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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教育科学发展 我为纲要献计献策
本报讯（记者 唐景莉）

2009

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工作会议
1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 教育部党组副书
记、 副部长袁贵仁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悉， 本次会议主题是： 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 十七届三中
全会精神，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
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温家宝总理

8

月
29

日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
2009

年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和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一五”

规划纲要》 要求， 总结
2008

年高等
教育招生计划管理情况， 研究部署
2009

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安排
和工作要求。 会议要求，

2009

年要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 继续相对稳定招生规
模， 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加大
对中西部地区对口支援， 着力缩小
区域差距， 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公平； 加强科学管理， 着力依法规
范办学行为， 引导高等教育稳步健
康发展。

袁贵仁在讲话中总结了
2008

年
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深刻
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他
指出，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正确决
策和领导下， 在各地、 各部门和各
高校的积极支持和共同努力下 ，

2008

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
了新的进展。 在适当控制招生增长
幅度， 相对稳定招生规模， 着力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 努力缩小区域发
展差距， 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
平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 按
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建设
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还面临不少
矛盾和问题，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
量和结构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 特别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和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个别省份和高等学校在招生计划管理
和办学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还没有切实把发展的重点放在
提高质量、 优化结构上； 地区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仍然
较大，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教育公平的任务还很艰巨， 等等。

袁贵仁强调， 针对当前的形势，

2009

年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管
理工作， 要贯彻 “提高质量、 促进公平、 优化结构、 加强管
理” 的工作方针， 把高等教育工作重点真正放在提高质量上，

调整结构， 促进就业，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加强和改进招生
管理工作， 严格执行招生计划， 确保国家高等教育宏观管理
目标实现。 袁贵仁强调， 要进一步加大对招生计划和生源计
划安排的宏观引导和调控， 努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高等教
育入学机会公平。 加大 “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的
力度，

2009

年安排
6

万人， 比去年增加
2.5

万人。 袁贵仁强调，

“协作计划” 以及对生源计划的宏观引导和调控是国家对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宏观管理， 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各
地、 各部门和各高校要讲政治， 顾大局， 高度重视， 精心安
排， 认真落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各省 （自治区、直
辖市）教育厅（教委），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及中央部门教育司（局）主管招生计划工作的领导和有关
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要进一步
学习和领会会议精神， 严肃、 认真地做好

2009

年高等教育招生
计划管理工作， 确保高等教育事业稳步协调健康发展。

会议对
2009

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作出了部署， 确定
2009

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安排
629

万人，比
2008

年增
长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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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纲要》征文
教育部办公厅 中国教育报联合举办

【广开言路】

新年刚过， 制定 《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向社会各界
公开征求意见， 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十
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优先
发展、 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的战略
部署， 是谋划教育改革发展思路、 推
进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

我对 《规划纲要》 有 “七盼”：

一盼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和约束
力， 强化过硬措施和保障条件， 强化
政府行为， 形成党政强力推动、 部门
齐抓共管 、 全社会积极参与的格局 ，

而不能当成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

二盼分类指导，量力而行，不搞一
刀切。 经过努力能做到的可以列入，并
坚决实施； 做不到的最好不要列入，以
免落空，尤其要吸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未达到
4%

的教训。

三盼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 着
力改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 教育投入

要更多地向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倾斜，

向西部地区倾斜， 向农村中小学危房
改造和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

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扩大免
费教育的范围和对象。 对西部地区优
先实行免费师范教育和免费

15

年义务
教育， 在高标准、 高质量 “普九” 的
同时，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幼儿
教育步伐， 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教
育民生、 普照广大农民子弟， 真正体
现以工哺农、 以城带乡的原则。

四盼优质教育资源下乡 ， 加大教
育对口帮扶力度。 中央部属院校和教
育发达地区优质学校对西部地区要适
当增加招生计划指标， 为西部地区培
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要定期组织名
师、 名校长下乡支教， 大力发展现代
远程教育， 让广大农村共享优质教育
资源， 逐步缩小东西部教育差距。

