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GUO JIAOYU BAO
2021年8月 日 星期二24
农历辛丑年七月十七 第11531号 今日四版

报头题字：邓小平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中国教育报
客户端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出版：中国教育报刊社 ●值班主编：苏令 ●值班编辑：杨文轶 ●见习编辑：王佳实 ●设计：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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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动在行动“双减”
聚焦 9 个全国试点地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 教育部新闻办 中国教育报刊社 合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辟
概括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历史源头，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光
辉历史的全面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特质
的生动写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
续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思想精辟，内
涵丰富，意义重大。我们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结合教育和
巡视工作实际，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深刻认识巡视工作战略作用，坚持
中央巡视工作方针，精准把握政治巡视
定位，切实提高巡视工作质量，不断深
化政治监督，为“十四五”时期教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深刻理解

巡视工作战略作用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

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
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就巡视工作发表重要讲
话、作出重要指示，不断引领推进巡视
理论制度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巡视
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党内监督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举措，是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抓
手。要自觉强化巡视工作职责使命，始

终站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
党的政治高度和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发
展的全局高度来认识巡视工作。要在
推动教育巡视工作中不断增强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精准把握
巡视工作政治定位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教育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关系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
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巡视是上级党
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
任的政治监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我
们要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精准把握政治巡视定位，切实增
强围绕“国之大者”履职尽责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两个维
护”作为根本任务，切实强化政治监督，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要通过政治巡视，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切实提高
巡视工作质量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怕牺
牲，英勇奋斗，顽强斗争，取得了世
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一以贯之
地秉持斗争精神，时刻保持政治上的
清醒和坚定，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
着，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
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
洁性、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人和事作
最坚决的斗争。（下转第二版）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忠诚履行政治监督职责
教育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何光彩

“针对辖区内培训机构众多、情况复
杂的局面，作为培训机构辖区一体化管理
的责任主体，石岛湾中学今年上半年通过
一体化管理机制，查处了4起培训机构超
纲教学、师资不达标等违规办学行为，取
缔了2处消防安全不达标的培训机构，联
合公安部门执法制止了3处在居民楼内无
证托管的行为，维护了学生和家长的切身
利益。”近日，山东威海荣成市石岛湾中
学校长张松告诉记者。

石岛湾中学是荣成市实行培训机构辖
区一体化管理的学校之一。荣成市以全市
32 个学区和市直学校为责任主体，划分
了 32 个监管区域，由业务科室进行统一
协调指导，实行辖区一体化管理，明确人
员具体负责培训机构监管工作，进行动态
监管，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坚决取缔非法
培训机构。自 2020 年以来，荣成市共查
处各类非法办班 17 处。荣成的探索，是
威海市创新模式，确保“双减”工作稳妥
推进的一个缩影。

自 2021 年 3 月底以来，威海全面暂
停了面向中小学生的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的审批，今年上半年新增的 33 所培
训机构，主要是兴趣特长、综合素质类，
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无序增长的态势得到
控制。威海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东
晖告诉记者，威海将修订完善学科类培训机构设置标准，
进一步提高准入门槛，并按照新修订的标准，对现有学科
类机构重新审核登记。

针对社会上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卷钱跑路”等极端现
象，威海市探索通过建立学杂费专用账户、严控账户最低
余额和大额资金流动等举措，加强培训机构资金监管。

“我们 2019 年初开始探索推行第三
方资金监管制度，由教育部门与培训机
构、银行三方签订 《荣成市民办培训学
校账户监管合作协议》，全市 100 多家培
训机构与银行自主沟通合作，设立资金
监管账户，并将最低限额资金存入账
户，培训机构日常办学资金等由对公账
户支出。”威海荣成市教体局局长张永波
介绍，“银行每月还将各培训机构银行流
水及异常预警信息提供给教育部门，从
源头上防范了办学风险，有效遏制了培
训机构‘卷钱跑路’的问题。”

在有效化解办学风险方面，威海在
之前“第三方资金监管制度”试点的基
础上，在全市建立由教育部门、金融部
门、培训机构三方参与的资金监管机
制，开设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建立培训
机构风险储备金制度，加强资金监管。

威海市还不断创新校外培训机构监
管机制，在落实校外培训机构年检、“黑
白名单”公示制度的基础上，开展了

“信用+工作”管理模式。“2019 年，我
市就探索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信用监
管，明确了违规办学负面清单，将违规
机构以及举办者和负责人纳入信用‘黑
名单’管理，实施部门联合惩戒。在此
基础上，荣成市进一步细化了信用信息
分类及评价机制，率先实现了校外培训
机构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威海市教育局
总督学王存宝说。

按照校外培训机构信用分级分类管
理制度，威海相关职能部门通过信用信
息管理平台，定期汇总培训机构规范办
学情况，形成动态全面的校外培训机构
信用档案。对信用等级 A 级及以上的，
在评先选优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对 C 级
以下的，不允许申办新的办学机构，不
允许申报星级学校，并增加督导频次
等，建立起长效监管机制。

在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同时，
威海市教育局近日印发文件，将作业管
理纳入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中，积极探索
建立“基础作业+弹性 （特色） 作业”模
式，鼓励支持教师建立“作业超市”等
作业资源库，供学生自主选择作业。教
师要提前试做拟布置的作业，对学生的
作业要全批全改，同时建立作业日公示

