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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进
入了快车道，目前入园难问题有效缓
解。但从总体上看，学前教育仍是教
育体系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政策保障体系不完善。面
对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

‘深化改革规范发展’这八个字含义
深刻。”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长吕玉刚在“学前教育深化改革与发
展研讨会”上说。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
见》 发布，对新时代学前教育改革发
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为贯
彻落实好 《若干意见》，北师大首都
教育经济研究院、中国教育与社会发
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了此次会议，与会
专家学者围绕财政体制、管理体制、
办园体制如何优化展开了研讨。

财政体制：投入比例与机
制尚需突破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
实现大幅度增长，2017 年总投入为
32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1%。但
总体来说，经费投入现状可以用“三

个比较低”来概括：一是投入水平比
较低，二是财政性投入占比比较低，
三是财政投入中中央财政占比比较
低。此外，在投入机制方面，各级学
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还不够完善，省
以下分担机制还不够明确，促进多元
投入的机制还不够健全。

《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健全经
费投入长效机制，主要有三项措施：
一是优化经费投入结构，逐步提高学
前教育财政投入和支出水平，中央财
政继续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
金。二是健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
制。三是完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我们要坚持政府主导，建立公
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那
么，政府投入比例多大才能实现政府
主导？这个钱投到什么地方去？在经
费投入机制方面省级政府起什么作
用？”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袁连生连发三问。

袁连生进一步阐释说，国际上一
个大趋势是 OECD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国家政府投入学前教育的比
例在普遍提高，学前教育免费的国家
在增多。我国强调政府主导，应该确
定一个比例界限，还要明确是体现在

主要投入到实现公益普惠办园方向
上，还是体现在《若干意见》提出的到
2020 年全国公办园原则上达到 50%
这一办园比例上。此外，以县为主的
管理体制下，区县的财政支出压力很
大，应明确实行省级统筹，适当增加和
上移省级支出责任。

“从生均财政投入来看，相对于其
他教育阶段，学前阶段最不均衡。核
心问题是政府分担比例过低，政府在
某些特定幼儿园分担比例过高，幼儿
园保教费对于一部分家庭可负担性有
非常大的挑战，越穷的孩子分担比例
越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分享了一项研
究，并提出目前的投入方式如果不改，
投入更多的钱可能是在增大不公平。

管理体制：政府主导意识
的落实需要支撑

针对我国学前教育监管体制机制
不健全的现状，《若干意见》提出，健全
管理体制，认真落实国务院领导、省市
统筹、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落实监
管责任，建立健全教育部门主管、各有
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监管机制。

“政府主导是实现学前教育公益
普惠的根本保障。”贵州省教育厅学
前教育处处长谢旌深有体会地说，贵
州省学前教育 2011 年后之所以能取
得较大发展成效，关键在于政府重
视。“我们要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
政府主导非常重要。政府主导不能只
是喊口号，主导意识的落实需要几个
支撑：一是要配备足够的监管队伍，
二是要用目标任务引导，三是要对各
级政府督导。”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管理专委会
主任柳倩，考察了一个省的地方政府
官员在学前教育发展这个板块的考核
指标。她观察到两种考核指标，第一
种是由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牵
头的，考核对象是人民政府。第二种
牵头部门加了一个省委组织部，并说
明评价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
依据。结果显示，前者是部分达标，
后者是全部达标。

“当我们把学前教育纳入对政府
和主要官员的考核时，尤其是作为干
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时，是不是可
以产生更明显的标尺效应？”柳倩提
出了自己的思考。

（下转第二版）

财政体制、管理体制、办园体制成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破题之重

学前教育三大体制如何优化
本报记者 纪秀君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日前
从新疆教育厅公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2018 年度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
报告》中了解到，新疆农村学前三年免费
教育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已形成全区“乡
乡有园、大村独立办园、小村联合办园”
的学前教育新格局。至此，新疆基本实
现了每个村都有幼儿园。

据了解，从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以
来，自治区党委从稳疆兴疆的战略全局
出发，决定前置实施“十三五”规划，
顶层设计、超前谋划、高位推动，加快
推进农村学前三年免费教育。新疆明确
2016 年底实现农村 4—6 岁适龄幼儿

