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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学前双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 朱赟

截至

2010

年底， 西藏全区有

119

所幼

儿园， 主要分布在县镇以上城镇， 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仅有

24.5%

， 全国学前教育

入园率

2010

年达到

56.6%

， 学前教育的发

展水平与全国有很大的差距。 为切实解

决学前教育目前的问题 ， 西藏制定了

《西藏自治区学前双语教育发展规划 》

（以下简称 《规划》）。

一、 各级党委 、 政府高度重视 ， 学

前教育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得到关注和加

强。 全国学前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后， 自治区立即启动了学前教育发展

意见和规划的编制工作。 地市、 县各级

党委、 政府、 教育部门制定本地学前双

语教育发展规划 ， 形成了全社会关心 、

重视、 支持学前教育的局面。

二、 西藏学前教育投入

20

亿元， “十

二五” 将新建

608

所幼儿园。 为了使中央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确定的一系

列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自治区教育厅与自

治区发改委、 财政厅积极沟通协调， 规划

落实项目资金

13

亿元， 新建学前教育机构

608

个。 全区每个乡 （镇） 新建一所中心

幼儿园， 人口较多的村建立村级幼儿园，

乡以下则依托小学或教学点进行学前班建

设， 同时改扩建一批县级幼儿园， 加大对

农牧区学龄儿童的吸纳能力。

三、建立学前双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力争 “十二五” 双语幼儿园入园率达到

60%

。 城镇公办三年制幼儿园实行成本合

理分担机制 ，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 、

孤残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将农牧

区学前两年双语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

建立与义务教育相一致的经费保障机制。

从

2011

年春季开始 ， 对接受学前教育的

农牧民子女及城镇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

实行全免费教育 ， 并提供补助及助学金 ，

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2000

元， 边境县学前教育

阶段在园幼儿补助、 助学金标准年生均再增加

100

元。 建立了农牧区学前两年双语教育师生

公用经费保障长效机制， 现行在职教职工公用

经费标准

3800

元

/

年， 幼儿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

400

元

/

年。 将农牧区学前两年双语教育教

职工工资纳入公共财政保障。 为公办幼儿园免

费配置学前双语教育教学设施设备、教材、图书、

影像资料、医疗卫生设施、信息化教学设施等。

四、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

质。 幼儿教师队伍是西藏学前教育发展的关

键。 因此，《规划》要求，编制部门会同教育等

部门按照国家编制标准，结合西藏实际，制定

我区学前教育机构教职工编制标准， 核定公

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 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

双语幼儿园办园模式和规模， 按照核定的编

制，逐步配齐幼儿园教职工，会同有关部门，

保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要。

五、 建立学前双语教育工作督导评估体

系。 建立督促检查、 考核奖惩和问责机制，

确保发展学前双语教育的各项任务举措落到

实处， 取得实效。

西藏 每个乡（镇）建一所中心园

一、目标与任务：

到

2015

年，每个县（市、区）有一所示范

幼儿园，农牧区每个乡（镇）有一所中心幼

儿园， 村小学和教学点都举办有学前班，

学前两年入园率大幅度提高，城镇基本普

及学前三年双语教育，在园幼儿达到

8.1

万

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60%

以上。

二、发展思路：

我区学前教育发展严重滞后 ， 学前

双语教育资源短缺、 设施不完善、 保障

机制不健全、 幼儿入园率低， 目前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仅为

24.5%

，远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有园上” 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

决，已成为我区教育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

节，发展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在深入调研、

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结合西藏实际，拟定

了《意见》和《规划》，明确了我区发展学前

双语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

务和主要措施。

三、主要举措：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实行自治区统

筹规划、 地方分级负责、 以县为主、 县

乡共管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 县、 乡政

府切实承担起发展学前双语教育的责任。

（二） 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 将农牧区

学前双语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体系 ，

建立与义务教育相一致的经费保障机制。

农牧民子女实行全免费教育， 并享受补

助政策。 建立农牧区学前双语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保障长效机制。 将农牧区学前

