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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 久 ，厦 门 市 教 育 局 盘 点
2020 年工作，统计显示，全市普惠园
覆 盖 率 从 2017 年 的 87.7% 上 升 至
2020年的95%。

但在 2011 年，厦门市 3.8 万名入
园幼儿中，有 2.1 万名在民办园就读，
大部分孩子无法享受普惠性学前教
育。当时，民办园“涨声一片”，群众
负担加重。由于历史欠账多，2011
年，适龄儿童毛入园率比 2005 年下
降了9.6%。

面对倒退和群众的期盼，厦门市
政府统筹教育、财政、规划等部门，强
力推进公办园建设，动员和扶持社会
力量办园，并通过分级补助、结对培
训等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十年磨一
剑，为群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政府牵头统筹，国企办
园担起普惠责任

记者了解到，厦门市通过近十年

的持续发力，换来学前教育的高普
惠率，这除了得益于政府持续加大
投入，还得益于教育部门出台政
策，引导多方参与举办公办园、集
体办幼儿园、民办园。当把各方办
普惠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参与
的人多了，普惠率也就高了。

在多方参与的过程中，教育部
门始终把加强公办园建设作为重中
之重。近年来，厦门市在加大公办
园建设方面，始终保持着强劲势头。

近日，厦门市立项建设集美区灌
南第三幼儿园。该项目将要建成一
个 12 班的幼儿园，投资 3000 多万
元。

灌南第三幼儿园是厦门市近年
来批准开工建设的公办园之一。在
2020 年 12 月，厦门市陆续批准了 4
所幼儿园建设项目。

加大力度建设公办园，在厦门市
已是常态化工作。“十三五”期间，厦
门市已开工建设 100 多个幼儿园项
目，新增 4 万多个学位。而在最近编
制的厦门市“教育设施 2019—2023
年规划”中，又提出将在岛内、岛外分
别预留42块和164块建设用地，预计
可增加8.4万个幼儿园学位。

除了加大公办园建设力度，厦
门市还加强了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
工作。全市对需要治理的 63 所小区
配套园，通过移交、回购、普惠覆
盖等多种方式进行规范管理，在完
成治理任务的基础上，新提供普惠学
位1.3万多个。

厦门市禾盛幼儿园位于湖里区
的水晶森林小区内，以前由私企经
营，每月收取保教费2600元。2020
年8月由政府回购后办成公办园，每
月保教费变成了420元。

“有来自公办园的骨干力量来管
理这所园，并对教师进行全员深度
培训，我们的保教质量提高了，收
费下降了，周边居民都抢着把小孩
送来。”禾盛幼儿园园长汪怡红说。

为进一步扩充普惠资源，厦门
市的国有企业也担起责任。2017 年
以来，厦门市陆续成立国有教育集
团或公司。三年多的时间里，全市
已建成国企办幼儿园 29 所，在园幼
儿近万名。

“我家孩子在敬贤幼儿园上小
班，条件不错，保教费每月也才 840
元。”家住集美区集源路的张先生来
自福建省莆田市，因为孩子户口不在

厦门市，前两年一直在操心孩子上幼
儿园的事，现在，集美区教育公司开
办的敬贤幼儿园，为他解决了难题。

敬贤幼儿园按政府补贴的普惠
价格收费，不久前还被评为“区级
示范幼儿园”。对家长来说，把孩子
送到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为什么国企办幼儿园要实
施集团化办学，厦门市教育局基教
处负责人叶本刚介绍，集团化办
学，教职工可以全部实行公开招
聘，避开了公办园“人员编制数”

“机构编制数”限制等难题，而且按
劳取酬、优绩优酬的薪酬机制，也
能激发办园活力。同时，厦门市还
出台鼓励政策，国企办园每新开办
一个班给予 10 万元的补助，近年来
共补助2380多万元。

分级补助“帮一把”，让
民办园“造血”

在 2011 年时，厦门市学前教育
一方面要面对“历史欠账”，另一方面
还要面对不断激增的外来人口数
量。在双重压力下，时任市教育局领
导班子提出，既要加大公办园建设力
度，也要动员社会力量办园，只有这

样，“补短板”的路才能走得更快。
2011 年，厦门市的民办园优质

幼儿园比例低，办园不规范的问题普
遍存在。对此，厦门市在出新政时，
一方面明确政府为符合条件的群众
分担部分保教费，同时还要让政策有
激励作用，在为群众“减负”的同时，
也要为民办园不断提高办园水平“输
血”，并促使其自身“造血”。

“疫情期间，政府补助了 100 多
万元，如果没有这些钱，我们交房
租都很困难。”厦门市湖里区蒲公英
幼儿园负责人何月珍向记者讲述了
她的办园情况。该园现在是区级示
范园，也是一级园，每个月每名幼儿
政府给予 600 元补贴，家长交 756 元
保教费。

