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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关键词@教育优先发展

优先发展教育

是富民的根本

【报告原声】

继续推进教育优先发展。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 新疆喀什地委副书记、 行署

专员木太力甫·吾布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

续推进教育优先发展”， 对我们西部地区来说，

是非常好的消息。 教育优先发展是解决富民问

题的根本， 因为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 素质提

高了， 百姓致富的路子就广了。 最近3年是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提出的“教育促进年”， 抓

“教育促进年” 的落实， 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 再进一步推动教育均衡， 都是我们

必须做好的。 下一步我们还要努力解决双语教

师短缺的问题， 让未来5年真正迈上教育快速发

展的道路。

【会外连线】

江苏省扬州市教育局局长夏正祥： 教育优先

发展， 是扬州市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战略。 各级

党委和政府坚持把教育放在与项目建设、 经济发

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提出教育发展“三个优先”

的目标， 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

展， 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 公共资源建设

优先满足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并出台

实施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 把学前教育工作

纳入政府工作考核范畴， 把普通高中教育纳入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 将公办普通高中教师绩效工资

全额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特殊教育学校实行全免

费教育， 实施特殊教育学校迁建工程。 目前我市

6个县 （市、 区） 全部通过省区域教育现代化评

估， 县域教育基本实现现代化。 2012年， 全市共

减、 免、 助奖2.6亿元， 40万名学子得享实惠；

校舍安全工程开工投入9.79亿元； 新建19所幼儿

园、 扩建41所幼儿园。 这些“大手笔” 所需资金

全部由政府埋单， 老百姓充分享受到了教育优先

发展带来的实惠。

本报记者 柴葳 沈大雷 通讯员 谈雷

中国时间绽放教育梦想

———两会内外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关键词@教育综合改革

用智慧走出教改“深水区”

【报告原声】

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切实解决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通江县副县

长郭红梅：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进一

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我觉得这是对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形

势的科学判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教育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生活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同时也不断

面临着新形势、 新任务、 新挑战。 尤其

是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 教育改革已

经进入“深水区”。 面对教育改革的复

杂局面， 我们不仅要有改革的决心和勇

气， 还要有改革的智慧和艺术。 我觉

得， 当前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如何协

调统筹多部门、 多领域的力量， 攻坚克

难， 突破瓶颈， 全面深入推进教育改革

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我

想，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改革能

否走出“深水区”。

【会外连线】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尹后庆：

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切实解决社

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各级地方

政府必须承担好的责任。 未来， 上海市

将继续推进教育改革， 不断提高教育作

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均衡度。 在基础

教育领域，上海将从三个方面深化内涵，

提高质量； 一是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

校，以“新优质学校”项目为引领，扶持发

展一批综合实力并非最高却办出了风格

特色的学校， 引导更多学校摆脱升学导

向，关注孩子能力素质的提高，让家长可

以放心地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学校； 二

是大力推进课程改革， 保障学生素质发

展， 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实践

能力； 三是推动以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为

标志的教育评价改革，引导区县、学校开

展全面质量观指导下的教学与评价活

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本报记者 张以瑾 董少校

关键词@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要规模更要提高质量

【报告原声】

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周洪宇：

从“各级各类教育协调

发展” 到“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有了新变

化。 我国教育发展到新阶段， 从过去规

模扩张转到提高教育质量。 而过去对提

高质量的理解偏窄， 主要是高等教育的

内涵发展、 提高质量， 这次则讲得比较

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全面提

高教育质量。 这个“全面” 要求各个教

育阶段都要全面发展， 而不仅是提高某

个阶段的教育质量。 政府工作报告用非

常简练的语言“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

量” 将各阶段教育统筹起来， 其实是个

系统化的思路， 促使我们今后不仅要考

虑教育的规模， 还要考虑教育的质量；

不仅要考虑某个阶段教育的质量， 还要

考虑所有阶段教育的质量。

【会外连线】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工委书记、 教

育厅党组书记秦斌： 作为西南民族地

区， 要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 广西必

须坚持“三扶”： 一要“扶弱”， 坚持公

共资源向农村地区、 贫困地区、 少数民

族聚集地区、 偏远地区等教育基础薄弱

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 重点解决现阶段

教育的薄弱环节和“短板” 问题； 二要

“扶需”， 对目前教育事业发展急需解决

的重大问题、 关键领域和刚性需求给予

政策和项目扶持； 三要“扶大”， 对一

些人口众多、 经济总量较大， 但教育基

础薄弱的地区给予政策扶持。

本报记者 柴葳 周仕敏

关键词@促进教育公平

让每个孩子

都能“上好学”

【报告原声】

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为国家发展提供强

大的人力资源支撑。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 天津市河西区副区长孙惠玲：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 也是多年来党中央、

国务院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再次提出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以天津市河西区

