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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城区幼儿园 48 所，7 个街道 29

个社区实现全覆盖；农村幼儿园40
所，4个乡镇中心幼儿园和36个行政
村幼儿园实现全覆盖。其中，省级示
范性幼儿园 1 所，省级一类园 8 所，
标准化幼儿园20所。学前一年毛入
园率达到97.5%，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94.6%⋯⋯

这是一组来自“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之一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
治州临夏市2019年的学前教育发展
数据。从过去公办园数量少且布局
不合理、学前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经
费投入不足、民办园“举步维艰”，到
如今学前教育蓬勃发展，临夏市在脱
贫攻坚的过程中，加快幼儿园建设力
度，狠抓办园质量，强力实施免费政
策，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公
益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

增量扩容，学前教育资源
覆盖“点”和“面”

干净柔软的人工草坪，高大醒

目的滑滑梯，宽敞明亮的三层教学
楼。走进去，里面游戏室、美术室、
音乐多媒体厅等一应俱全，每个班
都配有液晶电视、教学一体机、消毒
柜等教育教学必备设施⋯⋯

位于临夏市城郊的折桥镇后古
城幼儿园，是 2019 年新建的一所标
准化农村幼儿园。当记者来到该园
时，却为之一振：占地 4.39 亩，投入
资金达 590 多万元，最多可容纳 300
名幼儿。

“我们这里位于城郊开发区，
后古城村小学并入城区学校后，校
舍闲置，为满足周边居民和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园，闲置的校舍
就用于充实公办学前教育资源。”
园长李科琼介绍。

后古城幼儿园的变化是临夏市
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长期以
来，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传统观
念的影响，“入园难”一直困扰着
临夏市学前教育的发展。“再穷不
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
是临夏市委市政府几任领导班子共
同的态度，也是多年来人民群众的
共识。

按照公益性、普惠性原则，近
年来，临夏市高点定位、强力投
入，不断加快公办园特别是农村公
办园建设步伐，全面推动学前教育
向行政村延伸。仅 2017—2019 年

间，全市就投资 4000 多万元新建
了 13 所公办园，新建、改扩建了
24 所公办园。并且，通过多种方式
自筹600多万元，为所有新建的城乡
幼儿园按同一标准配备了幼儿桌椅、
玩具、图书、钢琴等保教设备。同时，
吸引民间资本创办 4 所高标准品牌
加盟民办园，城乡学前教育优质资源
覆盖面迅速扩大。

从 2014 年起，临夏市按省级示
范、省级一类、二级幼儿园、三级幼儿
园 4 个类型，分别按生均每年 1500
元、1400 元、1300 元、1200 元的标
准，对全市所有公办和民办园在园幼
儿免除保教费，同时免除每生每年
138元的书费，所有经费均由市级财
政承担。据统计，2014 年全市在园
幼儿 12655 人，免费资金 1795.5 万
元；至 2019 年，全市在园幼儿增至
18236人，免费资金2568.45万元。

从 2015 年起，该市进一步突
出精准扶贫力度，实行“对家庭经
济困难幼儿生活资助”政策。仅
2019 年就发放扶贫资金 180 万元，
惠及 2400 个家庭，学前教育免费
政策和学前阶段贫困幼儿生活资助
政策既覆盖到了“面”，也关注到了

“点”。
“这些教育脱贫政策的实施，进一

步推动了我市学前教育，尤其是农村
学前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增强了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也解
放了农村劳动力，让更多的家长可以
从事生产劳动、增收致富，从而实现精
准脱贫。”临夏市教育局局长陈殿民
说。

突破管理瓶颈，以点带面
促优质发展

临夏市地处黄河上游、位于青藏
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区域面
积大且四面环山，交通不便。近年来，
伴随着学前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
城乡幼儿园日常管理、队伍建设、办园
品质提升等方面，都面临不少挑战。