蒲公英幼儿园大班幼儿家长李
先生说，自己在一家物业公司任部
门经理，爱人是会计，蒲公英幼儿
园收费不高，而且是区级示范园，
条件不错，教育局监督也多，所以
很放心。

蒲公英幼儿园是厦门市参与分
级收费及限价管理的民办园之一。
从 2011 年起，厦门市就开始对民办
园进行分级补助。（下转第二版）

政府统筹整合资源 公办带民办保质量

厦门：多方参与做大普惠园“蛋糕”
本报记者 熊杰 通讯员 李旭岩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2018 年以前，济阳区学前教育
的‘短板’，一是公办学前资源紧缺，
特别是城区公办园难以满足群众入
园需求，二是学前教育专业师资紧
缺、待遇低，有教师资格证的仅占
30%，三是民办园‘多、乱、杂’，保教
质量难以保证。”近日，山东省济南市
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杨春亭告
诉记者，那时济阳区注册的民办园有
128所，而无证园却多达148所。

济阳区坐落在济南市黄河北岸，
是济南市的近郊区。2018 年 10 月，
原济阳县区划调整为济南市济阳
区。“为破解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难
题，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
发展，我们以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
划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将补齐学
前‘短板’作为教育强区建设的首要
任务，着力做好‘扩供给、破瓶颈、重

规范、促改革’四篇文章，全力构建
‘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杨春亭说。

经过近三年的埋头苦干，到目前
为止，济阳区160所注册幼儿园中，公
办及公办性质幼儿园达到了 104 所，
普惠性民办园21所，公办园在园幼儿
占比达 89.5%，专任幼儿教师中在编
教师及政府部门统一招考“总量控制、
备案管理”的教师达到了一半以上，教
师专业化水平有了基本保证。

短短三年，济阳区集中精力打
赢学前教育“翻身仗”的秘诀是什
么？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王
兴海总结为四点：“多渠道”增加公
办学位资源，“优先级”破解编制瓶
颈制约，“全方位”规范学前办园秩
序，“高质量”深化学前教育改革。

在“多渠道”增加公办学位资源

方面，济阳区将“优化提升城区学前
教育资源”列入年度重点工作，科学
编制布局专项规划，通过“新建一批、
配建一批、收回一批、盘活一批”，多
种形式增加公办学位，有效化解城区
公办园“入园难”问题。

自 2018 年以来，济阳区政府累
计投资 1.3 亿元建设公办园，扩充公
办学位1440个。2020年建成的6所
小区配套园，全部移交教育部门管
理，并彻底整治解决了一批配套园移
交、管理不规范的“历史欠账”。同
时，借助老城改造的契机，利用部分
闲置的机关办公楼，投资 459 万元，
盘活改造建设两所幼儿园。

在补充公办幼儿教师、破解编制
瓶颈制约方面，济阳区不等不靠，把其
作为“一把手”工程，通过开辟“绿色通
道”、实行“总量控制”等方式，补充招考

公办幼儿教师。幼儿教师补充“绿色
通道”，按照“能简则简、能快则快”的原
则，压缩办结时间，简化办事程序。

“我们实行幼儿教师编制‘总量
控制、备案管理’模式，将幼儿教师作
为一个独立序列‘单列计划’，核定控
制总量编制 1356 个，力争 5 年配齐，
近两年已招聘 450 人，学前教育教师
资格证持证率由原来的 40%提高到
了 78%。”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人事
科科长周继宝说。

在规范学前办园秩序方面，济阳
区坚持“建管并重”，强化对民办园监
管力度，坚决治理无证办园、高收费、
乱收费、使用违法“校车”等情况。同
时，通过加大普惠性民办园扶持力度，
认定了21所普惠性民办园，提升了民
办园整体保教质量，办园秩序实现由

“乱”到“治”的转变。（下转第二版）

济南济阳区：三年打赢学前教育“翻身仗”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王明国

动态播报

新华社电 （记者 王泽昊 金一
清） 来自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0 年年底，西藏学前教育
毛入园率达到 87.03%，比 2011 年提高
了52.03个百分点。

长期从事学前教育的拉萨市岗旋幼
儿园园长洛桑巴典，亲身经历了西藏学
前教育的快速发展。他感叹道：“10 年
间，西藏学前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国家高度重视西藏发展学前教育，
不断加大投入，10 年前全区只有不到
200所公办园，现在有2000多所。”

2012 年以来，西藏投入幼儿园建
设资金达 60.73 亿元。目前，西藏幼儿
园数量达到2199所，较2011年增长了
10.1 倍 ； 全 区 在 园 幼 儿 数 达 150934
人，10年间增长约2.6倍。

“西藏学前教育布局日臻完善，并
主动适应人口变化趋势和新型城镇化发
展需要，着力构建市、县、乡、村四级
学前教育体系。”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党
组成员朱赟说，自治区不仅抓紧实施农
牧区幼儿园建设工程等重大专项，学前
教育还纳入自治区15年免费教育。