为例，这几年，围绕教育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我们做

了大量工作。 通过加大投入使全区4000多名随迁子

女全部混编进入公办学校就学。与前几年不同，现在

推进教育公平，必须在国家新“四化”的战略部署下

推进， 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必须在新城镇

化的背景下，通过城乡一体化整体推进教育公平，使

教育资源布局、投入、规划在同一区域内保持同一口

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学校要将精力

转向关注学生个性发展和差异化发展， 使每个不同

发展层级的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会外连线】

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龙宪

周： 近年来，靖州县共投入1.3亿元建成合格学校16

所，完成农村中心幼儿园改造9所，建设寄宿制学校

26所。 同时，靖州县制定了教师人才引进五年规划，

优先满足农村学校师资配备。2009年至2012年，靖州

共招聘特岗教师94人，覆盖了全县23所农村中小学。

经过政府多年的努力， 靖州县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

育，老百姓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接下来，

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所有人都能“上好

学”，也就是说，在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大面积地提

高教育水平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本报记者 柯进 阳锡叶

关键词@教育经费支出

把教育的钱

用在刀刃上

【报告原声】

目前我国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

已经超过2万亿元， 今后还要继续增加， 必

须把这些钱用好， 让人民满意。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

勇：

目前我国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已超

2万亿元， 今后还要继续增加。 教育是强国之本，

去年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已达国内生产总值4%的

目标。 今后投入还将加大， 但如何花好钱更为关

键，要堵住浪费漏洞，百姓也有权知道教育经费信

息。关键是把来之不易的群众纳税钱管好、 用好。

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信息应公开， 并接

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把钱用在刀刃上。

【会外连线】

山西省高平市委书记谢克敏： 这几年， 山西

省不断完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财政预算内教育

经费投入由2007年的189.21亿元提高到2012年的

529.4亿元， 增长了179.97%。 在高平市， 城乡义

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执行统一标准， 2012年， 初

中、 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分别达到982元和732元，

高出国家标准200多元， 加上普通高中、 职业高

中学生全免费， 市级财政每年投入教育的公用经

费6420万元， 全市每年用于教育的公用经费达到

了1.1亿元。 为了管好用好教育经费， 从2007年

开始， 我们按照“集中管理、 统一开户、 分校核

算、 保障运转” 的改革原则， 启动“校财局管”

经费管理体制改革， 对全市中小学的经费、 资产

进行监管， 建立义务教育保障经费封闭运行管理

机制， 从源头建立了财政、 教育、 学校三者相互

监督内控机制， 各司其职、 互相监督， 做到了

“批钱的不管钱、 管钱的不花钱、 花钱的不见钱，

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 本报记者 高耀彬

关键词@义务教育均衡

树立教育均衡发展新理念

【报告原声】

着力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 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李东福：

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推动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 写入对今年政府工作

的建议， 是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均衡

发展九年义务教育” 的进一步推动落

实。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促进教育公平

的重点， 要更加深入全面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需从四个方面树立新的理

念： 一是树立新时期义务教育工作“公

平优先” 的教育理念， 将均衡发展程度

作为评价地方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核心

标准； 二是树立义务教育阶段校长、 教

师是政府资源的理念， 全面建立校长、

教师交流制度； 三是树立义务教育学校

“平等发展、 共同发展” 的理念， 消除

区域内部分义务教育学校享有的特殊政

策； 四是树立“弱势群体特殊关照” 的

教育理念， 建立多种方式全面保障弱势

群体教育权益的工作机制。

【会外连线】

福建省厦门市新圩中学校长林东

荣： 近年来， 厦门市统一了全市中小学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 我们新圩中学

作为一所农村学校， 和市区经费是一样

的。 市里还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入， 我

们学校建起了400米标准塑胶跑道。 厦

门市图书馆新圩分馆也建在我们学校，

农村孩子可以直接看到市图书馆的书

了。 除了学校硬件的加强外， 教师工资

也和市区实现了统一； 教师队伍也稳定

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教师想往市区学校

调动的情况了。 早些年， 一些家长想方

设法把孩子转到条件较好的城区学校。

现在， 很多家长希望在新圩置业， 让孩

子在当地受教育。 我相信， 随着各项教

育政策的落实， 厦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的梦想将很快得到实现。

本报记者 高靓 熊杰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

加快建立现代职教体系

【报告原声】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委书记胡凌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这个观点我

非常赞同。 2002年， 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决定》， 之后又提出加快职业教育发展

的具体目标。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近

10年， 我国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

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

技术人才。 这些优秀的职业院校学生进

入工厂、 车间， 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 今年， 来自企业界、经济界、科学

界等多个界别的政协委员都不约而同地

提出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提案。 中国

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时刻， 对劳动力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 必须进一步加快现代

职业教育的发展， 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

发展需求。 我对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充

满期待。

【会外连线】

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翁孝

川： 衢州市近年来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迅

速， 职业教育充分发挥了自身功能， 以

自身的专业、 人才、 技术、 服务优势参

与招商引资， 做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

同时， 职业学校按照当地工业经济发展

的需要， 不断调整专业结构， 依靠工业

企业做大做强主导专业， 在适应经济转

型、 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转型升

级。当前，职业教育发展最大的限制是包

括硬件、 师资和专业在内的教育基础能

力。 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提升职业

教育的吸引力，是职教人的梦想。要建立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其重点是增强职业

教育的基础能力， 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

力和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力。 而要实现这

一目标， 需要政府继续加大投入， 也要

靠改革， 用改革来打破办学主体、 办学

类型的界限， 创设以政府为主导、 部门

联合共建学校的办学体制， 实现资源整

合， 提升财政投入的力度和效益。

本报记者 张婷 蒋亦丰

7：00

荩

一大早， 采访十二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的媒体记者早早进

入人民大会堂。

8：30

荩

参加 十

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的人

大代表抵达天

安门广场。

11：30

荩

数十名记者

“围追堵截”走出会

场的代表委员。

9：00

襌

十二

届人大一次会

议在人民大会

堂开幕， 代表

委员听取政府

工作报告。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