南 11 月 29 日讯 （记
者 魏海政） 山东省今天发布了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全省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共 22
条措施，从全面加强教师思想政
治工作、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
素质能力、全面深化教师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全面提高教师地位
待遇、全力确保政策举措落地见
效等五大方面，深入推进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
教育厅副厅长关延平介绍，在全
面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方面，
山东将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增强
教师队伍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深入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
人”培育工程，认定、设立 100
个省级教师实践教育基地，建设
50 个省级师德涵养基地。实行
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对学术
不端、师德失范的实行“一票否
决”，防止教师队伍中出现“微
腐败”现象。

在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
质能力方面，山东将实施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探索建立市级
政府委托高校培养师范生制度。
用 3 年时间把师范类本科专业生

均拨款标准提高到普通专业标准的
1.5 倍。用 10 年左右时间培养 10
万名骨干教师、1 万名卓越教师、
1000名教育家型教师。

在完善教师队伍管理体制方
面，山东重点围绕编制管理、资源
配置、职称评聘等人事制度改革提
出了一系列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改
革举措。

在提高教师地位待遇方面，山
东要求建立中小学教师工资与当地
公务员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在核定
中小学绩效工资总量时，要统筹考
虑当地公务员上年度实际收入水
平。学校所在地调整公务员工资待
遇时，必须同时间、同幅度考虑中
小学教师，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
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在中小学建
立教师绩效工资增量机制，取消绩
效工资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工
资比例要求，让学校统筹分配，更
能有效体现工作量和工作绩效。着
力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全面落实乡
镇工作补贴政策，并向艰苦偏远乡
镇教师倾斜。落实公办中小学教师
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努力提
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
业地位。

22条举措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山东建立中小学教师
绩效工资增量机制

我们的故事，从清水塘讲
起。

在株洲，没有人不知道清
水塘。对清水塘，株洲人又爱，
又“恨”。

爱的是，作为在全国名气
响当当的老工业区，清水塘奠
定了株洲城市发展的基础。巅
峰时，清水塘工业区集聚近
200 家企业。几十年来，清水
塘工业区累计纳税 480 多亿
元，高峰时年产值有300亿元，
是株洲名副其实的“金矿”。

“恨”的是，当经济结构
调整的大潮袭来，清水塘工业
区难以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以
化工、冶炼等重工业为主的清
水塘，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
留下污染严重的顽疾。高污
染、高能耗的发展方式，难以
维系。

面对抉择，株洲毫不犹豫：
关停污染企业，淘汰落后产能，
对清水塘进行搬迁改造。改造
后的老工业区，将成为以现代
服务业为重点的新经济区。

城市在转型，老工业区在
转型。

株洲职教人，听到了催人
奋进的鼙鼓声。

大手笔筑起职教
科技园

再次走进株洲经济开发区
的职教城，记者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

8 年前，记者曾实地查看
正在建设中的职教城。彼时，
职教城绝大部分园区，还只是
纸面上的规划，放眼望去，零
星几栋教学楼点缀在大片的荒
地上。

如今，展现在记者眼前
的，已是一座环境优美的现代
化职教城——占地 13.9 平方
公里，目前已投资 120 亿元，
并经湖南省委、省政府批准，
正式更名为湖南 （株洲） 职业
教育科技园。

园内集聚湖南铁路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湖南化工职业技
术学院等 10 所高等和中等职
业院校，拥有专职教师 4500
多名，其中国家教学名师、技
能大师 50 多名，在校学生 8

万余人，校园全部实现生态
化、数字化、人文化、两型
化。

高校科技园并不鲜见，但
如此大规模的职教科技园却很
罕见。为何株洲如此大手笔？

职教科技园副主任钟立军
一语道破：“进入新世纪后，
株洲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已赶
不上株洲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
市化的加速推进。所有关心职
业教育的人，都心急如焚！”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招
生就业处处长刘艳，对那时的
困境记忆犹新。

湖南化工职院的两个老校
区位于株洲老城区，每个校区
面积不足百亩，校舍破旧不
堪。刘艳还记得，有些外省学
生满怀期望来学校报到，但拉
着行李在校园走了一圈后，立
马掉头走了。

2014 年，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搬入职教科技园。新
校区占地573亩，全部是现代
化的教学楼，环境优美，设施
齐全。硬件设施的变化让学校
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招生年
年火爆，再也没有出现学生被
破败的校园吓走的情景。

湖南化工职院的过往和现
在，是株洲诸多职业院校的一
个缩影。

曾经，资源分散、教学规

模偏小、专业布局不合理、实训
资源短缺、发展后劲不足、缺乏
发展空间，是株洲职业院校面临
的共性问题。所有弊端加在一
起，最终的后果是培养的学生实
际操作能力低，无法满足城市转
型和企业升级的需要。

这一缺口有多大？
近年来，确立城市转型升级

的目标后，株洲抢抓机遇，实施
打造轨道交通、汽车、航空航
天、服饰、陶瓷五大千亿产业集
群等重大战略。经测算分析，每
年需要培养、培训的中高等职业
技能型人才在10万人次以上。

破题，势在必行。
株洲市教育局局长吴安浩介

绍，为破解职业教育发展的瓶
颈，2008 年，株洲市委、市政
府作出建设职教科技园的决策，
将其列入全市十大基础工程、四
大百亿工程，对口配套株洲重点
打造的五大千亿产业集群。

