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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预算内财政教育经费比上年增22% 村小改造新增3万多优质学位 实现高标准免费义务教育

深圳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发挥最大效益

本报讯 （记者 苏婷 周仕清）

如今在深圳， 问起当地人农村小学

的情况 ， 得到的回答充满了自豪 ：

“我们这里早已没有 ‘村小’ 的概念

了！” 两年前， 深圳市持续

3

年的原

特区外村小改造计划完成， 村小成

为了历史。 市委、 市政府为此投入

近

10

亿元， 使

96

所特区外的原村办

小学全部华丽变身为标准化学校。

这是深圳市在加大教育投入的

同时，把握投入导向、合理均衡配置

公共教育资源的一个缩影。 “我们是

带着敬畏之心来管理好、使用好这些

钱，使之最大限度发挥效益的。 ”深圳

市教育局局长郭雨蓉对记者说。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后， 深

圳较早地召开了全市教育工作会议，

市委、 市政府出台 《关于推进教育

改革发展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

定》， 明确提出 “财政资金优先保障

教育投入， 建立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做到 ‘两个提高’ 和 ‘三个增长’，

市、 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教育拨

款比例每年同口径提高

1

个百分点”。

据郭雨蓉介绍， 在深圳， 一项决定

出台一般需要

3

个月时间， 而该项决

定在

1

个月内就及时发布， 充分体现

了市委、 市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在落实过程中， 深圳交出了一

张完美答卷：

2010

年， 全市预算内

财政教育经费达到

160.72

亿元 ， 比

上年增长

22%

， 占当年财政一般预

算支出

15.04%

， 比上年

14.9%

提高

0.14

个百分点 ； 当年财政超收部分

安排教育经费

4

亿元， 是建市以来安

排超收最多的； 从

2011

年开始全面

开征地方教育附加。 在加大政府投

入的同时， 深圳市还积极鼓励和引

导社会资本投资教育， 增加教育投

入总量。

2010

年， 全市教育总投入

达到

225.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1.8%

。

“这么好的学校如果办不好，就

太对不起政府了。 ”深圳第二外国语

学校校长衷敬高放眼学校那一大片

现代化建筑，发自内心地说。 总投资

2.6

亿元， 占地近

12

万平方米， 教学

区、生活区、运动区分开布局，万兆校

园网络系统， 多媒体辅助教学系统，

数字化校园广播系统，一卡通智能化

校园管理系统……学校这一切，全部

按照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标准配置。

连 同 深 圳 第 二 外 国 语 学 校 ，

2010

年， 深圳全市新建的高水准全

寄宿普通高中共

3

所， 全都建在原特

区外， 新增普高学位

9000

个。 “十

一五” 时期， 深圳投入近

20

亿元在

原特区外新建了

8

所高中。 而在已经

开局的 “十二五”， 全市规划新建的

10

所高中有

9

所位于原特区外， 预计

投资近

20

亿元。

新建学校和改造相对薄弱学校，

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着力点。 “市

委、市政府已经把教育公平的理念深

深植入了学校的地基。 ”经历了深圳

育才四小的整个新建过程，该校校长

崔学鸿从心底发出这种强烈的感受。

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工程， 原村

小改造共为这些学校所在区域新增

了

3.44

万个优质学位 。 在原特区外

的龙岗区， 近几年受益于这项工程，

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变。

过去最为薄弱的村小， 如今都

变成了什么样？ 龙岗区九年一贯制

的优质学校———福安学校， 与离中

心城区

60

多公里的南澳西涌小学是

对口帮扶学校， 福安学校校长张浩

权对这所旧日村小的 “前世今生 ”

