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厅党组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以及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强调

准确把握核心要义
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本报讯（记者 倪秀 董志文 摄影
报道）2020年12月31日，教育厅组织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深入

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

一届八次全会精神，总结梳理“十三

五”以来教育改革发展成就，谋划布

局“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会议强

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精神，以及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教

育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全省教育系

统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抢抓长江经济

带教育示范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一带一路”发展的重大战

略机遇，科学谋划“十四五”时期教育

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贡献教育力量。省委教育工

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江

作讲话。

会议指出，“十三五”以来，全省

教育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和省委、省政府对教育工作的最新要

求，注重用“新思想”导航，用“新理

论”铸魂，用“新作为”励志，用“新风

尚”育人，既紧紧抓住省委、省政府最

关注、人民群众最关心、社会各界最

关切的现实问题，在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又立足国情、省情合理引导社会预

期。特别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主动扛起政治责任，引领

全省教育系统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切实打好疫

情防控阻击战、平安校园保卫战，及

时为最美逆行者排忧解难，在大疫中

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彰显责任担

当。

会议指出，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全省教育系统始终聚焦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决扛起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政治责任，着力保障教育发展、

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丰富

教育内涵、提高教育质量，注重把疫

情危机转化为教育契机，用好实践教

材，讲好抗疫故事，使之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进心灵，激发了师生爱党

爱国热情。在脱贫攻坚战中，始终聚

焦义务教育有保障突出问题，坚决夺

取交账之年、收官之战全面胜利，全

力督战参战、输血造血、扶贫扶智，贫

困县（市、区）教育脱贫工作全部通过

省检，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全部实

现“应读尽读”。始终坚持补短板、强

弱项、提质量、抓示范、促改革、见实

效，在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构建优质

均衡基础教育服务体系上持续用力；

在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推进技能

型人才培养上探索新路；在优化高等

教育布局结构、提升教育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支撑上守正创新；在规范社会

与民办教育秩序、构建竞争有序充满

活力上推陈出新；在深化综合改革、

打造重大试验示范区上气象更新；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更加主动；在

面向基层、服务地方的意识上更加自

觉；“党建引领、教育鼎兴”各项工作

取得新成效实现新作为再上新台阶，

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

会议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站

位还需再提高。教育作为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生逢盛世更要躬自入局，

挺身而出更要挺膺负责。中央和省委

对教育的要求，就是四川教育的奋进

坐标；群众和社会对教育的期盼，就

是四川教育人的奋斗目标。要解国家

之所急，在强国大业中明晰方位，在

复兴伟业中找准定位，切实解决教育

驱动不强、服务不足、支撑不久等问

题。要应省情之所需，四川发展需要

什么人才教育就培养什么人才；四川

发展需要什么支撑教育就提供什么

支撑，抢抓机遇、抢先一步，让四川教

育更好服务全省工作大局；要顺人民

之所意，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变化，聚

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主题”、

贯穿“主线”、突出“主旨”，切实转变

发展方式，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顺

应人民群众对优质公平教育的新期

待。

会议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思

想还需再解放。面向“十四五”，要解

放思想、转换思维，不断探寻“何为教

育、教育何为”，以新理念引领新发

展，以新举措推动高质量。要“三律互

动”拓思路，坚持按教育规律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坚持按经济规律规划布

局建设学校，坚持按市场规律加快推

进职业教育，让教育规律、经济规律、

市场规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要“四

轮驱动”谋出路，进一步明确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与民办

教育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等核心

问题，突出解决“上好学”“就好业”

“争一流”“抓规范”，按照“稳中求进、

对标竞进、开局快进”的工作总基调，

谋划重点、攻克难点、打造亮点，在构

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积极作为、奋勇

争先。要“五化联动”开新路，做到项

目支撑实体化、政策制定精准化、经

费使用科学化、管理治理信息化、教

育服务高效化。

会议要求，融入新发展格局，事

业还需再跨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作为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

