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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何
文鑫）5 月 8 日，全省

2021 年全国普通高

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在蓉召

开。副省长、省招考委

主任罗强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做好高考

安全工作责任重大，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会议强调，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

增强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

力，站在为国选才育

才高度，研判分析各

类风险隐患，周密制

订针对性方案，做细

做实高考安全各项工

作。要紧盯“平安高

考”目标，扎实抓好考

务管理、疫情防控、安

全保密等重点工作，

严格执行招生工作禁

令，严厉查处违规和

舞弊行为，保证考试

安全、招生公平。要加

强组织领导，做到责

任落实到位、协作配

合到位、督促检查到

位、宣传引导到位，齐

心协力为高考保驾护

航。同时，要抓好大中

小幼校园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确保师生健

康安全。

省政府副秘书长

刘全胜出席会议；省

招考委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高校负责同

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州）、县（市、

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何文鑫）5月 7日，以“教

育赋能·创赢未来”为主题的 2021第二届

四川教育博览会在成都市开幕。教育厅二

级巡视员王羽、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

员苏平参加开幕式并致辞；四川教育装备

行业协会会长张林祥宣布开幕。

本届博览会涵盖丰富的特色展示项

目，参展企业更加重视展台设计和绿色搭

建，融入更多科技元素和环保理念，特装比

例较往届有 90%的提升。其中，“四川高校

智慧校园成果展区”汇集四川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全面立体展

示我省高校智慧校园环境建设成果，吸引

了不少参观者驻足了解。

本届博览会采取线上线下融合办展的

方式，展示面积达36000平方米。展览吸引

了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钉钉、联想、新

华文轩在内的 230余家企业，集中展示近

万件展品，涵盖教学仪器设备、实验室和功

能教室设备，以及数字教育教学资源、节能

环保设备等领域。不少教育科技企业，提供

了校园信息化建设和教学水平提升的整体

化解决方案。同时，一些教育装备行业的企

业还带来了智慧教学+5G首发产品，掀起

一股5G智能教育新品浪潮。

教博会期间，围绕川渝教育协同发展

战略，聚焦智慧教学、数字校园、后勤智能

建设等当前热点话题，主办方将举行“川深

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接交流会”“川渝会展人

才培养论坛暨校企对接活动”“四川省中小

学数字校园建设发展论坛”等 10 余场论

坛，为我省教育从业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平

台。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葛仁
鑫）5 月 6 日，时值全国第六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和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冬令营期间，全国学校

体育美育工作推进会在成都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学校体育美育工作重要

论述的内涵要义，贯彻落实《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文件精神，交流各省学校体育美

育工作经验，部署下一步学校体

育美育改革工作。教育部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

学校体育美育工作十分重视。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青少年

足球、学校美育等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

讲话、寄语，从统筹“两个大局”的

全局视野，深刻揭示了学校体育美

育对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大意

义；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维度，深刻阐述了学校体育

美育肩负的使命担当；从把握“两

个大计”的战略高度，深刻指明了

学校体育美育工作必须坚持的正

确方向；从增强“四个自信”的政治

立场，深刻分析了学校体育美育所

要追求的价值导向，为新时代学校

开展好体育美育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本报讯（记者 陈朝和）5月7日，

2019年、2020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工作年度总结活动在内江市威远

县举行。活动现场揭晓了入选 2021
校园足球国家队的名单，入选队员

正式亮相。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体育卫生

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致辞并为

2021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国家队授

旗，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一级巡视员郝风林，四川省政府教

育督导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教育厅

总督学傅明为“2019、2020校园足球

感动人物”颁奖。

经过层层选拔以及2020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冬令营的激烈比拼，来

自全国的 500余名学生参加了冬令

营选拔，最终有162名运动员入选13
个组别中的 9个组别的校园足球国

家队。9个组别队员依次上场亮相，3
位主教练分别代表小学、初中、高中

三个组别接受校园足球国家队队旗。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 2019 年、

2020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优秀特

色学校、优秀校园足球教师、优秀试

点县(区)、校园足球未来之星等 13

类奖项；揭晓了 2019 年、2020 年校

园足球感动人物奖。

据介绍，自 2014年底教育部牵

头校园足球工作以来，全国共遴选

创建了 30559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设立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改革试验区 49个，布局建设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

110个。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5月7日，

教育厅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

宣讲视频会议，邀请教育部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宣讲全

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省委教育工

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

澜涛主持会议。

谢俐指出，全国职业教育大会

是在建党一百周年、“十四五”开局

之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重

要会议，科学审视了职业教育的重

要地位，充分肯定了我国职业教育

的成绩贡献，全面梳理了我国职业

教育的发展经验，深刻分析了新时

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在我国职

业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

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作出一系

列重大判断、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此次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高瞻

远瞩，对新时代职业教育工作再谋

划、再部署，为做好新时代职业教育

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谢俐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大会精神，准

确把握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战略

定位，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坚定不移走类型特色的发展道路，

坚决落实高度重视、加快发展的工

作方针；要全面把握建设高质量职

业教育体系的重点任务，树立科学

的职教理念，构建一体化职业教育

体系，健全多元的开放融合的办学

格局，构建灵活多样的育人模式，理

顺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强化职业

教育的保障机制。

张澜涛在部署四川贯彻落实工

作时强调，各地各校要认真组织党

员干部和广大师生深刻学习大会精

神，抓住编制“十四五”规划的有利

时机，加强长远谋划；要加大制度创

新，狠抓落实落地，结合工作实际，

做到指挥到位、责任到位、督导到

位、行动到位、效果到位、研判到位；

加大宣讲宣传力度，向全社会广泛

宣传国家重视职业教育的重要导

向，引导激励全社会共同关心、广泛

支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

在蓉高职学校和省属中职学校

主要负责人,教育厅相关处室、直属

事业单位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

地高职学校和中职学校负责人、教

师代表，各市（州）、各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分会场

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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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校体育美育工作推进会在成都召开

做好学校体育美育工作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年度总结活动在威远县举行

2021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国家队亮相

教育厅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宣讲视频会议

推动四川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5月 6日至 13日，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在成都市

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198所高校、264支代表队、6800余名师生

参加现场展演。 （相关报道见2、4版）

大艺展开幕式全体演员
合唱《不忘初心》《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图片由大艺展组委会提供）

◀◀

第二届四川教育
博览会在蓉开幕

◀◀

（下转2版）

青春
在奋斗中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