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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科教兴国”重大举措

� 教育奠基中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

两年半改造完筒子楼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郑燕康

高校筒子楼改造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
报

（

2009

年
9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 于

2009

年
9

月
15

日至
18

日
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 中央委员
194

人，

候补中央委员
163

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党的十七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党务工作者、

基层党员和从事党建工作研究的专家学
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 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胡锦涛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
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 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
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习近平就
《决定 （讨论稿）》 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一致认为， 中
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

一中、 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
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 隆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弘
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北京奥运精神、 载人
航天精神， 万众一心， 迎难而上 ， 锐意改
革， 共克时艰， 全力保增长、 保民生、 保稳
定， 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力度， 取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保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明显成效， 推动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健康开展， 加快推进地

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 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大
局稳定，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
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
设，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

全会研究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
设若干重大问题， 认为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之际， 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对于全面贯彻党
的十七大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会指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
88

年、 执政
60

年、 领导改革开放
30

年来， 几代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不断取得革命、 建设、

改革的伟大胜利。 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 人民当家作主新
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 从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
历史性转变， 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 改造世
界的伟大创举， 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

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 实践证
明，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
在党。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
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转第二版）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作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让爱的教育播撒神州大地
———刘延东视察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初秋时节的北京 ， 雏菊飘香 ， 处处
洋溢着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的喜庆气
氛。

9

月
18

日， 在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百
年校庆前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
务委员刘延东专程来到学校， 看望学校
师生。

“同学们， 你们家都在哪里啊？ 喜不
喜欢你们的学校啊？” 一走进四年级 （

12

）

班的教室， 刘延东就笑着问道。

“喜欢！ ” 学生们的声音稚嫩而又响
亮。

“明天就是你们学校的百年校庆， 你
们打算用什么行动来纪念啊？” 刘延东又
问道。

“好好学习！” “锻炼身体！” “学好
文化！” 学生们争着回答道。

刘延东高兴地和前排的小学生们一
一握手， 并满怀慈爱地说： “在新中国

60

华诞的大喜日子里， 在实验二小即将迎
来百年校庆的时候， 我代表党中央、 国
务院来看望大家！ 同学们能在这么好的
学校里上学很幸福 ， 一定要好好学习 ，

掌握本领， 锻炼身体， 培养良好的品德
和习惯。 今天做好学生， 长大后做祖国
的建设者， 有没有信心？” “有！” 学生

们干脆地回答道。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前身是成立
于
1909

年
9

月
19

日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
属两等小学堂， 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办学
历史。 上世纪

60

年代， 郭沫若先生亲笔
为学校题写校名。 如今， 走过了一百载

春秋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逐渐形成了 “以
爱育爱” 的教育理念， 并体现在教育教学的
各个环节中。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柴葳

9

月
18

日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来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看望师
生， 并对该校百年校庆表示祝贺。 本报记者 鲍效农摄

清华大学筒子楼建于上个世纪
50

年
代， 为单身青年教师宿舍楼。 每层都有

20

到
30

个房间， 每间约
10

到
12

平方米， 每层
有两间公用厕所、 水房， 由中间走廊通
道串起， 因此统称为筒子楼。

上世纪
70

年代末 ， 高校恢复招生 ，

教育事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 到上世纪
90

年代， 清华大学教职工队伍已达
8000

余人。 虽然新建了一批教师住宅， 但由
于历史等多种原因， 仍有一批中青年骨
干教职工及子女挤在筒子楼里。 其居住
环境十分恶劣： 每家每户只能在公共走
廊中放置炉子， 炊具， 一进楼就闻见百
家菜的味道， 烟熏火燎， 空气污浊； 每
楼层仅有一两个公用厕所和水房， 早晚
拥挤， 气味难闻， 卫生极差； 居室通风
很差， 每户挂上一布帘， 开着门， 冬冷
夏热， 噪音不断， 蚊蝇难防。 有的老师
的孩子大了 ， 不便与父母挤住在一起 ，

每个楼层还特地辟出 “子女间”， 放上下
铺的床， 让孩子们挤在一起。 这些不仅
影响教师的备课和休息， 而且对教师子
女健康成长很不利， 中青年教职工急盼
改善住宅条件。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在
调研了高校筒子楼改造后，

1997

年
7

月
1

日来清华大学看望杜庆华院士， 并与陪

同的王大中校长及清华建筑设计院领导等
一起考察了清华大学

3-8

号公寓筒子楼的教
师住户， 提出是否在清华试点改造筒子楼：

“为高校带个好头， 一定要设计出带独立卫
生间和厨房、 一室一厅的青年教师筒子楼
改造方案和施工图。” 同时他对在场的住户
教师说： “我要在春节到你们新房中吃饺
子！”

1998

年年初， 我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主管后勤。 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建议下 ， 学
校迅速确定一栋楼作为试点， 由我来主持
设计 。 在不损害楼层的整体结构的前提
下 ， 怎样才能够扩大青年教师住宿标准 ，

达到基本条件 ？ 当时我们提了好几种方
案， 经过充分论证， 选择了其中一种 ， 既
能充分利用走廊等空间， 而且青年教师认
为最有私密性 。 我们把筒子楼的走廊打
通， 南北单间改为一家。 照说每家的面积
扩大了

50％

， 住的人数会少了一半 ， 但实
际上， 经过我们测算， 改造充分利用了公
共子女间、 厨房、 卫生间、 水房 ， 所以改
造完的宿舍数量与之前住在筒子楼的户数
基本持平 。 这是改
造 的 最 关 键 问 题 ，

要不剩下的那一半
老师怎么办？

（下转第二版）

在上世纪
90

年代， 高校特别是
部委所属高校教职工的住房困难问
题仍较严重。 国务院办公厅于

1998

年召开了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筒子楼
和危房改造工作会议， 提出争取两
年内全面改造高校教职工居住的筒
子楼， 并作为“科教兴国” 战略的
一项重大举措实施。

工程于
1998

年下半年全部展
开， 国家在两年内先后

3

批共计下达
筒子楼改造计划

359

万平方米，由中
央财政拨出专款，各主管部门和学校
筹集配套资金，对筒子楼进行彻底改
造。

2000

年
3

月，中央部委所属高等
院校的筒子楼改造工程基本完成，

340

多所高校
6.6

万多户青年教师告
别筒子楼，乔迁到宽敞明亮的新居。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高校毕业生秋季联合招聘周将启动

时间为9月20日至26日设网络招聘会分会场
本报北京

9

月
18

日讯（记者 焦新）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 为切实做好高
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 为广大毕
业生提供更多更广的就业信息，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于
9

月
20

日至
26

日联合举办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网络联
盟秋季联合招聘周活动。

此次网络招聘周活动是教育部 、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举办的
4

场高校毕
业生网上招聘活动的第

3

场， 之前举办的春
季和夏季联合招聘周共吸引了

6000

多家企业
参加， 为毕业生提供

9

万余个工作岗位。 本
次秋季联合招聘周，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将分别设立网络招聘会分会场， 以
不同方式发布招聘信息及提供相关就业服
务。 冬季联合招聘活动将于今年

12

月推出。

各地教育、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
充分利用部门优势和当地资源， 积极收集用
人单位招聘信息， 于

9

月
20

日至
26

日发布在
全国 大 学 生 就 业 公 共 服 务 立 体 化 平 台
（

www.ncss.org.cn

） 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所属人才市场公共信息网 （

www.chrm.

gov.cn

） 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网 （

www.lm.gov.

cn

） 上。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于
9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这是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
强、 贺国强、 周永康在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于
9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樊如钧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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