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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涨了，房租涨了，孩子的保
教费反倒降了。”在江西省宜春市袁州
区中心幼儿园广润分园，中班幼儿龙
芃安的妈妈开心地告诉记者，儿子上
小班时去了民办园，2019 年 10 月中
旬，政府将民办的广润艺彩幼儿园转
为公办，孩子在家门口就上了质优价
廉的公办园。

学前教育是江西教育体系中最薄
弱的环节。2011年以前，江西公办园
占比只有 4.5%,“入公办园难”“入民
办园贵”一度成为人民群众的烦心事。

为此，2011 年，江西将发展学前
教育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重要民
生工程，连续实施三期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加速补齐学前教育短板。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
间，江西省委将“解决‘入园难入园
贵’”作为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开展集
中整治，聚焦攻坚。江西省委教育工
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叶仁荪还将加
快全省公办园建设作为2019年度“教
育厅长突破项目”，带头狠抓落实。

“2018 年年底，我省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不足 30%。通过城镇小区
配套园专项治理、乡镇中心幼儿园和
村级公办园建设，2019 年我省公办
园在园幼儿占比提高了近 11 个百分
点。”江西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同志
介绍。

以小区配套园治理为抓
手，盘活存量

为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江西
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完善学前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并且，
以小区配套园建设和规范管理为抓
手，印发了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
细化工作举措。省政府领导全面部署
和现场推进全省小区配套园专项治理
工作。以县（市、区）为单位，逐个小
区、逐个配套园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明
确治理范围，完善台账信息。对小区
配套园明察暗访中发现的问题，以省
政府教育督导办名义下发督办单，督
促各地落实整改。实施“月报告”制度
和现场调度机制。

位于赣州市章贡区城乡接合部的
水南镇，原本没有公办园，城投公司建
起的小区配套园正打算出租，赣州市
市长曾文明就到现场开起了调度会。

“眼看着幼儿园在几个月内就完成
移交、装修改造、配齐设备，去年9月，孩
子就在家门口上了这么好的公办园。”
在赣州市章贡区第十一保育院门口，村
民纷纷为政府的办事效率点赞。

城镇小区配套园是扩大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这两年，赣
州市委、市政府将大力实施学前教育
普惠发展攻坚计划作为“一号工程”，
赣州市市长挂帅整治小区配套园，市
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召开调度会，深入
现场调研并与开发商商谈。

“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示范
带动下，各县（市、区），市住建、自然资
源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主动认领任务，
定期找开发商商谈，积极为治理工作
开辟绿色通道，形成比学赶超的态
势。”赣州市副市长郭素芳介绍，截至
2019 年 9 月底，该市新增公办园学位
3.3 万个，新建普惠性幼儿园 1000 多
所，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提高了10个
百分点。

为落实市、县（区）两级政府在治
理工作中的主体责任，江西省委、省政
府还对小区配套园专项治理工作加强
过程性专项督导。对治理工作成绩突
出、有特色和亮点的地区予以激励，对
履行职责不力、没有如期完成治理目
标的进行问责。

从赣南到赣北，江西各地以城镇
小区配套园专项治理为契机，规范配
套园建设和管理。吉安市吉州区开展
拉网式治理，在发改、教体、自然资源、
城建、房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下，已完
成 7 所小区配套园移交工作。丰城市
通过新建、改造、移交等措施，规划新
建城区幼儿园4所，收回小区配套园7
所，认定普惠性民办园88所。

加强乡镇中心园和村园
建设，扩大增量

“普惠性幼儿园占 99%”“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 95%”，赣西小县芦溪，学
前教育有两个“耀眼”的数字。该县也
是江西两个国家级学前教育改革发展
实验区之一。

时光退回到 2011 年，那时，芦溪
县只有县保育院一所规范的公办园。
公办园占比由 0.4%提高到 82.4%，8
年间，芦溪县发生了什么？

“我县经济并不发达。为了不让
革命老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

按照兜住底线原则，大力发展公办园，
每个乡镇建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全
县公办园占比已达82.4%。”芦溪县县
长刘占纯介绍，该县建立了以财政投
入为主的农村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
制，对公办园实行每生每年2000元的
生均经费财政拨款，真正做到了“小财
政办大教育”。

同时，为提升全省公办园占比，
2018 年 7 月，江西启动乡镇公办中心
幼儿园全覆盖攻坚行动，加强乡镇公
办中心幼儿园和村级公办园建设。
2014 至 2018 年，全省累计投入学前
教育发展资金达66亿元，重点支持以
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为主的公办园建
设及普惠性民办园发展。2019 年省