变革，不是目前的权宜之计而是未来

的大势所趋，不是短期的战术调整而

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四川教育要在新

时代大潮中登高望远、防微虑远，在

新战略支点中精准定位、准确入位，

在新发展格局中提升位势、积厚成

势。要从战略着眼，抓住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围绕建设高能级创新

平台、推进西部（成都）科学城和中国

（绵阳）科技城、组建天府实验室等战

略重点，谋划标志性引领性支撑性教

育项目；抓住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

教育的重大机遇，加快“双一流”建

设，巩固提升我省中西部教育高地优

势；抓住长江教育创新带优先布局，

以“产学研用”创新合作体建设为纽

带，打造长江上游教育增长极和创新

动力源。要从改革着力，跳出教育看

教育、跳出教育办教育，把激发创新

创业创造活力摆在改革的突出位置，

把激活教育投资消费内需作为改革

的重要内容，以“学教研产城”一体化

试验为载体，以“产教城融合创新行

动”为抓手，整合各方资源，搭建创新

平台，借力借势借智，努力走出一条

“始于学、融于教、立于研、兴于产、聚

于城”的具有四川特色的改革创新之

路，切实让教育创新强起来，让教育

消费活起来。要从干部着手，按照“行

家里手”的定位从严要求自己、加快

提升自己，练好“看家本领”、练就“几

把刷子”，以过硬的专业思维专业素

养专业能力服务新发展格局。

会议还对岁末年初教育重点工

作进行了部署。会议要求，全省教育

系统党员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

担，围绕中心不偏向，服务大局不游

离，乘势谋局站高一点、借势格局靠

前一点、顺势开局想深一点、蓄势布

局看远一点、强势破局压实一点，重

整行装再出发，厉兵秣马再奋进，奋

力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教育强省新

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会上，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

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昌宏；省委

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戴作安、张澜涛；教育厅副厅长

彭翊分别围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社会与民办教育“四轮驱

动”谈认识体会和“十四五”规划打

算。

教育厅党组成员，机关全体干部

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专题学习

会。

教育导报网
教育导报
微信号

JYDB

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ydbxw@163.com 电话：028-86110843 总编辑 屈辉 值班副总编 刘磊 责任编辑 杜蕾 美编 佘依颐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５２ 邮发代号：６１－３０ 第2期 总第3530期 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今日4版 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教育报刊社主办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砥砺奋进大考年，教育鼎兴又一

程。

历史是曾经的未来。对历史的

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在教育改

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2020年只是弹

指一挥间，但对四川教育来讲，这是

由大向强迈进的关键一步，这是构筑

教育鼎兴的重要一年。

一年来，我们以政治建设为统

揽，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持续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把“心中有党”作为履职尽

责的根本立场，把“立德树人”作为摆

在首位的根本任务，坚决扛起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政治责任。紧紧围绕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把“党是

领导一切的”体现在全省教育工作的

全领域、全过程，坚决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政治要求，把“从严治

党”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要求，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一年来，我们以奋进项目为抓

手，全维构筑四川教育鼎兴之路。全

省教育系统聚焦中央最关心、省委最

关切、群众最关注，承接全国教育“奋

进之笔”，构筑四川教育“鼎兴之路”，

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现状找差距、

跳出四川找标杆、对标先进找目标，

主动把教育工作放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世界潮流中去思考、放在国

际国内的两个大局中去谋划、放在我

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历史方位中去

统筹、放在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

中去推进，驱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驱动职业教育追赶跨越发展，驱

动高等教育内涵特色发展，驱动社会

教育依法规范发展，实现了从“一枝

独秀”向“四足鼎立”的根本转变。

一年来，我们以疫情防控为战

场，全力确保校园安全师生平安。从

率先成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

防联控机制，到按照“三个精准”全面

摸排核查；从率先提出“疫情防控不

解除不返校、物资保障不充分不开

学、措施落实不到位不开课”，到“学

校所在地疫情防控全面解除、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防疫核验全面合格前不开

学复课”；从率先下拨党费支持高校

抗疫、创作文艺作品助力战疫，到推

动“课程互选、学分互任”；从率先推

行“只做网上教育、不搞网上教学”，

到“云教电视课堂、网络线上答疑”；

从率先出台关心关爱一线医务工作

者和援鄂医疗队子女入园入学政策，

到致家长朋友、广大师生一封真挚感

人的书信……在整个战疫中，我们谋

在前、干得实，受到省委、省政府充分

肯定、社会各界广泛赞同和人民群众

普遍赞誉。

一年来，我们以人民满意为标

准，全域担当作为服务治蜀兴川。紧

紧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聚

焦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

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坚持稳中

快进、收官开局、全力以赴，答好“奋

进之笔”“鼎兴之路”的发展卷、“决战

决胜”“提速提质”的政治卷、“圆满收

官”“良好开局”的事业卷、“成渝协

同”“两项改革”的战略卷、“战疫到

底”“应急处突”的稳定卷、“全面从

严”“始终从严”的作风卷，高质量完

成好全年目标任务，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以改革创新、教育鼎兴的实际

行动交出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全面小

康的优异答卷。

东风浩荡征帆满，时代浪潮催人

急。回首“十三五”，我们豪情满怀，

齐心协力；展望“十四五”，我们踌躇

满志，信心百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全省教育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八

次全会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厉兵

秣马再奋进，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现代

化教育强省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教育强省新征程
■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