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ZHONGGUO JIAOYU BAO
2019年1月 日 星期六19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农历戊戌年十二月十四 第10618号 今日四版
中教之声
客户端

●值班主编：张晨 ●值班编辑：余闯 ●设计：张鹏 ●校对：杨瑞利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420

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在京津冀考察，主持召开
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
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
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
动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
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
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陪同考察河北雄安新区和北

京市并出席座谈会。
隆冬时节的华北大地，寒气袭

人，滴水成冰。1月16日至18日，习
近平分别在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和省
长许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
市委书记李鸿忠和市长张国清，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和市长陈吉宁陪同下，深入河北雄安
新区、天津、北京，实地了解京津冀
协同发展情况。

16 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河北
雄安新区规划展示中心，仔细听取新
区总体规划、政策体系及建设情况介

绍，察看启动区城市设计征集成果模
型和即将启动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展
示。他强调，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
新区首先就要新在规划、建设的理念
上，要体现出前瞻性、引领性。要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
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习
近平通过大屏幕连线京雄城际铁路雄
安站建设工地现场，向施工人员挥手致
意，称赞他们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开路先
锋，嘱咐他们科学施工、注意安全、确保
质量，按期完成任务，并向他们及全国
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们致以亲切问候

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随后步行来到政务服务中

心，察看服务窗口，了解雄安新区深
化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服务型政
府工作情况。习近平充分肯定雄安新
区政务服务中心推行“一枚印章管到
底”全贯通服务的做法。他指出，要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
通共用，提高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
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让群众少
跑腿。在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部分进
驻企业代表围拢上来，习近平同他们
亲切交谈。他强调，建设雄安新区，

需要大批企业共同参与。无论是国有
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本地企业
还是北京企业，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
外资企业，只要符合新区产业发展规
划，我们都欢迎。希望广大企业抓住
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创造新的
辉煌业绩。

雄安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率先启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环
境整治。16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千
年秀林”大清河片林一区造林区域，
乘车穿行林区察看林木长势，并在秀
林驿站结合展板听取雄安新区生态建

设总体情况和“千年秀林”区域植树
造林情况介绍，登上二层平台远眺林
区全貌，对他们运用科学方法植树造
林、运用信息化手段管林护林的做法
表示赞赏。他强调，先植绿、后建
城，是雄安新区建设的一个新理念。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
体现。“千年大计”，就要从“千年秀
林”开始，努力接续展开蓝绿交织、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画卷。他仔
细询问参与造林护林的村民工作和收
入情况，叮嘱要吸引当地农民积极参
与，让农民从造林护林中长久受益。

17 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天津南开
大学考察调研。南开大学成立于 1919
年，是一所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名
校。习近平参观了校史展览，详细了
解南开大学历史沿革、学科建设、人
才队伍、科研创新等情况。习近平指
出，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爱国主
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高校党组织要
把抓好学校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习近平同在
现场的部分院士、专家及中青年教师
代表进行了交流。他指出，专家型教
师队伍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要把建
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
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大
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始终抓紧抓
好。在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他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力争在原
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上出更多成果，勇
攀世界科技高峰。他勉励师生们把学
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
目标结合起来，把小我融入大我，立
志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走
出实验室，广场上挤满了学生，大家
高呼“总书记好”、“总书记辛苦”，齐
声高喊“爱我中华、振兴中华”，还唱
起 《我和我的祖国》。习近平同近处的
同学亲切握手，向远处的同学们招手
致意。掌声、歌声、欢呼声在校园里
久久回荡。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韩正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会

1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津冀考察，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1月17日上午，习近平在天津南开大学同部分院士、专家及中青年教师代表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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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1 月 18 日 讯 （记
者 柴葳 焦以璇 王家源） 今
天，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
京召开。会议强调，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
展，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
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坚持发展抓公平、改革抓体
制、安全抓责任、整体抓质量、
保证抓党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
生作工作报告。他指出，刚刚过
去的2018年，党中央召开改革开
放以来第五次、新时代第一次全
国教育大会，为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教育系统迎
难而上、扎实工作，加强党对教
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成功实施

“奋进之笔”，致力于变革育人方
式、增强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
回归教育规律、完善教育管理体
制机制、扩大教育开放、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教育改革发展各项
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

陈宝生指出，2019 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是深入贯
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开局之
年，教育系统要深入实施“奋进
之笔”，“深入抓、抓深入”，攻坚
克难、狠抓落实，为教育新发展
新跨越开好局、起好步、奠好
基。一是把“两个大计”转化为
教育优先的实际行动，在强化组
织领导上多想办法，在超前规划
上多出主意，在资源保障上多下
功夫，使教育优先发展真正成为
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
要先手棋。二是从薄弱处着手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德育要朝
着体系化努力，教育教学改革要
深下去，体育美育要有刚性要
求，劳动教育要有效开展起来，
家庭教育要高度重视起来，以新

的方式推进立德树人工作。三是
在全社会重振师道尊严。抓好师
德师风建设，加大对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的倾斜和支持力度，持续
提升教师能力素质，下大力气为
教师减负。（下转第二版）

攻坚克难 狠抓落实 推动新时代教育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一天紧凑的会期，三次全
体会议，六组分组讨论，讲实
情、出实招、谋实局、落实
子 ， 成 为 今 天 在 京 举 行 的
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
主基调。

落实，落实，再落实！全
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后，“深入
抓、抓深入”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任务，是教育系
统全部工作的基本要求。基于
此，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

“落实”。着眼工作实际，直奔
改革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教
育行政部门负责人，纷纷为新
时代教育新发展新跨越开好
局、起好步、奠好基积极建
言。

狠抓落实，写好新一
年教育“奋进之笔”

“工作报告的针对性强，
对 2019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体
谋划，部署了在教育深水区如何做好教育改革发展，并对
如何落实提出了具体要求，让人警醒，有很强的紧迫感和
危机感。”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许建领说。

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朱达将陈宝生部长在会上所作的工
作报告比作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重要精神的动员
令，他认为大会报告对问题的分析很有启示性，对工作的
部署具体，操作性也很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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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直奋进 答好人民群众“关切题”
——2018年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详见今日第二版

攻坚克难 下好教育改革“先手棋”
——2019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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