“应入尽入”、2017 年农村幼儿园“应
建尽建”的“两步走”战略目标。

截至 2017 年 9 月，新疆共新建、
改扩建 4408 所农村公办幼儿园，全区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共有幼儿园
7778 所。其中，农村 6887 所、城市
891 所；公办园 6835 所、民办园 943
所 ， 全 区 普 惠 性 幼 儿 园 覆 盖 率 达 到
90%。全区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
园幼儿 143.98 万人，农村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达 100%，全区全口径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达95.95%。

据了解，新疆 2018 年落实学前教
育发展资金 2.25 亿元、园舍维修资金
1.1 亿元，用于改善城乡幼儿园办园条
件。新疆还提高了农村学前三年免费教
育保障经费，标准由生均每年1810元提
高到2800元，为农村幼儿园的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经费保障。从督导评估结果来
看，农村公办园、城市普惠性民办园办
园条件明显改善，园舍环境安全良好，
设施设备齐全，玩教具、图书等教学材
料充足，农村幼儿园成了农村幼儿的乐
园，与城市园的差距日渐缩小。

新疆改革完善了教师招聘政策，通
过实施国家和自治区特岗计划，继续实
施大学生实习支教计划，启动自治区和
兵团干部、教师支教计划，各地充分发
挥主体作用，自主聘任保教人员，转岗
分流教师优先满足保教需求，构建了扩
充增量、盘活存量、专兼结合、多措并
举的学前教师队伍建设新格局。

2017 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拨
付南疆四地州 25 亿元专项资金，为地
方聘任教师提供保底支撑，各地幼儿园
基本上足额发放了教师工资，并按规定
缴纳了社会保险。一系列举措使幼儿保
教队伍不断壮大。2017 年，全区 （含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幼儿园教职工9.22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5.95 万人，已基
本达到“两班三教”过渡标准。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新疆将进一
步巩固农村学前三年教育成果，扩大城
市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狠抓规范化办
园管理，坚持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并
重，强化国家通用语言听说能力培养，
促进幼儿园保教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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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利军） 日
前，河南省教育厅宣布，2018 年
度河南省示范幼儿园评估结果经过
公示正式确定，信阳市希望之星幼
儿园等 6 所幼儿园放弃复评或复评
不合格，被撤销“河南省示范幼儿
园”称号。截至目前，该省先后已
有22所省级示范幼儿园被摘牌。

省级示范幼儿园是河南省幼儿
园的“最高综合荣誉”。2016年，河
南省教育厅明确，对省级示范幼儿园
实行动态管理：每5年组织开展一次
复评，复评不合格的撤销其省级示范
幼儿园称号，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为保证复评结果有理有据，河
南省教育厅严格流程：细化评估指
标，遴选各类相关专家，组建评估
小组，开展培训，保证打分标准一
致；在评估中，除听取园长汇报、
核查办园条件等常规程序外，还要
着重观察幼儿在园一日生活、调研
社会满意度等；遇到“难题”，采
取全员集中决策。

据了解，在本次评估中，包括郑
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幼儿园在
内的 17 所幼儿园获评第十九批省
级示范幼儿园。河南省省直机关第
二幼儿园等36所幼儿园复评通过。

河南省6所示范
幼儿园被摘牌

隆冬时节，陇东黄土高原，气温
骤降。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木钵镇曹旗
村村民李文豪一大早就把两个孩子送
到了村幼儿园门口，等待幼儿园开
门。

“娃娃在家门口免费上幼儿园，
老师也教得好，给我们帮了大忙。”
李文豪说，孩子在家门口上学，不仅
省钱省事，也让大人能腾出手来务
工、忙农活，日子越过越轻松。

有这种体会的，不止李文豪一个
人。能在家门口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到
方便、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当地村
民过去不敢想的事。近年来，环县把

“教育扶贫从娃娃抓起”作为扶贫攻
坚的工作重心，坚持扩资源、建机
制、提质量并重，着力发挥学前教育
在促进城乡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解放农村劳动力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不断加大幼儿园建设力
度，通过以点带面，带动全县学前教
育快速发展。

农民家门口有了公办园
落实政府主体责任，统筹规

划，分步推进

环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属六
盘山连片特困地区、国家级贫困县、
干旱多灾县、革命老区县，经济基础
薄弱，学前教育发展严重滞后。2012
年之前，全县仅有 1 所公办幼儿园。

