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从政治上看教育，培养党和人
民事业的接班人

湖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周静

向着全面建设教育强省目标踔厉笃行

湖北省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18037 所，在校生 1085 万人，教职
工 88.1 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
是“十三五”以来，全省教育系统坚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教育
部工作部署，实现了从“有学上”向“上好学”
的历史性跨越，教育大省地位进一步巩固，科教
人才优势进一步彰显。未来五年，我们将按照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的总体部署和“十四五”规划安
排，坚持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战略上建教育、从
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从廉洁上严教
育，向着全面建设教育强省目标踔厉笃行，为湖
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作出更大的教
育贡献。

教育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政治
责任，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党的
建设。目前，湖北省市县三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全面建立，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党委书记选派实现全覆盖，中小学、幼儿园、民办
学校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部属、省属、行业办
学等 8 类高校党组织领导和管理关系得到全面规
范理顺，高校党建责任进一步明确；
“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深入实施，
“五个思政”改革创新形成品牌，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教育系统持续成为坚
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迈入新阶段，面向新征程，我们将把学思践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
重，
坚持
“两个确立”
，
做到
“两个维护”
，
并将其作为
最重要的政治要求贯彻到教育工作的各方面和全
过程。完善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运行机制，
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推行中
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全面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形成
纵向衔接、
分层递进、
螺旋上升的德育工作体系。

从战略上建教育，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其先
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作用更加凸显。
“ 十三
五”期间，湖北颁布了《湖北教育现代化 2035》及五
年实施方案，对教育发展作出总体部署；五年来，
湖北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 10.59 年提高到
11 年；湖北高校主持项目获国家科技奖占湖北全
省 79.31%，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获国家三大科技奖
位居全国前列，围绕我省“光芯屏端网”等十大重
点产业布局，新设专业点 160 个，高校成为湖北创
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迈入新阶段，面向新征程，我们将坚持服务中
心大局建设教育，提高人才供给水平和科技创新
水平。强化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聚焦智能网联、
光电、芯片、北斗等产业领域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和
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核心技术，
围绕氢能、储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前沿新材料
等未来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建立产学
研用一体化平台，发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高校院所的创新源头作用，打通“源头创新—技术
开发—成果转化—产业聚集”转化链条。充分发
挥科教、人才优势，推动湖北全国科技创新高地、
制造强国高地、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全国现代
农业基地、全国现代服务业基地“三高地、两基地”
建设。服务湖北区域发展布局，推进大学校区、产
业园区、城市社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推进校
地合作共建。实施服务乡村振兴教育行动，拓展
乡村振兴人才智力服务，大力实施“一村多名大学
生计划”
“乡村全科医生计划”等。

从民生上抓教育，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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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民生之首，
加快缩小区域、
城乡、
校际、
群
体间差距，促进教育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
平，是提高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的关键。
“十三五”
期
间，
湖北教育发展指标位于全国前列，
新建、
改扩建公
办幼儿园 1627 所，2021 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
91.1%，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个百分点；
2017年，
在中
西部地区率先整体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2020 年控辍保学实现动态清零；
2021 年高中阶段毛
入学率92.3%，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9个百分点。
迈入新阶段，面向新征程，我们将坚持服务
民生抓教育，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用心用
情、从严从实办有温度的教育，真正让教育发展
成果普惠于民、受益终身。推进学前教育公益普
惠发展，支持县 （市、区） 新建、改扩建一批公
办幼儿园，推进集团化办园、联村办园，鼓励引
导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加强县城学校、
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全面消
除义务教育学校大校额大班额，深入推进集团化
办学和学区制管理，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实
施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计划，推动普通高中向
县城聚集，
支持各地改造一批薄弱普通高中，
扩大
优质普通高中资源，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完善
覆盖全学段的资助政策体系，确保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应助尽助、精准资助。推进城乡教育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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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1.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1.1%

98.4%

72.8%

义务教育巩固率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务均等化，
大力推动教联
体建设，引导更多
资源、资金、人才向
基 层 倾 斜 、向 农 村 覆
盖 ，提 升 农 村 地 区 教 育
公共服务水平。

从规律上办教
育，提高各类人才培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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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教人才优势全面进步

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规
律，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探索发展新路径，拓展发展新境界，推动
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回望过去，
我们
系统推进义务教育“双减”、中小学“公民同
招”、实施新高考、
“1+X”职业资格证书等重点
领域改革；不断探索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补
充、培训、发展机制，提高教师队伍数量和质量；
2021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72.8%，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 15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规模指标位居全国前
6，
质量指标位居全国前 4，
高于本省 GDP 排名。
迈入新阶段，面向新征程，我们将全面推进教
育强省建设。在义务教育学段大力实施启发式、探
究式、参与式、合作式教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实施高考综合改革，推进高中教育多样特色发展；
组建 5 所左右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促进中等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办学条件全面达标，推动高职院校提质扩
容，推进职业教育融通融合发展；分类推进部属省属高
校“双一流”建设，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施第三
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全面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量。深
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市、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评价制度，建立贯通大中小幼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制
度，建立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评价
体系。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坚持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培养一批公费师范生，健全“省级统筹、市域调
剂、以县为主、动态调配”的中小学教师编制管理制度，支
持高校重点引进海内外优秀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支持
应用型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从行业企业选聘科技创新人
才、
经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担任兼职教师。

从廉洁上严教育，推进清廉机关和清
廉学校建设
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人，在于建设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干部队伍。近年来，坚持“管行业必须管行
风”，我们先后扎实开展了教育领域建设工程项目清
理、职业院校有偿招生专项治理、中小学有偿补课和
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中小学校食堂
服务保障学生不到位问题专项整治等工作，及时纠正
教育系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针对
中央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坚持实行“一位厅领导
牵头、一个专班推进、一套整改方案落实”的“三
个一”工作机制，推进全部问题见底清零；扎实推
进“清廉学校”建设，出台“十条硬措施”，一体
推进大中小学校风、教风、学风、研风、作风建
设。全省教育系统党风政风行风不断向好，为湖
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纪律和作风保
证。
迈入新阶段，面向新征程，湖北教育系统
将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严
的主基调，完善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体系，层层压紧责任链条。强化政治监
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扎实推动
“两个维护”具体化走深走实，确保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教育系统落细落实。
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强警示教育，
强化制度约束，用好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深入开展清廉机关、清廉学
校建设，营造教育系统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迈入新阶段，面向新征
程，湖北教育系统将按照
国家所需、湖北所能、群
众所盼、未来所向，蹄
疾步稳推进教育强
省建设，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
胜利召
开。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
评估中，进入前

70%和 A 类学科
数均居全国第 4 位

7 所 高 校 32 个 学
科入选新一轮国家“双
一流”
建设名单
在鄂高校“两院”

54

院士
人，入
选国家人才项目

1278 人

3.服务贡献能力全面提升
“十三五”期间，高校主持项目获国家
“十三五”
期间，全
省普通高校向社会
输送毕业生

214 万人

科技奖占全省

79.31%

国家重点实验室总数达到
居全国第

4

18 个，

4.教育条件保障全面提高
￥
财政教育投入占财政
总支出的比例保持在

15%左右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覆盖全省
■省级统筹招聘

95%以上的县（市、区）

5 万余名教师充实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中小学校园安全“四个百分百”基本达标

1
2

图①：武汉市南湖一小学
生欢快地在新操场上奔跑。
图②：华中科技大学国家
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李亮教授
团队完成的“脉冲强磁场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获得 2019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湖北省教育厅 供图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