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11 月 5 日，

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

疫情防控相关会议精神及省委书记彭清华、

省长黄强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各地各

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议

精神，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格的措施、最

严明的纪律、最严厉的要求，严防死守、群

策群力，坚决筑牢校园疫情防线和安全底

线，坚决防范疫情侵入校园，守好校园一方

净土。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邹瑾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当前国内疫情继续呈快速发

展态势，我省风险持续存在，防控形势异常

严峻复杂。各地各校要立即行动起来，迅速

全面进入应急状态，要强化政治担当，把疫

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作为当前极端重

要、极端严肃、极端紧迫的政治任务；要杜绝

松懈侥幸，应急响应务必迅速坚决果断，把

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全力以赴做好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要坚定信

心决心，应对状态上务必沉稳有序，临危不

乱、沉着冷静、有序指挥，要强化全员动员、

坚决主导、统筹联动、令行禁止，教育主管部

门和学校全方位、拉网式多元落实责任，从

早从严从紧把校园疫情防控网拉起来，把防

护墙加固好。

会议要求，各地各校要全面严格落实省

市各级指挥部及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规定，不

折不扣落实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

急指挥部第18号公告，多渠道、多形式开展个

人防护教育、法纪法规教育，持续加强防控政

策宣传，切实扎实务实地盯紧戴口罩、测体

温、扫码亮码、核酸检测等措施，严格遵守属

地相关信息报送等管理规定，强化联防联控

与群防群控；要切实抓好“六个关键”，严防死

守确保校园疫情防控的安全底线，严管校门，

加强人员管理，聚集性活动应停必停，应缓尽

缓，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强化高校、

职业学校校医院、附属医院防控管理，加快推

进新冠疫苗接种，完成3-11岁儿童接种和符

合条件师生的免疫加强针接种；要压实压牢

责任，严明纪律严肃问责，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肩负起教育系统疫情防控的主管责任，各学

校落实具体责任，做到“谁的人、谁负责”“谁

失控、追谁责”“谁瞒报、追责谁”，以铁的纪律

强化督查，及时查找封堵疫情防控短板漏洞，

加固薄弱环节，加大问责力度，对整改落实不

到位、松懈麻痹、失职渎职的依纪依规严肃问

责。

会议由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崔昌宏主持。省委教育工委委

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朝先通报了近

期省政府督查室、教育厅暗访组疫情防控督

查情况。全省高校、市（州）及县（市、区）教育

行政部门，以及高中阶段学校主要负责同志

在各地分会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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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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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2021年第五次会议

狠抓责任落实措施落细
坚决防止疫情向校园扩散蔓延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 摄影报道）

11月5日，四川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1年第五次会

议，强调要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和教育部关

于疫情防控会议精神，坚决落实省委书记彭

清华、省长黄强重要讲话精神，狠抓责任和措

施落实落细，以最快速度阻断疫情传播，坚决

防止疫情向校园扩散蔓延。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建勤；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邹瑾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近期疫情防控情况、省教育

系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项督查建

议方案，并宣读了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调整人员名单。

会议指出，最近这一波国内疫情已波及

多个省份，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传播链

复杂。全省教育系统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

分认清疫情形势的严峻复杂性，迅速行动起

来、进入应急状态，坚决按照国务院、教育部

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压

实防控责任、落实落细措施、有效处置应对、

守住防线底线，细之又细、严之再严守牢校园

防疫之门。

会议强调，疫情防控关键在责任落实，全

省教育系统要在思想上真重视，克服麻痹侥幸

心理，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坚决筑牢校园疫情

防线和安全底线；要在工作上落实落实再落实，

确保措施落地，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切实整

改薄弱环节和漏洞；要严明纪律，按照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谁的人、谁负责”“谁失控、追谁责”