职教科技园的建立，让制约
株洲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的校园
狭小、一校多址等问题得到根本
性解决。更重要的是，各院校之
间资源共享，互通有无，逐步形
成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良好办学
生态。比如，园区内建设了轨道
交通综合实训站场、微软 IT 学
院、机器人焊接、化工、汽车等
30 多个实训基地，对各院校师
生开放。

共享，是职教科技园的一大
特色。园区成立就业指导中心、
培训中心、技术孵化中心、公共
实训中心、云计算中心以及零创
空间、青创空间、众创空间等双
创阵地，并设立 10 多个创新奖
励基金，从机制上激发各院校师
生创新创业热情。

同时，园区鼓励各职业院校
利用专业教学和实习实训优势，
引企入校，兴办教学工厂、教学
公司，目前已有来自服装、陶
瓷、化工等行业的多家企业，将
生产线、设计室、产品展示厅搬
进园区，企业和各院校共建创新
中心、技术攻关小组 100 多个，
一批成果应用到生产中。

“我们的初心是，坚持产学
研深度融合，校地企合作创新，
打造中部职业教育创新之都。”
钟立军说，随着签约学校的陆续
建成和入驻，到 2020 年，职教
科技园将拥有 10 万—12 万名学
历教育学生，参与各类培训的人
数达 10 万，成为服务长株潭城
市群乃至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强力引擎。

专业设置覆盖城
市所有重点产业

纵观历史，在株洲发展的关
键节点，职业教育从未缺席。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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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工业版图上，湖南株
洲，是无法绕过的存在。

新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
空空导弹、第一台电力机车⋯⋯建市
60 余年，株洲缔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
180 多项第一。中国南车、株冶集团、
南方航空等重量级大型企业，在株洲诞
生、发展、壮大。

在新中国的职教版图上，株洲，同
样是引人注目的存在。

对职业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
道，一座工业之城的辉煌背后，常常有

着一个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株洲是
中南地区最大的职业教育基地，各级各
类职业院校 36 所，包括 6 所高职院校，
30 所中职、技工学校，全日制在校生
近10万人，每年毕业学生近3万人，为
当地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在株洲，职教、产业，与城市水乳
交融、共生共存。

水乳交融、共生共存，意味着一名
学生走出职业学校的教室，就能进入企
业生产车间“无缝”衔接上岗；意味着

产业发展的兴衰和职业教育的起伏同频共
振、律动相仿；意味着城市发展与教育改
革共生共长共荣。

老工业基地振兴，是当代中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命题之一。这一命题，意味着要
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意味着要打通与产业链、创新
链与教育链、人才链，它考问的，是老牌
工业城市，是既有教育体系。

面对这一时代命题，株洲通过实践探
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城教融合。

引
言

11月7日，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进行机床线路实训。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开展基于标准的考试评价、
题库建设和命题等值等研究，
是确保外语一年两考可靠性的
重要举措 。”在日前举行的
2018 学业水平考试学术研讨
会上，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
郑方贤说。

此次研讨会聚焦“学业水
平考试的改革与发展”主题，上
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了“上海
英语高考与《中国英语能力等
级量表》的对接研究”课题成
果，介绍上海基于国家标准进
行英语题库建设、追求不同次
考试间可比性的思考与实践。

2017 年实施的上海新高
考一个重要改革就是外语一年
两考，分别于 1 月和 6 月进
行，考生可选择参加一次或两
次，如参加两次则取较高的成
绩。这样的方案对命题稳定性

提出较高要求，如果两次考试难
度差异太大，那么对于较容易的
那次，考生会有“获得感”，而
只参加难度大考试的考生则难免
觉得“吃亏”。

在新高考外语一年两考的背
景下，上海采用基于题库的入闱
命题方式，主要包括征题、审
题、收集数据、入库 4 个步骤，
力求两次考试相对一致。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对 2017 年 1 月与 6
月、2018年1月与6月的同年度
两次考试的比较结果显示，在试
卷词数量、文本可读性指数、得

分均值、答题得分率、知识内容
分布等主要指标上，上海同年度
1月卷与6月卷均无显著差异。

以 2018 年 1 月与 6 月上海
两次外语高考为例，对于四类学
校的得分均值，市实验性示范性
学校分别为 109.98 分和 111.08
分，区实验性示范型学校分别为
88.95 分和 91.59 分，一般高中分
别为 76.83 分和 79.43 分，民办高
中分别为 74.97 分和 78.21 分，同
类学校得分均值差异仅在 1.10
至3.24分之间，保持相对稳定。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由

教育部考试中心牵头制定，自
2018年6月1日起实施，包括3个
阶段、9个等级，成为我国首个面向
全体学习者的英语能力标准。上
海随即开展英语高考与此量表的
对接研究。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组织初
高中英语教师、教研员、大学
英语专业教师、大学公共英语教
师等组成评判专家组，首先熟悉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及此
前上海高考英语试题，然后对
试题运用不同定标方法进行评
分。（下转第三版）

以国家标准为标尺，确保外语一年两考可靠性

上海开展高考与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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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地处湖
南东部，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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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人 口 405405
万万，2017年全市

生产总值27002700
亿元亿元

株洲组建了

1111个个职业教育集
团对接全市重点

产业，与 156156个个
行业企业形成教
学链、产业链

株洲是中南

地区最大最大的职业
教育基地，各级各

类职业院校 3636
所所，全日制在校生

近1010万人万人

株洲市貌株洲市貌。。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