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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本报讯（记者 陈朝和） 10 月

26 日至 27 日，省纪委监委派驻教育

厅纪检监察组组长、教育厅党组成

员李鸿才，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李兆

鸿一行赶赴雷波县八寨乡拉巴村开

展结对帮扶工作。

工作组首先来到雷波中学，调

研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教学工

作等，走进学校校史陈列馆了解学

校办学历史。调研中，李鸿才、李兆

鸿慰问雷波中学优秀教师代表，对

雷波中学考生在2020年高考中取得

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充分肯定教

师们的教学成绩，鼓励教师们不忘

立德树人初心，牢记教育强国使命，

继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雷波县八寨乡拉巴村，工作

组分头走访贫困户，与贫困户深入

交谈，了解他们生产生活需要，并向

他们送去慰问物资。在拉巴村五

组，李鸿才、李兆鸿走进贫困户阿余

古日家中，仔细询问阿余古日一家

目前的生活状况，了解扶贫政策的

落实情况。贫困户阿余古日一家五

口因道路交通落后致贫，教育厅在

对口帮扶中着力改善拉巴村的交通

条件，阿余古日一家在 2019 年顺利

脱贫。

省纪委监委驻教育厅纪检监察

组，教育厅财务管理处、基建后勤

处、教育信息化处，四川教育报刊社

等处室和单位参加帮扶活动。

教育厅工作组赴雷波县开展帮扶活动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10月27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高校就业创业协同发展行动

方案签约仪式暨联盟成立大会

在四川大学举行。全国就业指

导中心副主任宁小华；重庆市

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覃正

杰；四川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

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戴作安

参加签约仪式并讲话。

签约仪式上，重庆市教委

与四川省教育厅签订了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校就业创业合

作框架协议，并为高校就业创

业联盟揭牌。据悉，双方将加

强战略对接、政策衔接、功能链

接，逐步实现就业创业工作统

一谋划、统筹部署、协作互助、

一体推进。

会议还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高校就业创业“双百”导师

颁发证书。“双百”导师将支持

参与高校就业创业师资队伍建

设，协同开展就业创业师资培

训、教学巡讲指导、课题研究，

精准实施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戴作安指出，实施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校就业创业协

同发展行动，两地高校将建立

就业创业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定期沟通、协商就业创业协同

发展长远规划、重要政策、关键

改革、重大项目；共同搭建协同

发展平台、资源共享平台、就业

服务平台、校企合作平台，能够

加强成渝两地高校就业创业交

流合作、资源信息共享，协同推

进成渝地区高校与域内外企

业、行业等深度合作，促进毕业

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覃正杰希望，双方教育部

门同心协力整合政策和社会资

源，加强区域政策和制度保障，

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政策制度

环境；两地高校携手并进、真抓

实干，加强跨区域的校校工作、校企合作，共享

就业创业的资源和信息。

宁小华以《新形势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为题，作了专题报告。

签约仪式后，举行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高校就业创业协同发展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

理事会。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当选为联盟盟主

和理事长单位。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和四川省教育厅相关处

室负责人、“双百”导师团代表、用人单位代表、

川渝两地181所高校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了

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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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志文） 10 月 26 日，由四

川省教育学会、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

德育》杂志社和西华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四川

省 2020 年“立德树人”优秀实践创新案例展示

活动在南充市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围绕“立德树人 五育并

举”这一主题，重点征集全省各地以区域、学校

为单位开展“五育并举”、整体推进“立德树人”

全面落实的实践创新案例。据悉，组委会从征

集的近116个优秀案例中，共评出一等奖21个、

二等奖23个、三等奖70个。

活动中，来自上海、江苏、重庆和省内各地

的专家、校长围绕健全“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

“五育融合、整体育人”等内容作了专题报告。

一等奖实践创新案例获得者叙永县摩尼镇新苗

实验学校、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武胜县教研

室、西昌阳光学校和南充高中，先后就各自“立

德树人，五育并举”的实践探索作交流报告，提

供了丰富鲜活的“立德树人”具体实践经验。

26 日下午，与会代表赴南充市白塔中学、

南充市第五中学、五星小学、涪江路小学、西河

路小学进行现场参观和交流。

自全省21个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学

会、教科院（所）以及中小学校的校长、教师代表

共1000余人参加会议。

每天，满载着货物的蓉欧快

铁从成都市青白江区集装箱中心

站出发，一路向西直达波兰罗兹

省，再分送至欧洲各地。它正以肉

眼可见的速度，助推着青白江区

从老牌工业区向国际港口城市转

型升级。近年来，青白江区学前教

育也如同蓉欧快铁一般，驶入了

优质普惠的快车道。

“我们努力提升保教质量，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

惠的学前教育资源。”青白江区教

育局局长郭万俊告诉记者，青白江

区把学前教育作为建设“一流教育

强区”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不断

加大财政投入和改革创新力度。目

前，该区有幼儿园62所，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达90%，公办园在园幼

儿占比达 55.16%。而在 4 年前，清

江白区只有10所公办园，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仅为29.97%。

青白江区学前教育是如何在

短时间内实现公办园在园幼儿占

比迅速提升的？近日，记者到此一

探究竟。

4年新增25所公办园
政府购买服务解决师资缺口
2016 年，第一辆蓉欧快铁开

通，加速了青白江区经济转型升

级的步伐。青白江区常住人口数

量从 2017 年的 40 多万增至如今

70 万左右，居民对优质普惠学前

教育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2016 年初，青白江区仅有 10 所公

办园。“当时的学前教育水平，与

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不匹配

的。”郭万俊说。但好在教育已经

规划先行，青白江区制定第二期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4—
2016年）时，就规划投入 2.5亿元，