“谁瞒报、追责谁”要求压实责任，抓细抓早抓

紧，各单位要尽好责、管好人、守好“门”。

会议要求，各地各校要尽快进入应急状

态，认清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扛起疫情防控

的政治责任，把疫情防控主动权牢牢抓在手

中，从早从严从紧筑起校园疫情防控墙；要尽

快恢复从严管控措施，按照“六从严”“六到

位”要求，严防死守，确保防控工作不留漏洞、

盲区，建立督查机制，及时排查防控漏洞和风

险点并督促整改到位；要压实防疫责任，确保

每项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到人、落实到位，对履

行防控主体责任不力、落实防控措施不严的

单位和个人要问责追责。

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有

关领导及处室和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会

议。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疫情

防控责任是否压紧压实、防控措

施是否精准到位、24小时值班值

守是否严格落实……11月6日至

7日，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派出

15 个督查组，分赴各高校、市

（州）就疫情防控重点和薄弱环节

开展专项督查，坚决守住校园疫

情输入关口，全力以赴打赢疫情

防控遭遇战歼灭战。

此次疫情发生后，省委教育

工委、教育厅高度重视，11月3日

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及时传达省

委应对新冠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省应急指挥部调度会议精神，

特别是省委书记彭清华、省长黄

强的重要指示要求，及时研究部

署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连续

印发两个紧急通知，提出“六从严

六到位”具体防控措施。11 月 5

日，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李建勤主

持召开全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要求对风险隐患再排查，狠抓

责任和措施落实落细；教育厅党

组书记、厅长邹瑾主持召开全省

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视频调度会，强化统筹联动与末

端落实，对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

按照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进一步压紧‘四方责任’、落实

‘四早’要求”“有布置，就要有检

查；谁布置，谁就要去检查”的工

作要求，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派

出15个督查组，由主要负责同志

带队于 11 月 6 日至 7 日采取“四

不两直”方式，围绕各地各校是否

迅速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是

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完善联

防联控机制、是否严格落实 24 小

时值班值守制度、进入校园是否

严格落实“测温”“亮码”“扫码”措

施、是否建立疫情防控责任追究

和漏洞倒查追责制度等 20 余项

内容进行暗访督查，并对督查发

现的问题当日汇总、当日督办、当

日通报，确保每一项措施细化到

岗、责任到人，形成工作闭环。

11 月 6 日，李建勤带队径直

来到西南石油大学（成都校区）、

四川音乐学院（新都校区）督查暗访。在学校门口，李建勤

认真查看出入学校师生是否严格执行佩戴口罩、测量体

温、扫码亮码等规定，随后深入学校教学楼、图书馆、校医

院、学生宿舍等地，实地督查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是否落地

落实，叮嘱学校一定要压实防控责任、落实防控措施，确

保师生身体健康和校园安全。

11月6日，邹瑾带队深入成都市锦江区、青羊区部分

中学周边居民小区，以家长身份“打听”隐藏在居民小区、

办公楼、写字楼等场所违规开展的各种“补习班”“一对

一”“地下培训”，要求相关部门加强部门联动，构建街道、

社区、网格员三级网格化动态排查机制，建立包保责任

制，充分总结前期无证无照教育机构专项治理的经验，结

合疫情防控，对辖区迅速全面开展一次拉网式排查，切实

做好校外培训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 11 月 4 日，全省

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和优秀“支部工作法”

推荐评选活动推进视频会在成都召开。会议

旨在贯彻落实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部署要

求，总结交流近期各高校推进工作中的好经

验、好做法，全面提升高校党建工作标准化、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教育厅党组成员李国贵出席会议并讲话。省

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副处长唐伟作基层党建专

题辅导报告。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开展创建、评选活

动的重要意义，把推动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和

“支部工作法”总结提炼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以此引领整个高校党建工作提档升

级，切实把两项工作抓实、抓紧、抓出成效。

会议指出，自活动启动以来，全省高校积

极行动起来，已初步形成活动声势，宣传发

动、组织推动有声有色、成效明显。下一步，要

找准着力点，始终把创建、评选的着力点和重

心放到围绕重点工作、围绕服务师生、围绕构

建体系上来，组织动员高校各级党组织、党员

干部和师生，创造、总结一批务实有效、师生

认可的支部工作方法，形成富有高校特色的

品牌、方法体系。要找好结合点，把党建工作

品牌创建、优秀“支部工作法”推荐评选活动

与校史校情相结合、与学科专业相结合、与破

解难题相结合，擦亮四川高校党建工作“金字

招牌”。要突出闪光点，党建工作品牌创建要

按照“有形象化的名称、有个性化的内涵、有

全员化的争创、有制度化的推进、有显性化的

成效”标准，总结提炼支部工作法要按照“命

名精准、内涵丰富、问题导向、措施可行、师生

认可”标准，努力做到有重点、有特点、有亮

点、有闪光点。

会议要求，高校党委要压实工作责任，完

善工作方案，统筹内部力量，辐射院（系）党组

织和师生党支部，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

推的工作局面。要注重常态长效，注重将特色

鲜明、师生公认的党建工作品牌和优秀支部

工作法转化为决策部署、规章制度和操作流

程，不断提升规范化、制度化水平。要强化宣

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校内网、校园广播电

视、手机短信平台、微信、微博等媒介，开设宣

传专栏，大力宣传创建、评选活动的意义、要

求、进展和成效，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石油大

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作经验交流。

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部分高校代表

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省高校分管领导、组织

部门负责人、院系党组织书记及基层党支部

书记代表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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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

高度警觉 严防死守
筑牢校园疫情防线和安全底线

我省召开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和优秀“支部工作法”推荐评选活动推进视频会

切实抓好两项工作
引领高校党建提档升级

创建高校党建工作品牌
推选优秀“支部工作法”

我省启动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
教育布局和建设规划汇审工作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随着全省两项改革“后半篇”

文章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和建设规划工作的推进，我省各

市（州）已陆续上报相关方案。11月3日，教育厅召开两项

改革“后半篇”文章教育布局和建设规划汇审会，听取参

审市（州）关于规划方案的汇报，对其中存在的疑难点进

行现场询问，并给出具体指导意见。省委教育工委委员，

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澜涛，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

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教育厅总督学傅明，教

育厅二级巡视员王羽参加汇审。

此次汇审将在11月分批次进行，乐山市、内江市、达

州市参加当天第一批次汇审。汇审以《四川省基础教育学

校布局调整工作方案》中确定的“幼儿园就近就便、小学

向乡镇集中、初中向中心镇或片区集中、高中向县城集

中、资源向寄宿制学校集中”“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推动学

校布局由‘行政区’向‘经济区’转变”为中心，结合第七次

人口普查结果以及现行规范和标准，对市（州）规划的学

龄人口数、校点布局、学校规模、资金需求、大班额大校额

化解、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普职比情况进行全面审核。

●●

11月5日，四川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1年第五次会议。

（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