五盼创新教师教育机制 ， 全面加

强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切实
保障和改善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与工作、

生活条件， 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 安
心农村教育 。 构建城乡教师交流机制 ，

适当放宽西部农村地区教师编制标准 ，

真正使教师职业成为最令人尊敬、 最令
人羡慕的职业。

六盼素质教育取得新进展 ， 纠正应
试教育偏向有新突破， 提高教育质量和
办学效益有新举措。 切实减轻城镇学生
学业负担， 督促农村学校开齐课程、 开
足课时、 规范管理， 促进学生成人成才，

真正体现教育为民、 质量为本理念。

七盼加大 “三教统筹”、 农科教结合
的力度， 促进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紧密结合。 与产业结构调整和支柱产业
培育紧密结合， 与新农村建设、 城镇化
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致富紧密结合。

教育公平，曙光初现
;

西部教育，生机
盎然。 我们期盼着《规划纲要》的阳光雨露
多洒向嗷嗷待哺的西部农村教育！

“教育的未来需要我们共同肩负”

《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在教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我对《规划纲要》有“七盼”

云南省玉溪市教育局局长 李世华

本报
1

月
8

日综合消息制定 《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消息发布后， 在教
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基层教育行政人
员、 学校校长、 教师、 学生以及学生家
长通过电话、网络等各种途径，对公开征
求意见表示赞赏，提出《规划纲要》制定
的具体建议， 表达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期
待。 截至记者发稿时，教育部网站（

www.

moe.gov.cn

）《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专
区已收到留言、贴文约

300

条， 中国教育
报征文专用邮箱 （

gangyao@jyb.com.cn

）

收到征文
40

余篇。

欣喜：

公开征求意见体现科学民主决策
制定 《规划纲要》 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这种形式， 得到了教育系统干部、

师生的普遍赞扬。 “这充分体现了政策
制定上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必将有力
地推进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袁卫向记者表
示。 他说， 教育是一项关系民族兴旺、

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的根本事业。 未来
12

年， 能否真正促进教育公平、 满足人
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 多样化的教
育需求， 能否真正提高公民的素质、 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能否真正缩小城乡、

地区发展不平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成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成败的关
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的制定广泛征求意见，体现了以人为
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必将成为新时期深入领会、 全面贯彻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和成功实
践， 为今后

12

年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
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大连市教育局局长骆东升认为，此
次《规划纲要》的制定采取多种方式多渠
道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 体现了以人为
本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这也
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障。 “作为基层

教育工作者，我们特别欢迎以这种科学民
主的方式来研究制定《规划纲要》，它必
将成为指导我国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 ”骆东升充满信心地说。

期盼：

以制定工作推动教育改革发展
开门问计，广纳群言，就是要努力把

社会各方面对教育改革的期盼落实到
《规划纲要》中来。 海南省通什农业学校
校长李芳伟非常希望《规划纲要》能对发
展职业教育， 特别是农村职教给予政策
和经费上的大力倾斜。李芳伟说，师资队
伍的不稳定和经费不足是困扰农村职业
教育发展的两大难题， 今后国家可以对
学农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 同时出台相
应的优惠政策，加大对农业学校，特别是
贫困地区农业学校的投入， 把更多优秀
的“双师型”教师从城市吸引到贫困山区
任教， 为新农村建设培养更多 “双带头
人”。 （下转第二版）

2008

年
12

月
23

日， 《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第
一次全体咨询专
家会议在京召开，

专家组成员在会
议上发言。

本报记者
鲍效农摄

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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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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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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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延东会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
建设一批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 需要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

高水平科研合作上加强国际合作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记者 李诗
佳） 国务委员刘延东

8

日在北京会见了到
访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德
曼一行。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中美教育交
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刘延东指出， 中美建交
30

