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
10 月 21 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成

都举行解读《四川省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新闻发布会。四川省委教育

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张澜涛作《方案》发布，省发展改革委

二级巡视员余华，经济和信息化厅机

关党委书记周海琦，财政厅二级巡视

员李小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

级巡视员陈泉参加发布会解读《方

案》有关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发

布会由四川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

长张祯军主持。

张澜涛指出，四川是职业教育大

省，共有职业学校 537 所，在校学生

154.2 万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我省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推动治蜀兴

川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

础。9 月 23 日，省政府印发《四川省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正确的

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按照“扩

容、提质、贯通、融合”思路，以整体推

进、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为主线，以大

改革推动大发展，经过5至10年左右

的时间，使职业教育主要指标提质晋

位，总体水平进入全国前列，实现由

职教大省到职教强省的跨越。

《方案》具体从 7 个方面提出各

项政策举措，为新时代四川职业教育

改革指引方向，规划蓝图。一是深化

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积极推

动职业教育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

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

变，推动各地各部门由注重“办”职业

教育向“管理与服务”转变；要加大职

业教育统筹规划和投入力度，确保职

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同等重

视、同等支持。二是构建纵向贯通人

才培养体系。健全中职招生机制，促

进普职相互融通；扩大升学上升通

道，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

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提

升普通高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

比例；探索高层次人才培养，开展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推动具备条件

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深化

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改革。三是推

进职业院校高水平发展。优化学校

布局，鼓励将职业教育办到产业园

区，整合 1200 人以下的“小、散、弱”

中等职业学校；实施中等职业教育质

量提升工程和标准化建设工程以及

“高职院校质量提升工程”，推进国家

“双高计划”项目，启动实施省级“双

高计划”；优化资源配置，打造职业教

育发展示范区和产教融合高地，形成

职业教育聚集效益。四是推进产教

融合深度发展。实施产教融合行动

计划、推进国家和省产教融合建设试

点、健全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五是

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深化职称制

度，树立先进典型，把好技能关口，改

革职教师资培养模式。六是提升服

务能力和水平。开展高质量职业教

育培训，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七

是加强组织保障。加强党对职业教

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政府统筹主

导职业教育的责任，营造职业教育发

展良好环境。

在答记者问环节，发布人针对记

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余华就推进产教融合指出，我

省作为首批试点建设国家产教融合

型城市的省份，承担着推进职业教

育改革、深化产教融合发展的重要

使命。根据《方案》内容，产教融合

将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先行，突出发

挥城市承载、行业聚合、企业主体三

方面作用。

周海琦就工业主管部门促进校

企合作、推进校企“双元”育人工作指

出，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大背景下，工业主管部门将

会在支持建设校企合作育人平台、创

新平台、交流平台和支持产教融合示

范项目建设四个方面实施具体行动。

李小亚就省级财政保障职业教

育经费投入指出，全省财政职业教育

投入逐年稳定增长。下一步，我省将

进一步加强经费保障，整体推进职业

教育发展；加大专项支持，提质培优

强化示范引领；深化产教融合，促进

职业院校增值赋能。

陈泉就绩效工资和职称制度改

革指出，《方案》结合职业学校特点，

进一步细化了相关政策，提出要完善

职业学校绩效工资动态调整机制，推

动建立有利于调动学校积极性、促进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职业学校绩效

工资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

张澜涛就职业启蒙教育指出，职

业启蒙教育是建立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的起点，非常重要、不可替代。我

省将组织“大国工匠进校园”“劳模进

校园”“职业教育活动周”等活动，发

挥职业学校专业优势和师资优势，对

中小学生开展劳动技能教育、综合实

践活动，开发职业体验课程，建立职

业体验基地，对中小学生开展职业体

验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等。

针对职教本科，张澜涛阐述了职

教本科主要培养生产、建设、服务和

管理一线所需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相对普通教育具有政策优势、就

业优势、成才优势、升学优势，介绍了

下一步将实施中高职教育衔接推进

计划、推进分类考试招生改革、改革

完善高职单招政策、开展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试点、实施地方本科高校转型

发展计划、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

改革。

针对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张

澜涛介绍了我省开展证书试点情况

和试点存在的问题，提出从做好教学

实施、加强经费保障、健全激励机制

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

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

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人

民网、香港商报、四川日报、四川广播

电视台、华西都市报、四川新闻网、教

育导报、《当代职校生》杂志、四川教

育发布等 23 家中央、省市主要新闻

媒体参加会议，并就相关热点问题提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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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新时代四川职教改革发展蓝图

本报讯（记者 倪秀） 10 月 20
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与四川师

范大学签署教育战略合作协议。根

据协议，双方将共建“校地教育协同

创新中心”、组建四川师范大学博士

武侯工作室、举办四川师范大学硕士

学位武侯班以及合作建设高标准、高

水平、高质量的“两自一包”管理体制

学校。教育厅副厅长彭翊、四川师范

大学校长汪明义以及武侯区人民政

府有关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近年来，四川坚持把校地合作共

建战略，作为创新驱动、人才培养、教

育改革等系列工作的重要抓手，奋力

推动教育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

发展。四川师范大学等省内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积极同川内各部门、政

府开展战略合作，着力促进业界与学

界互动，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等

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此次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武侯区和四川师