据了解，目前西藏城镇、农村学前
免费教育全部纳入财政补助范围。此
外，所有在园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
庭子女纳入“三包”（包吃、包住、包
基本学习费用） 补助政策范围，惠及
12.43万名在园幼儿。

西藏学前教育
毛入园率达87.03%

新华社电 （记者 艾福梅） 记者从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获悉，宁夏学前
教育快速发展，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任
务基本完成，公办园、普惠性幼儿园在
园幼儿占比分别达到 57%和 89%，高
标准超过国家确定的“50%、80%”的
目标任务。

据了解，与“十三五”初期相比，
目前宁夏全区幼儿园数量从788所增加
到 1464 所；在园幼儿达到 25.6 万，增
加了 6.3 万；毛入园率达到 88.5%，提
高了 17 个百分点，高于 2019 年全国平
均水平5个百分点。

为解决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短缺和
农村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十三
五”期间，宁夏累计投入 21.22 亿元，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699所，新增学位
8.97 万 个 ， 实 现 全 区 常 住 人 口 规 模
1500 人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村学前教育
资源全覆盖，完成279所城镇小区配套
园治理任务。

宁夏普惠园
在园幼儿占比达89%

日前，云南省宾川
县力角镇中心幼儿园的
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搬运
蔬菜水果，体验收获乐
趣。当天，该园举行了
主题为“健康宝宝庆丰
年，新园新貌迎新年”
的首届运动会，结合生
活实际创设丰收场景，
让孩子们在收获、运送
蔬果的过程中感受劳动
和运动的乐趣。

张义红 蒋利兵 摄

本报讯 （记者 景应忠） 记者从贵
州省教育厅了解到，贵州自实施农村学
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以来，累计投
入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膳食补助资金
20.5亿元，每年惠及农村学前教育儿童
80万人以上。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贵州教育
扶贫的重要手段之一。2012 年，贵州
全面实施“校校有食堂、人人吃午餐”
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
现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彻底
解决农村中小学生在校就餐难的问题。
2016 年，贵州将营养改善计划由义务
教育阶段向学前教育延伸，启动实施农
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2018
年实现农村学前教育机构全覆盖。

据介绍，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
善计划是贵州特有的膳食补助政策。现
在，即使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山村幼儿
园，孩子们也能享受到营养改善计划带
来的好处。

贵州农村学前儿童营养
改善计划惠及逾80万人

本报讯 （记者 郝文婷）“30 多年
没变的幼儿园编制标准终于要改了！”
最近，对于内蒙古学前教育领域来说，
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无疑是日前 《内蒙古
自治区公办幼儿园机构编制标准》 的出
台。

公办园教师编制短缺一直以来是学
前教育领域的一大难题。随着三期学前
教育行动计划的实施，近年来内蒙古学前
教育资源迅速扩大，幼儿园数量从1988
年的1309所增加到2019年的4374所，
在园幼儿从38.1万人增加到60.7万人，但
幼儿园编制标准一直按自治区1988年印
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全日制、寄宿制幼儿
园编制标准（试行）》执行。

近年来，由于编制核定标准陈旧，
各地公办园机构编制管理不规范现象突
出，特别是旗县一级新建公办园机构设
置不规范、编制配置相对薄弱，部分公
办园存在无编制情况。“没有编制，教
师不稳定，教师专业成长更是没有通
道，中小学教师有职称晋级，幼儿园教
师连职称评审的机会都没有。”一位从
事幼教工作近30年的园长说。

2020年自治区编委会同教育厅、财
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

《内蒙古自治区公办幼儿园机构编制标
准》。本次编制核定人员范围除专任教
师，还将保育员也纳入其中，此外还包括
行政管理人员、卫生保健人员、教辅人
员等，编制数按与在园幼儿数 1∶7 到
1∶10 的比例核定，并且规定各地可在
此 基 础 上 增 核 不 超 过 10% 的 附 加 编
制，主要用于教师脱产进修、产假、支
教和加强民族语言授课等情况需要配备
教职工。

自治区要求，按本标准核定的编
制，各地要在事业编制总量内调剂解
决，调剂后仍未达到标准的差额，可探
索实行公办园人员总量管理，核定控制
数作为补充。此外，公办园人员总量是
领导职数核定、岗位设置、职称评定和
社会保障等事项的重要依据，也可作为
经费核拨的重要参考。

为保证幼儿园聚焦专业发展，自治
区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不低于幼儿
园教职工的 88%。后勤服务实行社会
化，可将公办园中安保、厨师等服务纳
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所需资金从地方
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公办园可作为政
府购买承接主体参与政府购买服务，逐
步从“养人”向“办事”转变。

内蒙古出台
公办园编制标准
可增核不超过10%的附加编

一线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