了如指掌： “过去那所学校就办在

一座农民房里 ， 两层小瓦房

6

个教

室， 根本没有活动场地。 因为地理

位置偏僻， 整个村子几乎没什么外来

人口，所以学校只有

100

多名学生。 布

局调整时， 这所学校保留了下来，不

然这些孩子上学就太远啦！ ”为了这

100

多名孩子，

2008

年和

2009

年，市财

政村小改造专项资金先后投入

600

多

万元，建造了一所标准小学：钢筋结

构的教学楼， 塑胶跑道操场， 按照

标准配置的各种功能教室……

在完成了对所有原村小的改造

后， 深圳市教育局把目光转向学校

的内涵发展，推出了为期

3

年的“百校

扶百校”行动：挑选

101

所优质学校对

宝安、龙岗、光明、坪山的

101

所相对

薄弱学校进行“一对一”帮扶。 全市

3

年的帮扶资助经费达

1

亿多元。

深圳把教育投入向原特区外倾

斜的这些举措， 目标直指促进特区

教育一体化。 针对非深户籍人口多、

原特区外教育事业薄弱、区域之间义

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深圳把原

特区外普通高中建设、原村小改造列

为市政府民生实事，投入导向在此定

位 。 合理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 ，

以优质教育服务惠及民生， 就是郭

雨蓉所说 “管理好使用好” 的含义。

与此同时， 深圳市优化投入结

构， 在新近出台的相关文件中提出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行生均拨款制

度，逐步缩小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等教育资源配

置上的差距。 深圳还实现了高标准的

免费义务教育：除国家规定的免缴杂

费、课本费外，所有学生免收练习本

费，对公办民办学校统一按最高收费

标准给予补助。

2010

年，全市累计拨

付免费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经费

4.31

亿

元。 目前，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

70%

以上的学位、公办学校

55%

以上的学

位提供给了非深户籍学生。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日前， 数十年如一日

地扎根山区、 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的江西省吉安市青

原区东固畲族乡白云山小学教师古仁谋， 扎根深山

育人才的遂川县汤湖镇南屏教学点教师曾云山 ，

“无声世界” 的耕耘者、 新建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高美莲等

20

名师德高尚的教师， 被评为江西省 “师

德标兵”；

104

名甘为人梯、 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的

教师被评为江西省 “师德先进个人”。

为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树

立全省教育系统的良好形象， 江西省今年在全省中

小学 （含幼儿园） 开展了师德师风示范学校创评工

作。 对取得师德师风示范学校称号的单位， 每

3

年

复评一次， 复评不合格者， 取消其称号。 江西省旨

在通过创评工作， 充分发挥学校的示范辐射作用，

逐步形成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 在

全省教育系统形成教书育人 、 管理育人 、 环境育

人、 服务育人的良好风气。

记者了解到， 江西省获得 “师德标兵”、 “师

德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的教师， 获得省级师德师风

示范学校单位的校长及教师， 在省级骨干教师、 学

科带头人 、 特级教师以及教育系统优秀校长评选

中，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近年来， 江西省把师德建设作为学校办学质量

和水平评估的重要指标， 作为考核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 ， 加强对教师师德的考

核， 把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职务聘任、 评优评先的重

要依据。 对师德考核不合格的教师， 严格按照有关

程序， 实行师德 “一票否决制”， 终止聘任。

江西省出台了《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八

不准”》，规范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加强和改进

师德建设。 “八不准”包括：不准体罚、变相体罚学生，

或讥讽、歧视、侮辱学生；不准私自办班或对现任教

学班的学生有偿家教；不准向学生推销、代购教辅资料和其他商品，向学生家长

索要或变相索要财物，以及不准在课堂上吸烟、接打电话、讲脏话粗话等。 江西

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要建立和完善师德考评制度， 把教师执行

“八不准”的情况记入教师师德档案，作为考评教师的重要依据。

目前， 江西各地各校已逐步建立和完善师德师风建设的学习教育、 考评、

奖惩、 台账建立及管理、 民主监督、 经费保障等制度， 形成中小学师德师风

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

近日， 江西省委、 省政府决定， 大力宣传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 为作出

突出贡献的教师授予 “江西省教书育人楷模”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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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乡镇人才瓶颈问题 提升管理专业化水平

