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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 摄影
报道）秋季开学在即，各项工作准备

得怎么样？8 月 26 日，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李建勤深入部分大中小幼学校

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双减”工作决策部署，牢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做好秋

季开学和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统筹推

进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促进教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

在四川师范大学，李建勤深入学

校疫情防控各个关键点位，调研学生

返校防疫方案制订、措施落实、物资

保障等情况；来到中华传统文化学

院，听取学院建设情况汇报，观看学

院发展成果。李建勤指出，四川正大

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高等院校作为文化传承传播的

重要载体，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作用，切实增强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要在加强学科建设、学

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下功夫，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融入生

活。

李建勤随后前往成都市第三幼

儿园汇泉园区、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

水井坊校区、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调

研学校办学特色、开学防疫准备、校

园安全、五项管理及课后服务等情

况。李建勤指出，学前教育要坚持公

益普惠的基本导向，要“回归原点”，

从孩子的天性出发，创新开发游戏活

动，让孩子在玩中益智、玩中成长；要

扎实推进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强化学

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严控书面作业总

量、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推进课后延

时服务、缓解学生家庭焦虑，规范培

训收费标准、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强

化培训服务监管、营造良好教育生

态；要想办法、谋举措、建机制，推动

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

质“五项管理”落地见效，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健康快乐成长。

李建勤要求，要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和教育部关于疫情防控的部

署要求，筑牢疫情防线，抓实防控措

施，压紧各级责任，分级分类加强指

导，按照“一地一策”“一校一案”制订

完善开学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加强应急演练，确保教育部门、学校、

疾控机构、定点医院的联防联控机制

健全、沟通顺畅，全力保障师生平安

返校和校园安全。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

组成员李国贵；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昌宏；

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市相关负责人参

加调研。

据教育部官网 近日，教育

部会同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

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通知，就

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

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以下简称

“公参民”学校）进行部署。规范

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高质

量教育体系建设，突出义务教育

的公益性、公平性和人民性，理

顺“公参民”学校体制机制，着力

建立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各安其

位、相互促进的教育格局。

通知明确，规范公办学校举

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的工作重点是：公办学校单

独举办的“公参民”学校，公办学

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

举办的“公参民”学校，公办学校

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

的“公参民”学校。

通知要求，要着力理顺“公

参民”学校的体制机制，针对“公

参民”学校的不同类型，设定不

同路径，突出因校制宜，强化分

类指导，力求平稳推进。各地要

科学编制区域义务教育发展规

划，增加优质公办义务教育资源

供给，以科学规划引领科学发

展。

通知指出，要全面规范公有

教育资源的使用。公办学校投入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国有资产，

应当符合国有资产使用管理规

定。公办学校要增强品牌保护意

识，规范使用学校名称和简称，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利用公

办学校品牌开展宣传或其他活

动。

通知强调，各地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把规范“公参民”学校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稳慎有序推进。各公办

学校要强化政治担当，落实主体

责任，切实完成各项工作部署。

据教育部官网 为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教育评价改革和

“双减”工作部署要求，8月30日，

教育部印发通知，就加强义务教

育学校考试管理进行部署，明确

提出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

试，学校期中期末考试实行等级

评价等要求。

通知明确，小学一二年级不

进行纸笔考试，义务教育其他年

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

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

际出发，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

试。各地不得面向小学各年级和

初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或

跨校际的考试；学校和班级不得

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等其

他各类考试，也不得以测试、测

验、限时练习、学情调研等各种

名义变相组织考试。初中毕业年

级为适应学生毕业和升学需要，

可在下学期正常完成课程教学

任务后，在总复习阶段组织 1—2
次模拟考试，坚决禁止抢赶教学

进度、提前结课备考。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仍按国家和省级教育

部门有关规定执行，除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外不得组织任何与升

学挂钩的选拔性考试。

通知指出，学校期末考试命

题要严格规范考试内容，合理控

制考试难度，不得超越国家课程

标准和学校教学进度。要切实提

高命题质量，注重考查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和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注重增加综合性、开放性、应用

型、探究性试题比例，体现素质教

育导向，不出偏题怪题，减少机械

记忆性试题，防止试题难度过大。

各地各校要加强命题研究评估和

教师命题能力培训，不断提高教

师命题水平。

通知要求，学校期中期末

考试实行等级评价，一般分 4 至

5 个等级。考试结果不排名、不

公布，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和

家长，不得将考试结果在各类

家长群传播。不得按考试结果

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

标签”；初中各学期期中期末考

试成绩和初三下学期模拟考试

成绩不得与升学挂钩。同时，各

地各校要树立全面发展的质量

观和科学的教育评价观，综合

考虑学生学科考试成绩与其他

表现，科学全面评价学生。要注

重学生综合素质、学习习惯与

学习表现、学习能力与创新精

神等方面的评价。

根据通知，大幅压减考试次

数的要求先在中央和各省（区、

市）确定的“双减”试点地区开展，

积极进行探索试验，及时总结经

验，不断完善相关措施。

连日来，在宜宾三江新区四

川酷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都能看到王蜀楠忙碌的身

影。王蜀楠是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暑期她一直在车间跟着企

业工程师实习。实习期满后，她

有望留在企业成为正式员工。

而王蜀楠的校友张坤，4 个

月前通过工学交替进入深圳一

激光科技集团学习。近期在公司

安排下，他被派遣回宜宾，对当

地一家公司的设备进行调试维

护。张坤每个月不仅能领到六七

千元的补贴，还能深耕技能，逐

渐成为了所在企业二梯队主力。

聚焦校企多层合作，紧扣区

域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产教融合

高能级平台，是宜宾职业技术学

院近年来探索出的校企合作新

模式。

学院发展规划与产教融合

处处长黄天齐介绍，近年来，学

院抢抓厅市共建“学教研产城”

一体化试验区战略机遇，开展校

企多层合作，与头部企业联合开

展前沿技术引入、职业标准编

制、课程及资源开发等；与骨干

企业联合开展工学交替、现代学

徒制、实习就业、人力资源互派

等；与中小微企业联合开展员工

培训、科技创新与技术服务等多

项合作，构建“双元”育人新模

式。

与此同时，学院还紧扣区域

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产教融合高

能级平台。该校有序推进全国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宜宾智

轨产业学院等重大产教融合项

目建设，实现产业链、创新链、教

育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与

宜宾市相关部门共建“宜宾职业

技能技术实训中心”项目，联合

头部企业和领军企业的社会化

培训项目集中入驻，形成专业化

的职业技能培训平台，为学生实

践实训教学提供了场所，有力支

撑地方人力资源开发和供给。

校企协同新模式，将产教融

合发展向纵深推进。据了解，面

向乡村振兴产业需求，对标乡村

振兴人才培养，宜宾职业技术学

院先后与五粮液集团、德康集

团、新希望集团等头部企业深度

推进产教融合，共建了五粮液技

术学院、乡村振兴讲习所、国家

级白酒酿造和茶叶生产性实训

基地等，并共建了高效服务于乡

村振兴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的专业集群，全面覆盖于

现代农业一二三产业核心技术

环节，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畜

牧兽医等 13 个核心专业，编制

教育部教育行业标准 2项，为乡

村振兴中的产业人才培养提供

了条件。

日前，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入

选了“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

质校”，并成功申报国家级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紧扣区

域产业发展需求，校企“双元”育

人的“双赢”成效，正逐渐实现。

（邓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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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勤(左三)在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调研，听取学院建设情况汇报。

教育部印发通知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

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

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探索校企多层合作

宜宾职院构建“双元”育人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