年来两国关
系不断深入发展， 在高层交往、 经贸合

作、 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
果。 教育交流是加强两国政府和人民交往、

增进相互了解的一条重要渠道。 中国教育要
进一步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建设一批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 需要在高层
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研合作上加强国际合
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美教育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 刘延东积极评价和充分肯定宾夕法
尼亚大学与中国教育界的合作与交流， 并希
望宾夕法尼亚大学与中国大学在更加广泛的
领域深化合作， 促进两国青年人在相互学习
中增进了解和友谊。

教育部部长周济陪同会见。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学校
确保学生寒假平安快乐
本报讯（记者 焦新） 即将来临的寒假是中小学安全事

故多发期。 教育部近日已采取多项措施， 全力保障广大中小
学生度过一个平安、 快乐的假期。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冬季是雾、 雪等气象灾害、 一
氧化碳中毒和交通事故的多发期， 同时伴随寒假和春节的到
来， 也是学生冰上运动伤害事故和烟花爆竹伤害事故的多发
期。 针对

2008

年
12

月
1

日陕西一所学校发生的
10

余名小学生一
氧化碳中毒死亡的特大事故， 教育部已先后两次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在寒假来临前， 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活动， 并认真安排好寒假、 春
节期间的值班工作。 对各种突发事故和异常情况不得隐瞒、

不报或迟报、 漏报。

这位负责人指出， 家长、 学校和教育部门有责任引导孩
子们度过一个健康、 文明、 有意义的寒假。 家长要正确对待
孩子的考试成绩， 引导学生学会合理适度消费， 自觉抵制网
络不良信息， 不参加有害身心健康的游戏活动， 不参与利用
宗教名义进行的非法活动。 要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德育活动和
体育锻炼、 艺术熏陶的时间与空间， 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
的社会实践活动。 不得利用寒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

禁止在职教师以各种名义参与有偿家教， 切实减轻学生负担。

这位负责人强调， 党中央、 国务院十分关怀地震灾区中
小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地震灾区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当地实
际， 积极做好灾区学校的取暖御寒工作。 要开展多种形式的
送温暖活动， 落实好各项救助制度， 真正让灾区孩子感受到
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确保灾区所有学生顺利度过灾后第一个
冬季。

湖南省洪江市教育局局长易声庚：

最希望为农村基础教育解决的
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建立一支充实稳
定、有较高素质的农村边远山区教师
队伍，解决年龄结构、学科结构、编制
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第二是进一步改
善中小学办学条件，在基本消除危房
以后，教师住房、学生住宿、改水改厕
问题，要列入改造项目。

北师大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朱旭东：

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是单纯的教
育事业，它是一个需要和其他各领域
协调发展的事业，特别是需要得到其
他领域支持的事业，如农村教育是我
国整个“三农”问题的组成部分，它涉
及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职业
教育已经成为与国家经济发展方式、

产业结构调整休戚相关的领域……

因此，科学、正确地制定和未来有效
地实现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规划，需要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协调好教育与
其他领域的关系。

安徽省宿州市聋人学校梁好：

特教教师需要特殊对待。 首先，

期待国家提高特教教师的福利待遇，

让特教教师的艰辛付出得到应有的回
报。 其次， 特教教师的继续教育需要
特殊对待。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没有独
立的特殊教育研究机构， 难以体现特
殊教育的特殊性原则。 建议实行属地
管理与省级管理相结合， 开展适合特
教教学实际的培训。 再其次， 特教教
师职称、 评优、 奖励应特殊对待， 让
特教教师在专业范围内尽可能地发挥
自己的潜能。

教育部网站网民留言：

建议加大教育投入、 落实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 与发达国家相比， 甚至
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相比， 我们教
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较大
差距。 教育事关国家未来、 民族振兴
和每个人的终身发展， 要实实在在地
落实优先发展。

建议到
2010

年真正落实教育财政
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4％

，

到
2020

年， 教育财政投入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达到

5％

， 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优先发展。

教育部网站网民付建忠：

我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 现在从事
幼教工作， 我感觉， 九年义务教育已经
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而幼儿教育还有待
加强。 现在幼儿教育亟须解决的就是法
律保障问题， 解决好幼儿教师的地位问
题， 解决好全民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
问题， 为我们国家青少年的发展和成才
打下坚实的基础。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与 ， 积极建言
献策， 来稿请寄：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
北 路