“过去，受经济、交通及办学条件限
制，农村孩子学前教育长期处于缺失
状态，仅有极个别家境好的孩子会被
送到城区的公办或者民办幼儿园就
读，而更多三四岁的孩子则是待在家
里玩耍。”环县教体局党委书记、局
长张明君说。

近年来，环县县委、县政府把学
前教育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在广泛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
上，提出“县城建好示范园，乡镇建
成标准园，村组附设幼儿园”的办园
思路，并按照“先园舍，后配套；先

乡镇，后村组”的方针和统一组织、
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图纸、统
一施工的“五统一”要求，全面启动
乡镇公办园项目建设。

同时，按照“有利于农村小学闲
置校舍的再利用、有利于农村有限教
育资源的整合、有利于节约学前教育
专项资金、有利于就近入园方便家长
接送”的原则，分步推进学前教育资
源向贫困村组延伸。

木钵镇曹旗村幼儿园是 2016 年
依托原村小学改扩建的附设幼儿园，
当年秋季投入使用。为切实提高保教
水平，木钵学区还专门选派了园长，
配备了 1 名幼儿教师，配齐了生活、
活动设施和教学设备，坚持生活化、
游戏化的教学方式，得到了家长的认
可。目前，在园幼儿达到26人。

据统计，近年来，环县共投入资
金 2.02 亿元，在城区新建 3 所幼儿
园；先后在 152 个 1000—2000 人的
行 政 村 建 成 幼 儿 园 147 所 ； 63 个
1000 人以下的行政村建成幼儿园 68
所，为 40 个无学生的脱贫村也预设
了幼儿班，确保适龄儿童就近入园。
同时，投入资金 2333 万元，用于学

前教育设施设备、玩教具的配备。
截至目前，该县在园幼儿达到

11912 人，较 2011 年净增 7501 人，
其中公办园 7026 人，民办园 3308
人，附设幼儿班 1578 人；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达 96.20%，比 2011 年提高
53.8个百分点。

着力缓解幼儿园“用人荒”
狠抓教师专业发展，建立机

制，盘活资源

教育要发展，师资是重中之重。
村镇幼儿园建好了，教师从哪儿来？

环县教体局副局长张玉杰介绍
说，针对师资短缺这一难题，环县创
新用人机制，一方面通过招考、招聘
及小学教师转岗等一系列举措，在幼
儿教师扩容的同时也盘活了现有教师
资源，大大缓解了幼儿园的“用人
荒”。

另一方面，县委、县政府把师资
队伍建设作为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重
要举措，并把农村幼儿园教师纳入中
小学乡村教师补助范围，有效激发了
幼儿园教师的积极性。同时，依据省

市出台的相关政策，专门出台公办幼
儿园编制标准，为学前教育师资队伍
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据统计，近三年来，环县公开招
聘农村幼儿园专业教师 236 名，通过
国家特岗教师招考、事业单位招考以
及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转岗分流等方式
补充幼儿教师 70 人。同时，根据各
乡镇实际，每年还自主招聘幼儿教师
60 名左右，基本缓解了幼儿教师队
伍紧缺的现状。与此同时，该县还不
断加强教师培训，多渠道提高幼师专
业技能和水平。据介绍，近三年来，
全县组织公办、民办幼儿园园长和教
师赴外培训学习达到472人次。

此外，为促进各类幼儿园健康
发展，每年由县教体局牵头，联合
物价、消防、公安等部门以及各乡
镇组成学前教育年检评估组，对全县
幼儿园进行“年检”，不断提升幼儿
园精细化管理及保教质量，并积极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办园行为规范
评估验收等，大力创建标准园、示范
园，让每个幼儿能够健康、快乐地度
过童年。

（下转第二版）

县城建好示范园 乡镇建成标准园 村组附设幼儿园

环县：农家门口公办园基本全覆盖
本报记者 尹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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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场上悦童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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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小寒时节，塞外冰天雪地。日前，河北省张家
口市第二幼儿园组织孩子们来到户外，开展“二幼娃娃
迎冬奥，小寒冰雪悦童年”亲子活动。图为孩子们在教
师和家长的看护下快乐玩耍，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本报记者 周洪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