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响“双城记”共谱“教育曲”
——写在成渝两地共同擘画教育协同发展图景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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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着眼新发展阶

段、经略西部腹地、完善区域布局、促

进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为

四川抢抓机遇、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

提供了战略引领。

“我们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突出双城引领，强化双圈互动，促

进两翼协同，聚焦重点任务，务求取

得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和可感知的发

展变化。”今年两会期间，省委书记彭

清华在人民日报谈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时表示。

成渝双城教育协同发展作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自去年

4 月底，两地教育部门首次会晤后，

川渝教育协同发展按下“快进键”，四

川省教育鼎兴之路与重庆市教育改

革新征程开始交织融汇。学校联盟、

人才联合培养、重点实验室协同创

新、重大教育改革试验项目……一年

来，成渝两地教育人心手相连、携手

共进，为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

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

放新高地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作出

了应有的教育贡献。

一盘棋推进 ——
将民生愿景转化为计划书、行动图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四川

省委、省政府围绕“一极两中心两地”

建设目标，谋划制定的 7项重点任务

之一。建设成渝地区教育一体化发展

试验区、支持成渝地区高校共同争创

“双一流”学科、共建职业教育集团和

特色职业教育园区等是其中最重要

的民生项目。

2020年4月27日，国内新冠肺炎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四川省教育厅

主要负责同志立即带队前往山城，与

重庆市教委共同召开了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教育协同发展工

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双方签订了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教育

协同发展框架协议》，把惠及川渝两

地百姓的教育民生愿景转化为推进

教育事业协同发展的蓝图。

“成渝地区教育协同发展，双方

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搭建

共享平台，必将共获发展契机、共促

事业进步、共助地方发展。今后，双方

将在一盘棋上找路径、求突破，在一

体化上扩资源、补短板。”四川省委教

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李江在签订《框架协议》后谈到，双方

将推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加快构建

教育协同发展合作机制；共同编制实

施《成渝地区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

划》，紧紧围绕国家有关成渝双城经

济圈发展战略规划，参与共建西部科

学城和长江教育创新带，优化成渝地

区教育资源、功能布局，共抓基础教

育普惠共享、共助职业教育融合发

展、共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共促社

会教育规范发展。

仅仅 60 多天后，2020 年 7 月 1
日，双方又在成都召开了联席工作会

第二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成渝地区

教育协同发展的工作机制、行动计

划、重点项目。重庆市教委主任黄政

表示，成渝两地教育协同发展，要牢

牢把握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

宜居地的战略要求，“一条心”谋划、

“一盘棋”推进、“一股劲”落实。

会上，四川省教育厅和重庆市教

委签署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成渝

协同”重大教育改革试验项目实施方

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高层

次人才协同发展合作共建实施方案》

等系列合作协议。双方决定每半年召

开一次教育协同发展联席会议，成立

教育协同发展联合办公室和 15个教

育协同发展专项工作组，推动各个领

域合作任务落地落实。同时，双方还

布局实施共建了“两江新区-天府新

区”国家级新区教育协同创新试点、

成渝地区流动人口子女入学保障机

制建设试点、职业院校、职教城、产教

园融合创新试点、“双一流”高校共建

共享、服务“一极两中心两地”建设试

点、校长、教师培养培训协同创新试

点、毗邻地区教育协同发展试点等 6
个“成渝协同”重大改革试验示范项

目。

一年来，川渝两地省级教育部门

树立一盘棋思想、一体化思维，注重

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

展框架协议》落到实处，把承诺化为

成果，实现了“1+1＞2”的效果。在四

川省教育厅和重庆市教委的指导和

推动下，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产教

融合联盟、财经职教联盟、法制教育

联盟、成人高校联盟陆续喜结连理；

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重点实验室协

同创新、在线开放课程共享等协作交

相辉映；重大教育改革试验项目、实

习实训基地建设、虚拟仿真实训工程

等平台对接落户，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各类学校并肩前行，共建共享的

友谊之船、协同之船扬帆启航。

全域内开花 ——
区域间教育协同发展落地生根

去年 8 月下旬，在川渝两地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见证下，四

川省人民政府与重庆大学、重庆市人

民政府与四川大学相继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战略决策咨询、科

技创新、教育文化、人才交流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定期会晤机制，

采取“清单式+责任制”方式推进有

关领域重点合作项目。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

本报讯（记者 何文鑫）4月 27日，

以“校园阅读学党史，思政教育走长征”