10

号 中 国 教 育 报 新 闻 部 ， 邮 编
100082

， 电子邮箱：

gangyao@jyb.com.cn

“制定 《规划纲要》 是积极应对国际竞争、

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教育自身改革创新
和顺应人民群众新期盼的迫切要求。” 《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工作小组办
公室文件组组长、 教育部政法司司长孙霄兵

1

月
8

日在新华网 “研究制定 《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首场访谈中这样表示。

当天下午， 孙霄兵与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胡延
品，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范文曜， 河
北省教育厅巡视员韩清林共同作客新华网， 畅
谈 《规划纲要》 这一本世纪第一个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 体现国家意
志与改革精髓

“《规划纲要》 是指导未来
12

年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 也就是说它是中长期的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 它的特点就是要充分体现国家意志，

这次叫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就是要突出改革。” 孙霄兵这样评价 《规
划纲要》 的实质内涵。

与我国以往几次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决策
的制定相比， 制定 《规划纲要 》 有着新的特
点。 在孙霄兵看来， 《规划纲要》 既要体现出
纲要的特征， 又要体现出规划的特征， “它要
作出很多对于目标、 措施的具体安排， 要落实
下来。 在规划当中， 应当确定很多重大的工程
和项目， 不仅仅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 孙霄
兵说。

“在谈到未来教育发展的时候， 我们首先
要明确目前我国的教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
置， 在这个位置上谈发展更容易理解。” 范文
曜认为，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我国教育
事业的发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理解。

教育事业通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努力， 已经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实现高等
教育大众化； 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度、 广度前所
未有， 力度空前， 在管理体制改革、 办学体制

改革以及投资体制改革方面都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 教育公平问题得到高
度关注， 特别是在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支持农村教育发展， 以及资助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和招生制度改革等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 有力提升了教育发
展水平。

“虽然近几年来政府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教育经费总量不断增多，

但经费不足仍是制约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 政府教育投入亟待增加。 温家
宝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 就 《规划纲要》 中有关教育发展
的保障问题， 提出了明确要求。 温总理指出， 在教育投入上要强调政府的
责任， 资金来源要多样化， 同时也要深入研究怎样使教育资金更加合理使
用。” 胡延品说， 落实总理的要求， 要提出进一步强化政府投入责任、 保障
国家举办学校经费的稳定来源与增长的措施； 要立足国情， 提出完善多渠
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措施， 使教育资金来源进一步多样化； 要提出进一步改
革经费分配办法、 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措施， 把钱管好用好， 惠及更多的
学生和群众。

《规划纲要》制定过程是向人民群众求计问策的过程
“人民群众对制定 《规划纲要》 会非常关心， 一些重要的措施， 他们也

会积极提出意见。 一旦这些措施实施， 他们会关注实施的过程和效果， 所
以我们要想做好， 就一定要关注人民群众的要求。” 在孙霄兵看来， 从起草
的角度讲， 制定一个人民群众满意、 符合国情和时代特点的 《规划纲要》

的过程本身， 就是一个群策群力的过程， 是一个向人民群众求计问策的过
程。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 《规划纲要》 制定工作， 强调这是本届政府
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 要求在制定过程中广纳群言、 广集众智， 充分听取
社会各界意见， 努力制定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 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
的高质量的 《规划纲要》。 为此， 在前一阶段征求专家及有关方面意见建议
的基础上， 自

1

月
7

日起至
2

月底， 面向社会各界的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工作
全面展开。

（下转第二版）

编者按
从
1

月
8

日起， 新华网将连续推出
6

场
系列访谈， 就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进行全面深入
解读。 本报将陆续刊登系列访谈的主要
内容。

■

本报记者 柴葳

专家
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