浙江62位大学生村官

重新上大学

本报金华

9

月

15

日讯 （记者

朱振岳 通讯员 朱毅峰） 黄勋

和楼军武是浙江省永康市第一批

大学生村官， 他俩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大学毕业在农村摸爬滚打

3

年

后， 又重新开始了大学生涯。 今

天， 浙江师大与永康市联合举办

的大学生村官定向培训高级研修

班正式开班。

“模块化课程非常对路， 问题

导向的教学方式， 对我们这些已

在实践中发现自己不足的村官来

说非常解渴。” 水利工程专业毕业

的黄勋说。

地处浙江中部的永康，是全国

“五金名城”、“中国门都”。

1994

年

10

月，永康市委组织部曾委托浙江

师大开办以农村党支部书记为主

要培养对象的经济管理大专班，在

全国开了村支书集体上大学的先

河。

1994

年至

2000

年，永康市共有

7

批

336

名农村基层干部参加学习。

当年的学员现在

90%

是新农村建

设 “领头雁”， 许多学员所在的村

也成了永康新农村建设的模范村。

永康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石骁敏说， 近年来， 永康在加快促

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传统

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变、 传统农民向

现代农民转变过程中， 现有乡镇管

理人员的知识和能力结构都难以适

应新形势。

据了解， 目前浙江共有近

1.8

万

名大学生村官。 为探索建立大学生

村官有序流动机制， 更好地满足当

前乡镇机构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

对专业化人才的新需求， 永康市此

次专门安排

60

个事业单位编制， 从

全市

290

多名大学生村官中， 通过综

合考核和笔试两个环节， 选拔

62

名

村官到浙江师大进行为期近一年的

学习培训。

62

人中， 担任村官满两

年的

46

人， 占

74.2%

；

3

年及以上的

16

人， 占

25.8%

； 本科学历

52

人， 占

83.9%

； 大专学历

10

人， 占

16.1%

。

浙江师大副校长楼世洲介绍说，

定向培训高级研修班设小学教育和

乡镇管理两个方向，小学教育为学员

通过国家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打基

础， 乡镇管理则定向培养一批能够

从事农村基层政府工作的事业岗位

工作人员。 （下转第二版）

苗族女大学生

回乡创业显身手

今年

24

岁的王秀春是广西融水

县 红 水 乡 黄 奈 苗 寨 的 苗 族 姑 娘 ，

2009

年在医学院毕业后根据掌握的

中草药材种植知识， 在邻近的白云

乡承包了

65

亩山地种植广佛手， 并

通过网络销售到广东、 四川和河北

等地。 如今， 她种植的广佛手进入

了丰产期 ， 预计总产量达到

5

万公

斤， 估算收入

70

万元。

2010

年， 王

秀春又投入

15

万元开办了电脑绣花

作坊， 雇请

4

名乡亲生产苗族服饰的

衣领、 衣袖和背带等饰花， 发展民

族特色产业创收。

龙涛 摄 （新华社发）

▲9

月

14

日， 在广西融水县白云乡竹口屯， 王秀春在药园

中采摘广佛手。

荩9

月

14

日， 王秀春在电脑绣花作坊内穿线。

出台奖补政策 安排专项资金 向困难县倾斜

山东40多亿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全部化解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