财政在预算安排中用于这方面的资金
已达12亿元。

为落实公办园建设情况，叶仁荪
带队到省内几个地市开展学前教育主
题调研，掌握基层实情，弄清问题症
结，现场督促已开工的乡镇公办中心
幼儿园加快建设。

（下转第二版）

一年来公办园新增学位约25万个，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提高近11个百分点

江西：瞄准公办园建设出实招
通讯员 汤平 本报记者 徐光明 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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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教育写好教育““奋进之笔奋进之笔””

特别报道

“学前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短板，不
但体现在学位资源、政策保障上，还体
现在科学保教理念、方法、途径上。”为
了解各地落实幼儿园“小学化”治理情
况，日前，教育部委托中国学前教育研
究会，派专家分东中西三路，到 9 省份
调研。在调研工作汇报会上，教育部
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提出，要深化
学前教育供给侧改革，促进幼儿园保
教质量提升。

为向社会宣传科学保教理念，促进
幼儿身心健康成长，2018 年 7 月，教育
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
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各地通过全面部署、自查
与摸排、全面整改及专项督查，于2019
年6月底前完成“小学化”治理任务。

《通知》下发后，各地高度重视，迅
速反应，纷纷出台各自开展“小学化”专
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成立“小学化”专项

治理工作小组，多部门协同，对小学、幼
儿园及社会培训机构展开“全覆盖”摸
排、整改、督查。经过一年多的攻坚，截
至目前，各地“小学化”治理均取得了显
著成效。以专家调研的9省份为例，小
学与幼儿园完成整改的比例大多已超
过90%，培训机构整改完成率也大多超
过 70%。其中福建省三项整改完成比
例均达到 100%。幼儿园去“小学化”，
小学“零起点”成为社会共识。

因地制宜落实治理方案，
堵引结合

《通知》是对“小学化”专项治理工
作的一般要求，但要使其真正落地，各
地还需要结合实际，使其细化、易操
作。

为使“小学化”治理方案落到实处，山
东从省级层面公布幼儿园“小学化”负面
清单，共5大项49小项，包括“小学化”教

育内容、教育方式、管理方式、教育环境
等。同时公布小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
标准，并要求小学低年级教师签订“零起
点”教学承诺书。此外，山东还遴选20个
省级游戏教育实验区、200个省级游戏教
育实验园，以“游戏化”治“小学化”。

福建省针对不同机构，找准不同
工作着力点。幼儿园重点治理“小学
化”教育方式与教育环境，小学重点抓

“零起点”承诺书、免试入学、严禁压缩
课时，培训机构重点治理“学科类培
训”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现象。

江西省建立问题清单销号制度，制
作“小学化”治理自查表和汇总表，实行
挂账销号管理。湖北省实行黑名单制
度，将“小学化”问题严重、清理整治后
仍不达标的幼儿园、小学和校外培训机
构纳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河北省则
针对问题频发、社会反映强烈的小学与
幼儿园，实行年检“一票否决”。

各地有针对性的错施，打出了“小
学化”治理组合拳，实现了正本清源、
堵引结合，有效铲除了“小学化”滋生
的土壤。

探索科学的幼小双向衔接
方法

一直以来，“幼小衔接”对幼儿园
与小学都是一种考验。若双方衔接不
好，就极易引发“小学化”问题。本次
调研过程中，专家发现，许多地区已意
识到幼小双向衔接的重要性，甚至开
始探索双向互动的方法。

比如，陕西省将 2019 年定为“幼
小衔接”工作年，下发《幼儿园“去小学
化”教育活动指南》《小学一年级语文

“零起点”教学指南》《小学一年级数学
“零起点”教学指南》，对幼儿园和小学
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具体指导。为增
强宣传效果，还开发了图文并茂的宣

传资料，在幼儿园与小学张贴。同时，
积极探索入小学后的过渡性课程。强
调课程的趣味性，采用游园闯关的形
式“测试”，布置听、说、讲、画、动手的
作业，努力做到过渡时期，对学生知识
零要求、课堂零起步、课外零书写。

在昆明市五华区，教体局局长和
分管副局长亲自带队，组织全区公办
小学校长到幼儿园参观学习，了解幼
儿一日生活以游戏活动为主的特点。
同时，组织小学教师学习《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对照小学一年级课
程标准设计课堂教学，大大减轻了一
年级学生的入学适应难度。

辽宁省的盘锦、大连、锦州、铁岭
等地，也通过开展小学生与在园幼儿
交流活动，小学调整课程内容和进度，
减去低年级学生繁重的作业负担等方
式实施幼小双向衔接。

（下转第二版）

以科学保教促幼儿园内涵提升
——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赵彩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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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是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重大民生工程。近年来，瞄准学前教
育这一教育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江
西各级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兜住底线，
不仅努力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更努力实现质量提升，有效扭转了当
地学前教育长期较为落后的局面。

