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沈文）学校疫情防控

是否落实到位？新冠疫苗是否应

接尽接？校园安防建设是否达标？

防震减灾应急演练是否定期开

展？改革后空闲校舍是否有效利

用？学前推普是否落实到人？9 月

13日，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邹瑾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

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深入宜

宾市屏山县、凉山州雷波县部分

学校，对校园安全、疫情防控等工

作开展暗访和现场督察。

邹瑾一行以普通访客身份先

后来到屏山县新市中学、雷波县谷

米乡中心校、雷波县回龙场乡顺河

村幼教点等学校的校门口，发现大

部分学校门卫和值班制度落实到

位，在把好校门第一关这个环节

上，保安人员均能严格执行登记人

员信息、检测体温、亮码扫码等程

序。在亮明身份进入校园后，暗访

组随机询问了师生疫苗接种和防

震减灾应急演练情况，实地察看了

学校食堂、学生宿舍，详细了解食

品卫生、食品进出、从业人员管理、

“互联网+明厨亮灶”等情况。特别

对如何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

章、合理规划校点布局、充分利用

闲置村舍校舍以及民族地区“学前

学普”等工作进行了随机抽查和现

场调研。从暗访和督察情况看，大

部分学校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和校

园安全工作，“三防”建设推进较

好、食堂管理较为规范；疫情防控

措施有力、师生疫苗接种推进较

好，其中屏山县新市中学接种率

达到 100%，雷波县谷米乡中心校

106名12岁以上学生，第一针全部

完成接种，第二针已接种96人。在

屏山县新市中学，暗访组还专门

触动一键式紧急报警系统，两位

派出所民警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学

校现场。

同时，暗访中也发现个别学

校重视程度不够、工作不到位、落

实打折扣，存在安防设备欠缺、安

保人员老化、防震减灾应急演练

未定期开展等问题。暗访组现场

指出了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堵塞

漏洞，并现场强调校园常态化疫

情防控、安防建设“6个 100%”、防

震减灾应急演练、“两项改革”乡

村闲置校舍等教育资源有效配置

和利用四项“硬任务”必须落地生

根。

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丁念

友参加暗访和现场督察。

李建勤赴四川大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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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邹瑾深入屏山县、雷波县部分学校开展暗访和现场督察

四项“硬任务”必须落地生根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教育大数据中心

怎么建、数据怎么用？如何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

设？9月14日，省委教育工

委书记李建勤带着问题到

成都市网络理政中心考察

学习，了解成都网络理政

体系建设及应用，特别是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

市运行“一网通管”、社会

诉求“一键回应”等情况。

成都市网络理政中心

是成都深化“放管服”改革

和“互联网+”行动，打造

整体数字政府和网上政

府，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平台。李建勤实地考察

了成都市网络理政中心，

观看了短片，听取了建设

模式、数据应用、运行保障

等方面介绍，了解了数据

资源汇集、平台建设统管、

集中调度指挥等工作开展

情况，详细询问了智慧教

育情况，并就教育大数据

中心建设等进行了座谈交

流。

李建勤指出，成都市

大数据平台运行模式先

进、数据资源集约、数据应

用广泛，值得教育系统学

习、借鉴。省委教育工委、

教育厅要全面学习成都市

在大数据平台建设管理、

运作模式、信息化项目建

设、数据融合应用等方面

的先进经验做法，着力解

决教育大数据资源汇集、

集成应用等难题，以教育

信息化推进教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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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厅相关处室、直属事

业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

研。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
摄影报道）9 月 13 日，省委教育

工委书记李建勤赴四川大学调

研，了解学校党的建设、历史沿

革、改革发展、科研创新及成果

转化应用等情况，并与四川大学

党委书记王建国进行了座谈交

流。

四川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

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文化

底蕴深厚、学科门类齐全、科研

成果显著、杰出人才辈出。走进

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李建勤详

细了解了学校 125 年来文脉绵

延、厚重悠长的校史校情，随后

前往江姐纪念馆暨四川大学革

命英烈事迹陈列馆，听取江竹筠

等革命烈士事迹介绍，观看江姐

在四川大学学习生活图片史料，

对学校深入挖掘办学历史中蕴

含的红色教育资源表示赞赏。

科技成果展厅是四川大学

文、理、工、医等重点学科发展、

代表性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李

建勤来到展厅，听取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

等介绍，详细询问首个国产膜血

液透析器的研发情况。

李建勤指出，四川大学是国

家布局在中国西部的重点建设

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为四

川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人才、科技、医疗卫生支持。希

望学校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特点，

建设更多世界一流学科；突出需

求导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运

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一要做好服务，为四川大

学改革发展服务；二要用好四川

大学资源，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围绕四川

产业发展加大科研攻关，促进成

果转化。”李建勤表示，省委教育

工委、教育厅将全力支持四川大

学改革发展，对学校提出的要

求，符合政策规定的抓紧办，目

前还没有政策规定的抓紧研究

怎么办，想方设法推动问题解

决，助力四川大学在服务大局中

发挥重要作用。

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曹萍；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

育厅党组成员李国贵；省委教育

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陈朝先；省委教育工委、教

育厅和四川大学有关部门和处

室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李建勤（右二）在江姐纪念馆暨四川大学革命英烈事迹陈列馆调研。

据教育部官网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校外培训机

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管理办法》主要从招用条件、招用程

序、从业禁止、行为“红线”、监督检查、处罚制度

等方面作出规定，旨在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建立

健全相关管理机制，坚持用人标准，规范招用程

序，优化人员结构，提高人员素质，不断提升培

训服务质量。

《管理办法》明确了从业人员的资质条件，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爱国守法，恪守宪法原

则，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履行各项职责；要具备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举止文明，关心爱

护学生；教学、教研人员还应为人师表，仁爱敬

业，从事按照学科类管理培训的须具备相应教

师资格证书，从事按照非学科类管理培训的须

具备相应职业（专业）能力证明；非中小学、幼儿

园在职教师。

《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了从业人员的结构性

要求，明确机构专职教学、教研人员原则上不低

于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的 50%；面向中小学生、3
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的线下培训，每班次专职

教学人员原则上不低于学生人数的 2%、不低于

儿童人数的 6%。《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了建立校

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制度，对触

碰“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言行”，“损害国家利益，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或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歧视、侮辱学

生，存在虐待、伤害、体罚或变相体罚未成年人

行为”等 11 类行为“红线”且情节严重的，经查

实、审核后，纳入全国统一监管平台的“校外培

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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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本报9月21日休刊，23日恢复出报。

邹瑾（右二）在雷波县回龙场乡顺河村幼教点现场督察。 （图片由教育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