完成该区公办园标准化提升工

程，新建 16 所公办园。目前，这些

新园已经全部投入使用。

16 所公办园解了燃眉之急，

但是按照传统公办模式，共需编

制 749 人。如何突破编制“瓶颈”，

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青白江区创

新公办园管理体制，推进学前教

育“管办评分离”改革。青白江区

教育局分管学前教育的副局长郑

佳佳说：“所谓‘管办评分离’，就

是教育局通过采购择优确定办园

主体，办园主体依法依规自主办

园，社会广泛参与评价的一种全

新管理模式。”

2017 年 2 月开园的元迪怡城

幼儿园，是青白江区第一批“管办

评分离”改革试点幼儿园，包括园

长在内的 7 个管理团队均来自由

政府购买的第三方服务机构——

四川省小童星幼教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幼儿园教师由园区自主招

聘，也归属小童星公司。

随着区域的加速发展，公办

园学位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青白江区又继续加大投入，实施

《2018—2020 三 年 行 动 攻 坚 计

划》，投资 2.7 亿元新建公办园 9
所，其中一所已于 2019 年 9 月投

入使用，其余8所也将陆续随新建

居民小区的交付而投入使用。

从 2016 年至 2019 年，青白江

区累计在学前教育投入达 4.46 亿

元，区域内规划新增25所公办园，

而这些幼儿园都将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确保在短时间内就

能让老百姓享受优质普惠的教育

资源。

一年一考核、五年一评估
确保公办标准和性质

“管办评”管理模式的幼儿园

到底算公办还是民办？怎样收费？

保教质量有没有保障？……推行

公办园“管办评分离”机制初期，

当地很多居民都有类似的疑惑，

把这类幼儿园看作“混血儿”。

“幼儿园的性质一定是公办

的，收费执行青白江区公益性幼

儿园收费标准。购买服务的承办

方均是区上在全国范围内择优遴

选的学前教育机构，承办后幼儿

园需在两年内获评成都市二级幼

儿园，否则将终止合作。”郑佳佳

解释说，为了确保管得住、管得

好，青白江区制定了《青白江区新

建公办幼儿园绩效考核办法》，从

办园条件、园务管理、保教工作、

儿童发展、办园效益等方面，对公

办园办园质量实行“一年一考核、

五年一评估”。

实际上，“管办评分离”中的

“管”一方面指管住公办性质，幼

儿园需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登记，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属于国有

资产；另一方面指管好办园标准，

园所建设和设施设备由政府统一

配备，办园主体自主招聘的教职

工的资质和数量必须达到《幼儿

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要求，

且符合《成都市幼儿园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青白江区明确

试点幼儿园聘任的专任教师必须

达到幼儿师范或全日制学前教育

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且有5年以上

工作经验教师人数不低于教师总

人数的 50%，保证师资质量和水

平。

“园舍、设备还有经费政府都

配备好了，我和团队只需拎包入

驻，幼儿园章程、发展规划，教育

教学管理等，都由我们自主制定。

经费按照‘经费包干、自主管理，

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原则灵活

使用。”元迪怡城幼儿园园长李秀

芳说。

李秀芳过去曾先后在公办园

和民办教育集团任教，在她看来，

“管办评分离”机制下的幼儿园，

相较传统公办园，少了许多不必

要的约束，办园更为自主；相较传

统民办园，又没有硬件设施和招

生的压力。“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回归教育本身。”

为了确保管得住、管得好，青

白江区率先在成都市建立学前教

育督学责任区，聘请 13 位专家担

任学前教育督学，对幼儿园进行

经常性随访督导和专项督导。同

时，区教育局和办园主体共同聘

请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幼儿园

办园质量进行全面评估。此外，区

教育局还按比例随机抽取各幼儿

园家长联系电话，测评对幼儿园

的满意度。

集团化“1+N”模式
推动优质均衡发展
青翠的山峦间，两栋川西民

居风格的漂亮小楼惹人注目，这

是位于青白江区最偏远区域的人

和中心幼儿园。该园 2018 年建成

投用，不仅设施设备齐全，还开设

了极具特色的“泥工坊”游戏课

程，深受家长认可。

“这都得益于集团总园巨人

树幼儿园对我们的帮助。”人和中

心幼儿园园长张素琼说，在青白

江区“名园+新园、公办园+民办

园、优质园+薄弱园”的学前教育

集团化发展理念下，幼儿园发展

越来越好。

青白江区先后组建了巨人树

幼儿园等3个名园集团，每个集团

按照“1+N”模式，设立 1 所龙头

园，分别领办 3—4 所分园，通过

“师徒结对”“送教下乡”“观摩交

流”“跟班学习”等交流帮扶指导

活动，在文化建设等方面深化区

域联盟互动，提升集团整体办园

水平，进而推进全域幼儿园优质

均衡发展。

同时，“管办评分离”的公办

园分布在全区各镇（街道），其管

理运营主体拥有幼儿园专业教学

品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这

又倒逼区内其他公办园加快自身

发展，提升办园质量，在短期内形

成了区域幼儿园“百花齐放”的发

展格局。

郑佳佳介绍，实施学前教育

“管办评分离”管理模式后，青白

江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知名幼教

集团前来办学，引进了优秀园长

30余名，为教师管理和培育、课程

设置及开发等提供了丰富经验。

此外，青白江区自 2005 年便

实行公办民办一体化管理，在分

类定级、评估指导、教师培训、职

称评定等方面统一标准、公平对

待，公办园竞争、竞合，百舸争流，

也带动了民办园前进、发展。

“立德树人”优秀案例
展示活动在南充举行

“管办评分离”让幼儿园百花齐放
■ 本报记者 倪秀 钟兴茂

成都市青白江区 川化润嘉幼稚园的孩子玩纸飞机（青白江区教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