9

月

14

日 ，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 山东省日前

已全部清算兑付拖欠多年的农村义务教

育债务， 累计化解债务

42.75

亿元， 解除

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债务包袱 ，

有力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

山东省自

2007

年以来按照中央提出

的 “制止新债 、 摸清旧债 、 明确责任 、

分类处理、 逐步化解” 的总体要求， 着

手清理农村义务教育债务， 先后制定出

台了 《山东省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

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关于坚决制止发

生新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通知》 等一系列

措施和办法， 并出台奖补政策， 预拨奖补资

金， 加快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 解除

基层政府和学校的后顾之忧。

山东省清理化解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是

指

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 各地因举办农村义务

教育事业形成的债务， 主要包括教学及辅助

用房、 学生生活用房、 校园维修建设及教学

仪器设备购置等， 以及与学校建设维护直接

相关的支出。 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余

额以

2008

年审核锁定的债务数额为准。

据介绍， 山东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

务专项资金，采取县级统筹、上级财政适当奖

补的方式。 在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的

基础上，省、市财政筹集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化

债，并重点向财政困难县倾斜。县级财政部门

通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上级财力性转移支

付、教育费附加、非税收入、盘活闲置校产以

及社会捐赠等方式，筹措化债资金。山东省各

级财政共同努力筹措

25.47

亿元，加上中央奖

补资金

17.28

亿元， 顺利完成化债任务。

教育部与中国移动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力推进教育信息化提速发展

本报北京

9

月

15

日讯 （记者

柴葳） 教育部今天在京与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双方将本着 “政企联

动， 优势互补， 支持教育， 战略

共赢” 的原则， 明确建立紧密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加快推

进教育信息化。 教育部副部长杜

占元、 教育部部长助理林蕙青、中

国移动党组书记奚国华、中国移动

副总裁沙跃家等出席签字仪式。

杜占元在签约仪式上说， 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作为一家具

有社会责任感的国有大型企业，历

来关心支持教育发展。 多年来，凭

借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中

国移动已与教育部成功开展了多

项合作项目。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签署，将把双方的合作推向一

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教育部与中国移

动的合作将展开新的篇章。 今后，双

方的合作领域将更为广泛、内容更加

充实、重点更加突出。 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双方的合作，将为我国教育信息

化的发展带来创新的动力，为广大师

生学习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根据协议， 今后

5

年， 教育部和

中国移动将以教育规划纲要为指导，

以即将颁布的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 为依据， 在教育信息化基

础设施建设 、 优质教育资源开发 、

共享与应用、 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

训与提升、 学生信息技术素养与创

新能力培养、 信息技术与装备研发

及推广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通过双方的合作， 促进教育资源优

化配置， 推动教育改革， 推进教育

信息化加快发展。

赵跃宇任湖南大学校长

本报长沙

9

月

15

日讯 （记者

焦新 ） 今天 ， 教育部党组成员 、

纪检组组长王立英同志在湖南大

学宣布了教育部关于湖南大学校

长的任免决定， 赵跃宇任湖南大

学校长； 因另有任用， 免去钟志

华的湖南大学校长职务。 教育部

有关司局、 湖南省委有关方面负责

同志出席宣布大会。

赵跃宇， 男，

1961

年

9

月出生，

1995

年

1

月入党，

1983

年

7

月参加工

作， 湖南大学结构工程专业博士研

究生毕业， 教授。

2001

年

8

月至今担

任湖南大学副校长。

“小心思”做出德育“大文章”

———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中学教师贺红岩

很多学生都叫她 “贺妈妈”，

学生犯了再大的错， 她也从来不

发脾气 ， 始终微笑着面对学生 ；

22

年了， 凡是她教过的学生， 大

部分至今仍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 学生大学毕业了， 找女朋友

还要请她把关， 结婚请她当证婚

人……在学校教育工作中， 她爱

用 “小心思 ” 做好德育 “大文

章”， 也因此成了学生们心中的妈

妈和朋友。

今年

45

岁的 “贺妈妈”， 是新

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中学

教师贺红岩 。 凭着突出的业绩 ，

她成为自治县专业技术学科带头

人、 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德

育课教师。

把学生始终放在心上

8

月

31

日， 记者走进贺红岩的办

公室 。 贺红岩当时正忙着接电话 ，

说的是贫困生资助的事情， 马上开

学了， 新生中的贫困生成为她关注

的重点。

“伊晓芳、 池梦梦， 七年级 （

6

）

班， 孤儿， 要特别关注。” 这是贺红

岩台历上记载的一行文字， 时间是

8

月

30

日。 这两个写在台历上的名字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两个孤

儿， 家里都很贫困， 我准备下午去

她们家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好为

她们提供帮助。” 贺红岩对记者说。

伊晓芳、 池梦梦的家离县城有

20

多公里， 伊晓芳父母早逝， 跟着

叔叔婶婶生活。 一走进伊晓芳的家，

贺红岩就四处打量， 从她的眼神可

以看出， 她看到了贫困给这个家庭

带来的压力和困难。

贺红岩和伊晓芳的婶婶聊了起

来， 她一边询问， 一边不时用笔把

情况记录在小本子上。 得知这家四

口人一年仅有万把元的收入， 勉强

维持生计后， 贺红岩对伊晓芳的婶

婶说 ： “现在国家有 ‘两免一补 ’

政策， 孩子上学的事不用担心， 我

们也会给伊晓芳尽快安排一位资助

者， 你可以放心让她去上学。”

从伊晓芳家里出来， 贺红岩又

驱车来到池梦梦家。 看到有老师来

家访 ， 池梦梦的养父母十分激动 。

贺红岩又给他们讲了讲资助政策 ，

表示会为池梦梦解决上学中遇到的

困难。

“过去 ， 家访要靠骑自行车 。”

贺红岩说， 最远的地方要骑上

4

个小

时才能到 ， 但她从来没有叫过苦 ，

也没有因此退缩过。

22

年里， 她访

遍了每个学生的家， 有的去了两三

次甚至更多。

为什么要走遍每个学生的家呢？

贺红岩的回答很简单： “把学生始

终放在心上， 了解学生才能为德

育打好基础。 不了解学生， 怎么

能教育好学生呢 ？” 这些 “小心

思” 她一直埋在心底， 没有对别

人说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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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荩两部门明确高校学生公寓

和食堂经营享受税收优惠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记者

15

日从财政部获悉 ， 日前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 明确

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经营享受税收

优惠。

通知明确， 经国务院批准：

———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

学生公寓租赁合同， 免征印花税。

———对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

准向学生收取的高校学生公寓住宿

费收入， 免征营业税。

———对高校学生食堂为高校师

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

营业税。

根据通知， 以上所述 “高校学

生公寓”， 是指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

服务， 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

取住宿费的学生公寓。 “高校学生

食堂” 是指依照有关规定管理的高

校学生食堂。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