做大做强学前教育，首先要增加学
前教育资源。革命老区江西地处中部经
济欠发达地区，多地教育财政投入相对薄
弱，学前教育更是老大难问题，“入公办园
难”“入民办园贵”的矛盾较为突出。为补
齐学前教育这一突出短板，近年来，江西
各级党委政府将学前教育列入经济社会
发展重点规划，通过连续实施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增加了学前教育资源，推动

学前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纵观江西各地学前教育发展经

验，一是盘活“存量”，扩大“增量”。一
些大中城市以小区配套园建设和规范
管理为抓手，大力推进公办园改扩建，
并推动民办园转型为普惠园，使普惠
性学前教育资源迅速增加。二是“小
财政办大教育”。如果说学前教育是
江西教育的短板，农村学前教育就是
短板中的短板。为推进农村幼儿园建
设，一些县域实行了以财政投入为主
的成本分担机制，由县级财政兜底，有
效解决了资金难题，使乡镇中心幼儿
园、村级公办园得以快速发展。

做大做强学前教育，还要努力实
现质量提升。为全面提高学前教育质
量，江西各级党委政府努力打造一支

优质幼师队伍，通过改革创新，建立了
幼师自主培养、聘任补充、待遇保障等
相关制度。一些地方通过“自主培
养”+“县聘园用”以及采取编制备案
制等方式，突破了编制对幼师队伍建
设的束缚，扩大了幼师队伍来源，提高
了教师素质。同时，一些县域通过镇
村一体化改革试点制度，以教研机制
和管理机制创新为抓手，激发办园活
力，有效提升了区域学前教育质量。

近年来，江西各级党委政府在推
动学前教育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除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各级领导干部
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督促指导各地
学前教育发展，取得突出成效。在全
社会共同努力下，江西学前教育发展
近年来迈入快车道，实现了质的飞跃。

兜住底线回应百姓入园期待
本报评论员

动态播报

江西省芦溪县银河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体验种植活动。 邹妮 摄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记者从日前
召开的《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颁布实施
座谈会上获悉，山东自 2018 年以来，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8139所，新增幼儿园学
位110万个。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关延平介绍，山
东近年来进一步健全“省市统筹、以县为
主”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实施幼儿园建
设工程，努力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在
城镇完善政策卡口，落实新建城镇居住区
配套园与居住区同步规划设计、同步供应
土地、同步建设施工、同步竣工验收、同步
交付使用。在农村实施农村幼儿园建设
与提升工程，改善办园条件。

截至目前，山东共有幼儿园 20231
所，在园幼儿 307.6 万人。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 89.2%，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77.1%，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55.2%。在
城镇居住区配套园专项治理方面，山东
共摸排出需要治理的幼儿园1996所，整
治1284所，整治完成率为64.32%。

据悉，自 2020 年起，山东将启动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创建工作，用 5 年时
间使所有县（市、区）通过国家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县验收，依法保障学前教育事
业普惠特质。

山东

两年新增110万个
幼儿园学位

本报讯（记者 张利军）日前，河南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
通报“新建和改扩建城乡幼儿园 1000
所”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河南实际建设 1108 所幼儿
园，2020 年即可投入使用，预计新增学
位14.29万个。

“为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
育’，2019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将‘新建
改扩建1000所幼儿园’列入十项重点民
生实事。”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毛杰在发
布会上介绍，根据原定规划任务，2019
年，全省应新建改扩建1000所城乡幼儿
园，新增 10 万个幼儿园学位，实际上已
超额完成任务。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19 年年底，河
南省在“幼儿园项目建设”上共落实财政
资金 24.5 亿元，资金落实率达 117.1%，
同时还带动社会投入资金 5.6 亿元，切
实保障了项目圆满完成。据测算，1000
余所幼儿园全部投入使用后，河南全省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将达到90%左右。

河南

新建改扩建1108所
幼儿园今年投用

本报讯（记者 刘晓惠）日前，海口市
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该市普惠性幼儿园
建设情况汇报，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海口市将通过“建、改、租、购、调”等方式
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确保
2020年底前全市公办园占比达到50%。

为提升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近年来，海口按照 2018—2020 年完成
30 所公办园建设的目标加快建设。目
前，海口已有6所新建公办园投入招生，
在建公办园 16 所、改扩建 5 所、拟建 16
所，预计将提高公办园占比 14%。同
时，海口通过拨付生均公用经费、奖励性
补贴等方式吸引企事业单位、高校办公
办园，通过收购、租赁民办园举办公办
园，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园专项治理，扩大
普惠资源。针对闲置的乡镇公办园学
位，则采取降费、约谈调换园长、配备校
车、强化教师培训等措施，盘活用足。

去年，海口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扶
持力度，通过出台《海口市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对办园质量高、
收费低的普惠性民办园给予奖励。在新
办法激励下，海口普惠性民办园从83所
增至189所。

海口

2020年底公办园
占比将达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