加之，学前教育免费政策实施
后，所有幼儿园几乎没有保教费
用，特别是村小附设幼儿园，连维
持日常运转都存在困难，更谈不上
添置设施设备或开展大型活动。

面对诸多困难，如何突破？
为此，临夏市一方面理顺乡镇

中心幼儿园和村级幼儿园管理体
制，将所有乡镇中心幼儿园从原小
学学区剥离，隶属市教育局直管，经
费独立核算，并全部实行日托制，提
高其办园层次；另一方面从城区示
范性公办园中选拔优秀副园长和业
务骨干，担任新建的乡镇中心幼儿
园园长，将优质示范园的办园理念、
管理模式等直接“植入”新建园，强

化新建园管理能力。
与此同时，推出“1+X”模式：即

城区 1 所优质公办园与周边 3—4 所
民办园结对；乡镇中心幼儿园与区
域内村级园、民办园结对，通过资源
共享、跟班观摩、上门指导、线上交
流等多种形式，以点带面，提升“X”
个链接园的保教质量和办园水平。

此外，围绕环境创设、课程管
理、强师计划、提质创优、家庭教
育等七个方面，制定了涵盖幼儿园
管理各方面的一系列计划措施，通
过“菜单式”管理，使全市所有幼
儿园在办园条件、办园水平、科学
保教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

临夏市第十五幼儿园是 2019
年移交的小区配套园，园长李翠红
之前是临夏市实验幼儿园的副园
长。“来之后，我就把实验幼儿园先
进的办园理念直接‘复制’到了这所
园，包括室内外布置、环境创设、区
角游戏、家园共育等，家长和孩子们
对此都很满意。”李翠红告诉记者。

“优质资源共享，新建园可以
在很短时间内获得老百姓的认可。
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我们
鼓励幼儿园改革创新，走特色化发
展之路，逐步实现从常规园向特色
园转化。”临夏市教育局幼教股主
任关瑞说。

（下转第三版）

强力投入，增量扩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临夏市：百姓乐享家门口免费学前教育
本报记者 尹晓军

“幼儿园好漂亮，小孩喜欢，我们
大人也高兴。”新学期，浙江省义乌市
后宅街道中心幼儿园启用，小（2）班刘
泽睿的奶奶乐呵呵地说。

该园园长傅慧平介绍，幼儿园启
用后，7 个班从分园搬入新园过渡，又
新招了 2 个班，极大地满足了周边群
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

2020 年第一季度，义乌投用后宅
街道中心幼儿园等 3 所新园，为疫情
防控期间的孩子、家长送上了一份惊
喜。这是义乌幼教“逆袭”三部曲中的
一段动人旋律。

一补短板，百所幼儿园拔地而起

“‘百园工程’中的 73 个在建幼儿
园项目已全面复工，2020 年的投用目
标是 30 所以上。”义乌市教育局计财
基建科科长龚旭东说，为了追回被疫
情耽误的工期，大家都在拼命干。

“百园工程”是义乌市委市政府为
补齐学前教育短板提出的建设项目。
由于历史原因，义乌学前教育存在“民

办园多、公办园少”“低级园多、名优园
少”“园舍小、破、旧”等特点。

2017 年以来，义乌市委市政府把
发展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一大重点
工作，围绕“政府主导、多元发展、公益
普惠、内涵提升”的思路，总投资 25 亿
元、供地 860 余亩，推进“百园工程”建
设。“百园工程”以“1+X+Y”的模式实
现品质化幼儿园镇街全覆盖，即每个
镇街都有1个中心园、若干个片区园和
中心村园。

为了确保“百园工程”尽早建设完
成，义乌建立“红黄旗”挂牌制度，把

“百园工程”建设列入镇街部门考核。
各镇街对“百园工程”资源优先配置、
规划优先选址、无条件保障用地，倒排
计划加快建设。2019 年年底，累计实
现100所幼儿园全部开工。

各镇街中，佛堂镇是最早推动幼儿
园建设的。该镇已建成并投用幼儿园5
所，另有4所按计划进度建设。新建的
朗达心声幼儿园投用后，新招普通幼儿
200名，特殊幼儿在原有89人的基础上，