为主题的四川省 2021 年全民阅读进学

校启动仪式在成都市举行。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周青，省

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崔昌宏参加启动仪式。

全民阅读进学校活动由四川省教育

厅、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主办，四川省教育

厅技术物资装备管理指导中心、四川新

华出版发行集团承办。据介绍，本次活动

既是教育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举措，也是开展思政教育、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活动

开展以来，四川省教育厅坚持将全民阅

读进学校与书香校园建设有机结合，持

续将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和提升阅读素养

作为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内容，为

孩子们不断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良好校园书香氛围。

活动要求，各地各校要抓住契机，结

合教育系统“悦读党史”读书活动等，组

织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帮助学生学好主题文章、了解国

家大事，将阅读活动与学科教学、班团队

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有机结合，在广大

青少年中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激发

孩子们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

启动仪式采用主会场+分会场模

式，线下与线上联动，面向全省师生同步

直播。主会场设在成都市实验小学（蕴雅

校区），其余20个市（州）设分会场，其中

设置绵阳市、眉山市、巴中市、阿坝州 4
个直播互动分会场。活动现场，主办方发

布了 2021 年度中小学“永远跟党走”系

列主题阅读推荐书目。

活动上，儿童文学作家李牧雨为全

省师生带来一场生动的党史课。成都市

泡桐树小学和草堂小学分别带来诗朗诵

《少年中国说》及红色舞台剧《月光草

地》。主会场成都市实验小学师生与四个

直播互动分会场的师生共同朗诵了《忆

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四川省读书

小明星获得者、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学

生叶宸分享了自己阅读的经历和收获，

石室联合中学校长宋奕云分享了如何构

建书香校园及读书带来的改变。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4月27日，四

川省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暨四川省-巴伐利

亚州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专场活动在宜

宾市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张澜涛主持活动开幕式。

本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全国

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推动四川职业教育加

快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近几年，

四川多所职业院校与德国学校开展校际

交流与合作科研，互访频繁，教育厅将进

一步鼓励支持我省职业院校探索引进德

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围绕我省重点支柱

产业，培养服务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的高素

质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四川职业教

育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推动四川从职业教育大省向职业教育强

省转变。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永

利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四川职业教育

国际化势头迅猛，积极开展对外办学、引

进优质职教资源，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将一如既往支持双方创新模式，深化产

业、教育合作，支持四川职业教育改革向

纵深发展。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丁金

昌以《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思路与

实践》为题，作专题报告。

活动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职业

教育与培训部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相关

政策进行了解读，对成功案例进行了介

绍。西华大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宜

宾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进行了交流

发言。

专场活动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宜宾

市人民政府、德国巴伐利亚州中国代表处

共同主办。活动正式启动了四川中德职教

集团建设工作。通过四川中德职教集团建

设，四川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将搭建起更多

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引进

德国高质量职业教育资源，助力四川职业

教育开放发展。同时，四川省教育对外交

流中心与宜宾市双城局、教体局、南溪区

政府签约，四川省教育对外交流中心川南

分中心落户宜宾。

省内 93所本科和职业院校以及 18个

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德国驻成都总领事

馆、德国驻华机构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陈朝和 实习生 胡静
摄影报道） 4 月 26
日，首届“两岸青少年

成渝双城研学营”活

动开启四川段行程。

研学营师生们走进成

都市娇子小学、石笋

街小学、金沙遗址、武

侯祠、都江堰等地体

验天府文化。

推动职业教育开放发展
四川省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暨四川省-巴伐利亚州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专场活动在宜宾举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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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营学生走进成都市娇子小学观看刺绣表演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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