范大学深化合作迈出了关键一步。

武侯区人民政府与四川师范大

学在五个方面达成协议，将重点在三

方面开展战略合作：一是共建校地教

育协同创新中心，合作搭建教育科研

信息交流平台，联合申报国家级、省

部级课题，共同抓好立项孵化、追踪

管理和成果转化，合作推动教育综合

改革，加快推进“智慧教育示范区”建

设；二是共建校地人才交流长效机

制，实现双方人员互派互访、互学互

聘，四川师范大学在武侯区组建博士

工作室，建设教育实践基地，探索“顶

岗实习+置换培训”人才培养模式，武

侯区推荐优秀干部教师到大学担任

客座教师、导师；三是联合举办武侯

骨干教师硕士班、博士班，有效提升

学历层次、专业能力。

目前，四川师大硕士学位（武侯

班）已遴选150名骨干教师攻读硕士学

位，并在签约当天举行了开班仪式。

汪明义以“对构建大中小幼德育工作

一体化的思考”为题，为武侯区各公办

中小学教办幼儿园校（园）长、相关民

办中小学校长，川师大硕士学位（武侯

班）学员讲授了精彩的开班第一课。

本报讯 （记者 葛仁
鑫）日前，凉山州未摘帽

县片区学校“一对一”精准

帮扶提升工程推进会在昭

觉县召开，总结各承训单

位诊断阶段工作，分析存

在的问题，部署下一阶段

工作。教育部国培办专家

严华银、王文蓉到会指导；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

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

昌宏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凉山州未

摘帽县片区学校“一对一”

精准帮扶提升工程实施以

来，各项帮扶工作在国培

专家组的指导下有序推

进，各承训单位深入一线，

精细“问诊”，因地制宜地

启动了“定制”帮扶模式，

集智聚力推动帮扶工作取

得积极进展。9 月 10 日，

该项目成功入选《中国“国

培”计划蓝皮书》典型案

例。

会议强调，开展凉山

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一

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

是“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

的重要内容，是部、厅、县、

校合作的重要成果，是教

育扶贫的精准举措和有效

办法，是以片区整体推进

凉山教师教育改革的崭新

尝试。

会议要求，参与帮扶

工程的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思想认识，站在“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高度，立足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角

度，努力振奋精神真抓实

干，以教育托举好凉山人

民的未来和希望；要进一

步聚焦帮扶任务，严格对

照《帮扶方案》，在 2021 年

3 月前，完成规划设计、制

度建设和分科全员轮训，

努力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和

实现学生期末考试及格率

大幅提升。同时，教育厅

将细化考核指标，按照项

目要求和已签订的《四川

省凉山州未摘帽县片区学

校“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

工程协议书》，坚持定量和

定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对承训单位实施量化绩效

考核，让帮扶帮在实处，帮

出成效；各承训单位应从

受扶县及片区学校实际出

发，着力抓住校长等关键

少数，抓牢备课、教研、教

学、作业等关键环节，突出

发展规划、骨干培养、制度

建设等关键方面。与当地

校长、教师共同探索改进

学校管理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具体方法。

当天上午，来自 7 个未摘帽县片区学校

的 7 名青年教师，在反复研课、磨课的基础

上，分别向与会专家展示了一堂在承训单位

精心指导的观摩课，并通过网络全程在线直

播。参会人员分组观摩后，就课堂教学开展

研讨，教育部国培办专家王文蓉对教学内容

作了集中指导，为开展好课堂教学作出具体

的指导与建议。

工作会上，教育部国培办专家严华银就

帮扶工程推进工作进行指导，承训机构代表，

受扶县教育行政部门、研训机构和片区学校

代表作交流发言。七所承训单位与受扶县教

育行政部门及片区学校现场签订三方协议，

明确各方职责，增强帮扶合力。

教育厅人事与教师工作处、省教师培训

项目办公室及各承训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凉

山州及 7 个未摘帽县教育行政部门、研训机

构负责同志及片区学校校长、教师代表等参

加推进会。

全
力
推
进
精
准
帮
扶
提
升
凉
山
教
育
质
量

成都市武侯区与川师大签署协议

开展校地全方位教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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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

10 月 20 日，华蓥市

大熊猫实验幼儿园的老

师在课堂上用讲故事的

方式，为孩子们讲解稻谷

如何变成大米，让他们了

解粮食的由来，知晓种粮

的辛苦。近来，华蓥市在

各中小学和幼儿园广泛

开展“节约粮食，从我做

起”主题德育教育活动，

教育孩子爱惜粮食。

邱海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