又从周边县市乃至外省吸引来48人。
目前，义乌已建成投用“百园工

程”幼儿园 27 所，所有镇街都已配置
公办中心幼儿园，累计扩容标准化班
级 231 个，增加优质学位 7300 余个。

“百园工程”全部投用后，预计可提供
3.94 万个学位，公办园招生覆盖面达
到53%。

二抓队伍，百名园长茁壮成长

与“百园工程”同步启动的，还
有“百名园长培养工程”。义乌从全
市公办园选拔骨干教师 80 名、吸纳
民办园骨干教师 20 名，组建园长后
备人才库，培育优质园长队伍。

苏溪镇中心幼儿园园长毛小华就
是从“百名园长培养工程”中成长起来
的。现在她已经是苏溪镇幼教集团的
负责人，管辖着 3 个园的 68 名教职
工。原先，她是城区一所幼儿园的副
园长。在“百名园长培养工程”中，她
参加了多次理论集中培训，对幼儿园
园长的专业标准、岗位职责等有了更

多的理解。她还在省特级教师余巧娟
身边跟岗实践，并赴上海、杭州等名园
考察学习，体验一名成熟园长所需的
管理能力与专业内涵。截至目前，从

“百名园长培养工程”中走向园长岗位
的幼师已有8人。

据义乌市教育服务中心教育指导
科科长陈桦涧介绍，以前义乌公办园
少，园长岗位屈指可数，幼师职业发
展空间不大，骨干幼师向周边地区流
失现象严重。随着“百园工程”新建
园的陆续投用，越来越多的骨干幼师
将走上园长岗位，全市幼教人才梯队
建设日趋合理，为学前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义乌主动出击，与丽水学院、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等院校合作，开设中
高职一体化学前教育大专班、本科班，
200余名义乌学生接受专业培养，确保
幼师队伍补充渠道畅通。义乌还组建
了“非编教师人才库”，吸引更多高等院
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来工作。

（下转第三版）

实施“百园工程”，培养“百名园长”，改革管理体制

义乌提升办园品质三部曲
通讯员 龚琴娟

一线行动

动态播报

本报讯 （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
远 张紫欣） 近日，深圳市教育局联合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印发 《深圳市幼儿园
膳食管理办法 （试行）》。《办法》 强调，幼
儿园餐饮服务不得委托承包，严禁幼儿园教
职工占用、食用儿童食材，教职工伙食费不
得从儿童伙食费中列支。

《办法》明确，幼儿园膳食管理实行属地管
理、以园为主、全程监控的原则，建立教育、市
场监管等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幼儿园
的餐饮服务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自主经营、
自行管理，不得委托承包。幼儿园家委会对膳
食工作情况，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
督权。幼儿园家委会可结合季节变化等因素，
每学期组织1—2次膳食工作情况检查。

关于伙食费管理，《办法》规定，每学期儿
童伙食费收支盈亏不超过 2%。幼儿园收取
的儿童伙食费，应主要用于购买食材，不得用
于支付燃料、厨房水电、厨房员工工资等费
用。任何人不得侵占、截留、挪用儿童伙食
费。对于儿童用餐陪餐，《办法》明确，幼儿园
应当实行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幼儿园园长或
副园长每餐都要与儿童共同用餐，做好陪餐
记录。幼儿园若具备条件，可建立家长陪餐
制度。幼儿园对陪餐家长提出的意见建议，
应当及时研究并反馈。

深 圳

幼儿园餐饮服务不得委托承包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日前获
悉，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关
于2020年幼儿园开学复课工作部署要求，乌
鲁木齐市稳妥有序分批做好幼儿园开学复课
工作。第一批米东区、达坂城区、乌鲁木齐县
的幼儿园于6月8日开学复课。

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
专题安排部署乌鲁木齐市幼儿园开学工作。
按照“分批错峰、有序开园”原则，米东区、达
坂城区、乌鲁木齐县的幼儿园第一批开学。
其中，中班、小班由各区（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认真评估，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准同意后
方可接纳幼儿入园。