双语教育教职工工资纳入公共财政保障。

（三） 加强学前双语教育资源建设， 研究

编写符合西藏实际的学前双语幼儿园教师指

导用书和学前双语教育幼儿读物等。 （四）

各级教研部门要加强对农牧区学前双语教育

课程设置、 教学计划、 评价体系、 学段衔接

等方面的研究， 积极开展农牧区学前双语教

育试点与推广应用研究， 确保农牧区学前双

语教育质量。 （五） 建立学前双语教育工作

督导评估体系， 建立督促检查、 考核奖惩和

问责机制。

四、工程项目：

（一 ） 农牧区双语幼儿园建设工程 。

“十二五” 期间 ， 建设

608

所乡镇中心幼儿

园， 以国家投入为主予以保障。 （二） 双语

幼儿教师培养培训工程， 使学前教育师资在

数量、 素质等方面基本适应全区学前双语教

育发展需要。

■

解读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系列报道

提高普及水平 着力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吉林 学前教育列入政府责任考核

一、发展目标任务：

2011-2013

年，新建和改扩建

839

所公

办幼儿园，初步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

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由

58.4%

提高到

61%

。完善教师培养培

训体系， 学前教育本专科层次招生人数

3

年累计达到

6500

人，幼儿园园长、教师、教

研员培训达到

12450

人次。

二、主要举措：

1．

落实政府责任。完善教育部门主管、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建立督导

检查、考核奖惩、行政问责机制，把学前教

育工作列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范围。

2．

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实施学前教育

促进工程，在城乡新建、改建、扩建一批安

全、适用的幼儿园。建好、用好和管好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 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幼儿

园，建立公办、民办对口帮扶机制，实现公

办、民办共同发展。

3．

加强队伍建设。严格幼儿园教师资

格准入制度，统一组织教师资格考试和资

格认定工作。制定学前教育教师培养培训

规划，扩大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初中

毕业起点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培养规模。

组织开展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新教师

和教研员专项培训。

4．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将学

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

向学前教育倾斜。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

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占合理比例，未来

3

年有明显提高。 完善学前教育成本合理

分担机制。省级财政安排学前教育专项资

金，实施学前教育促进工程。

5．

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完善幼儿园

办园标准和幼儿园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办

法，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完善幼儿园

登记注册制度，严格幼儿园准入和年检制

度，加强幼儿园资质的动态监管。

三、重大工程项目：

1．

乡（镇）中心幼儿园园舍标准化建设

项目。

2011-2013

年，新建、改建、扩建乡镇公

办中心幼儿园

370

所。

2．

县城公办幼儿园和乡（镇）中心幼儿园

教学设备装备项目。

2011-2013

年， 完成

80

所

县城公办幼儿园和

369

所乡（镇）中心幼儿园

教学设备装备任务。

3．

农村乡 （镇 ）中心幼儿园教师援助计

划。

2011

年，为每个乡镇聘用一名合同制幼儿

园教师，聘期

3

年。

4．

幼儿园教师培训计划项目。实施幼儿

园园长和教师全员培训， 提升幼儿园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

5．

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幼儿园资助项

目。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资助制度，资

助城镇和农村低保家庭

3-5

岁适龄在园儿

童、孤儿和残疾儿童。

6．

幼儿园安保工程项目。

2011-2013

年，

按幼儿园师生人数的

2%

配备专业保安员，超

过

500

人的幼儿园，设立专门安全机构，配备

专职保卫干部。

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吉林省教育厅厅长 卢连大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 经济欠发达，学

前教育资源不足，经费短缺，教师队伍素

质偏低，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整体发展

水平不高等问题比较突出。 我省在深入调

查研究， 准确掌握学前教育基本状况和存

在突出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我省将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

工作，确保行动计划目标和任务的实现。

一是抓重点，着力解决学前教育投入

不足、资源短缺问题，完善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 各级政府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

财政预算，未来

3

年要有明显提高。 制定公

办幼儿园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

标准，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和教育成本

合理分担机制，完善学前教育投入的长效

机制，保证学前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加

大政府投入，新建、改扩建

839

所公办幼儿

园。 调整改造城镇小学办幼儿园，实行独

立办园。 新建、改建、扩建

370

所乡（镇）公

办中心园，每个乡（镇）至少办好

1

所中心

幼儿园。 制定优惠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和

个人举办幼儿园。 初步形成覆盖城乡、布

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二是抓根本， 努力解决幼儿教师数

量不足、 整体素质偏低问题， 培养专业

化教师队伍。 在全省

10

所高师院校扩大

学前教育专业、 初中毕业起点五年制学

前教育专科培养规模， 办好中等幼儿师

范学校 、 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 继续实施

“

2009

—

2013

年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

行动计划”， 组织幼儿园教师全员培训。 实

施教师能力提升计划， 培养一批保育标兵和

保育新秀。 实施乡 （镇） 中心幼儿园教师援

助计划， 解决专任教师短缺问题。 确定公办

园教职工编制标准， 统一组织教师资格考试

和资格认定工作， 落实幼儿园教师待遇。

三是抓关键， 加快解决幼儿园保教质量

不高问题， 提升学前教育整体水平。 省政府

组织实施学前教育促进工程， 实施县城公办

幼儿园和乡 （镇） 中心幼儿园标准化建设项

目。 实施幼儿园教师培训计划和农村乡（镇）

中心幼儿园教师援助计划。 实施幼儿园安保

工程。从

2011

年末起，组织幼儿园标准化建设

评估工作， 力争到

2013

年全省

60%

的幼儿园

达到省定标准。 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

项目， 资助城镇和农村低保家庭适龄儿童接

受学前教育。

■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