制度，将每天作业的具体内容、要求、预计时长等进行校
内公示。

“下一步，我们还将疏堵结合，构建落实‘双减’工
作的长效机制，进一步通过‘疏’扎实推动校内提质减
负，通过‘堵’保持严管态势，持续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徐东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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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海政

试点以学区和学校为责任主
体，实行培训机构辖区一体化
管理

进一步提高准入门槛，对现有
学科类机构重新审核登记

建立培训机构风险储备金制
度，加强资金监管

开展“信用+工作”管理模式，
探索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信用
监管

教师要提前试做拟布置的作
业，对学生的作业要全批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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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
硬，比钢还强⋯⋯”日前，河北经贸
大学“冀·艺”社会实践小分队来到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学生
们齐声高唱 《团结就是力量》，吸引了
众多当地百姓和游客的目光。

如何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如
何增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近年来，河北经贸大学深挖艺
术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点”，以
艺载道、以行促德，实现专业教育与
思政教育同频共振。此前该校推出的
两季“音乐党课”取得良好成效，今
年 6 月中旬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又精
心排演了“团结就是力量”主题艺术
党课。本次寻访这首红歌起源地，是
该校艺术党课的实践环节之一。

情景剧 《舍家抗日》、歌曲 《又见
西柏坡》、舞蹈 《平山团》、合唱 《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等组成上
篇，讲述了发生在老区平山的抗战故
事，讴歌了抗战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器乐曲 《水库夜歌》 与合唱 《我们走

在大路上》《在希望的田野上》 组成中
篇，以根治海河和改革开放为背景，
讴歌了党带领人民群众奔小康道路上
的实干创业精神；合唱 《最美英雄》

《向往》 与大合唱 《团结就是力量》 组
成的下篇，讲述了当地脱贫攻坚历程
和抗疫故事，讴歌了抗疫精神和脱贫
攻坚精神。艺术党课推出后，短短时
间线上浏览量就达17万多次。

“把红色资源整合为可听可看、可
演可感的活教材，大大提高了课程思
政和党史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艺术
党课主创人之一、“表演艺术”课程专
业教师赵军辉说。

（下转第二版）

河北经贸大学寻访红歌起源地，排演红色情景剧——

用行走的艺术党课丈量青春
通讯员 池晶 记者 周洪松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据新华社长沙 8 月 23 日电 （记
者 谢樱） 记者 23 日从湖南省教育厅
获悉，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制定了 《湖南省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
办法》，旨在根治中职学校招生过程中
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
的各种违规行为。办法于9月1日起正
式施行。

办法划出红线，明确中职学校招
生过程中，存在“以招生为目的与初
中生源学校或中介机构、个人签订各

种形式的有偿协议”等 10 种情形之一
的，认定为招生违规；初中生源学校
及教职员工存在“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
的与招生中职学校签订招生协议”等 7
种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参与招生违规；
学校主管部门对中职学校招生违规行
为或初中生源学校参与招生违规行为
进行监管和处理过程中，存在“对所辖
中职学校上传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
光招生信息平台信息把关不严，造成平
台信息不实欺骗学生”等 6 种情形之一
的，认定为违规。针对上述违规、参与

违规行为，均视情节严重程度进行相应
查办处理，凡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

办法实行双重监管，规定中职学
校和初中生源学校出现招生违规行为
时，其主管部门应立即启动相关调查
程序。如果其违规行为情节严重、影
响恶劣或案情复杂、社会影响较大，
必要时可由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人
社厅组织相关部门参与或直接调查处
理，以此实现对各违规主体、违规行
为查处全覆盖。

办法明确，民办中职学校存在招
生违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
响恶劣的，除责令其停止招生、吊销
其办学许可证外，学校相关人员将纳
入“黑名单”，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
校举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
监督机构组成人员。

根治招生违规，实行双重监管

湖南划出红线规范中职招生
■

■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宋
村小学师生上冰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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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威海荣成市幸福街小学学生创作立体折纸作品山东省威海荣成市幸福街小学学生创作立体折纸作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大槽乡，“妞妞”们和吉
布小龙在户外唱歌（8月6日摄）。大槽乡中心小学

教师吉布小龙将带领妞妞合唱团去北京参
加音乐节，她们将唱着歌走出大山。

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 摄

大山里的大山里的““妞妞妞妞””会唱歌会唱歌

本报讯 （记者 高毅哲） 国家卫
健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儿童微
量元素检测监督执法工作，不得将微
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

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要按照诊疗规范、临床诊疗指南、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等要
求，严格规范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工
作，非诊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童开
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得将微量元素检
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地方各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儿童微量元
素检测的监督执法工作，对违反上述
规定开展检测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
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通知指出，我国早在 2013 年就
印发了 《关于规范儿童微量元素临床
检测的通知》，明确指出“不宜将微
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尤
其是对 6 个月以下婴儿”，但医疗卫
生机构开展儿童微量元素检测不规范
的情况仍然存在。

国家卫健委印发通知

儿童体检不得做微量元素检测

以“五个一”全面抓好开学过渡期
➡➡➡ 详见第二版

【中教评论】

如何走稳中国式现代化职教之路
➡➡➡ 详见第三版

【职教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