为做好幼儿园开学复课工作，乌鲁木齐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学校工作组成立由教育、
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人员组成的 8 个指导
组，于 6 月 6 日起到各区（县）实地指导幼儿
园开学复课各项准备工作；各区（县）认真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牵头卫健、疾控、公安、市场
监管等部门，对辖区幼儿园逐一评估验收，不
具备开学条件的坚决不允许开学。同时，加
强幼儿园防疫物资调配，满足幼儿园开学复
课需要。

乌 鲁 木 齐

幼儿园分批错峰有序开学

本报讯 （王宇 记者 景应忠）近日，贵
州省贵阳市教育局发布《贵阳市幼儿园2020
年春季学期返园复学工作方案（参考指导）》，
要求各区（市、县）、各幼儿园做好开学准备及
防控工作，确保全市幼儿园2020年春季学期
平稳有序返园复学，实现全市校园不发生一
起疫情。各幼儿园开学初期原则上每班不超
过15人，两周后如无异常可满班额入园。

贵阳市要求，各幼儿园返园复学按照分
类指导、分园施策、分时错峰、封闭管理和自
愿返园原则，结合幼儿园实际情况以班级为
单位“一园一策”“分类施策”，不搞“一刀切”；
在幼儿园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以班级为单
元在教职员工和幼儿入园、教学、活动、就餐、
离园、住宿等方面实行全过程分时错峰，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交叉聚集；无关人员未经批准
一律不得进入幼儿园，原则上外来人员不得
入园，严格执行家长接送幼儿不入园制度，教
职员工和幼儿实行“名单制”管理。

贵阳市提出，遵循家长自愿、按需入园原
则，分批次开展返园工作，幼儿园不得以任何
理由强制要求幼儿入园，对暂时不能入园的
幼儿，幼儿园要做好跟踪摸排和家庭保育教
育指导工作。

贵 阳

幼儿园开学初每班不超15人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记
者日前从辽宁省大连市教育局
获悉，该市按照“分类治理无
证办园”等政策要求，2020
年年底前将稳妥完成现有各类
无证园清理整顿工作，基本建
立教育部门牵头、部门联动、
分类治理、标本兼治的无证园
治理长效工作机制，促进无证
园治理规范化、常态化。

目前，大连市已经在全
市范围内启动无证园专项治
理工作。大连市教育局要求
各区市县 （先导区） 将无证
园专项整治工作作为重大民
生 工 程 。 建 立 完 善 区 市 县

（先导区） 教育部门牵头、相
关部门参与的无证园专项治理
工作机制，确保无证园治理工
作如期完成。同时建立健全无
证园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等监
控机制和联合执法、政策引导
等整治机制，防止出现新的
无证园。

据悉，大连市此番治理
任务包括：准入一批符合基
本办园条件标准的无证园，
对符合办园标准的无证园，
按照相应程序进行审批，颁
发办园许可证；整改一批无
重大安全卫生隐患但存在一定
问题的无证园，对园舍建设、
保教设施配备等方面存在一定
问题，但经过整改可以达到办
园标准的无证园，限期进行整
改，凡是通过整改达到标准
的，按程序对其进行审批，颁
发办园许可证；取缔一批缺乏
基本办园条件、存在重大安全
卫生隐患的无证园，对租用沿
街商铺、居民楼或农村民居，
无户外活动场地，无消防设施
和安保人员，办园随意性强，
教职工配备不足，设施设备配
备简陋，存在严重安全、卫生
隐患，不符合办园标准，不具
备整改条件的，坚决予以取
缔。

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大连年底前完成
无证园清理整顿

日前，在海南省直属机关第
二幼儿园，小班的孩子们装扮成
各式各样的“海洋精灵”，进行
时装走秀。

当天是第 12 个“世界海洋
日”和第 13 个“全国海洋宣传
日”。孩子们通过参与制作海洋
精灵服装、环保袋绘画、环保达
人秀等活动，沉浸在幼儿园营造
的保护红树林、保护海洋生态的
良好氛围中，萌发了认识海洋、
热爱海洋、热爱海岛家乡的意识
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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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精灵”
时装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