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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沈文）6月13日，教育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率调研组到

宜宾市调研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并

主持召开座谈会。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邹瑾汇报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并陪同调研。

调研中，翁铁慧一行来到宜宾学

院，在求实会堂观摩了毕业生就业创

业作品展示，并主持召开就业工作座

谈会，听取教育厅、宜宾市和宜宾学

院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翁铁慧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原原本本学，学

深悟透其中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深化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规律

性认识；要结合实际学，把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到对每名

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中；要带着温度

学，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翁铁慧要求，要千方百计挖掘各

类岗位资源，各地党委、政府要高度

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各高校要

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访企拓岗等活

动。要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提高

就业服务水平。要用心用情做好重点

群体就业帮扶工作。

会上，邹瑾表示，将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的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此次调研要求，综

合施策、精准发力，调动各方力量全

力以赴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李强；

宜宾市委书记方存好，市委副书记、市

长廖文彬；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戴作安参加调研。

翁铁慧在宜宾调研时强调

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 摄影报

道）6月15日，四川省高校“党建工作品牌”

“优秀支部工作法”发布推广会在成都举

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以“党建工

作品牌”和“优秀支部工作法”为示范，探

索创新，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量和水

平，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李建勤、省委党建

办副主任程文茂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发布了电子科技大学党委—“成

电担当”等10个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四

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教工党支部—“五融合五提升”工作法

等20个“优秀支部工作法”（详见2、3版），

并颁发了荣誉证书。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教育厅党组成员李国贵通报了四川省

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和“优秀支部工作

法”推荐评选工作情况。西华大学党委、四

川音乐学院党委作“党建工作品牌”创建

交流发言；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教工党支部、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教师第一党支部、成都中医药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作

“优秀支部工作法”总结提炼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自去年9月省委教育工委

启动四川省高校“党建工作品牌”“优秀支

部工作法”推荐评选活动以来，各高校党

委坚持“边探索边实践”，精益求精创建品

牌，广泛动员提炼方法，取得了积极的进

展和显著效果，党建工作更加聚焦，为加

强学校党的建设找到了有效抓手；支部建

设更加有力，为加强支部建设找到了有效

载体；党员师生更加凝聚，学有榜样、抓有

示范的党建工作氛围全面形成。

会议强调，集中推广的10个“党建工

作品牌”、20个“优秀支部工作法”，是按照

“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原则，给

全省高校提供示范。各高校要深入学习推

广，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学

习研读“10+20”的优秀案例，学会“拿来主

义”，结合学校实际进行“嫁接”和推广。要

善于总结提升，鼓励、支持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师生群众进一步开拓思路，着力创建

和提炼出更多富有学校特色、师生群众广

泛认可的学校“党建工作品牌”“支部工作

法”，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

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领导班子成

员，部分高校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

书记代表在主会场参会。各高校党委副

书记，有关部门党组织书记，部分院系党

组织书记及基层党支部负责人；省委教

育工委、教育厅机关各处室、直属事业单

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会。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 摄影

报道）6 月 14 日，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李

建勤前往眉山市高校宣讲习近平总书

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教育工作，强调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把总书

记的深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构建高质量教育体

系、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的强大动力和自觉行动。

在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李建勤前往

马克思主义学院看望备课教师，叮嘱老

师们要向学生讲好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随后走进招生就业办公室，了

解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在四川大学锦

江学院，李建勤走进电子商务实训室、

建筑工程产学研协同中心、智能制造实

训室等，察看学生专业学习、实践实训、

竞赛训练等情况，并走进音乐礼堂、文

创中心、艺术作品展览馆，察看师生艺

术、文创作品，详细了解学校发展中的

瓶颈问题。

李建勤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

宜宾学院考察调研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了解学校开展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工

作，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明方

向、指路径，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

舞。要牢记嘱托，细化措施，以钉钉子精

神抓好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全面总

结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系统

谋划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发

展，并提出了“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

保安全”的工作总思路，为新时代治蜀

兴川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全省教

育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持续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推

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

各项决策部署在教育系统落地见效。

眉山历史文化厚重，是千年大文豪

苏东坡的故乡。李建勤强调，要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充分发挥教育的文化传承功

能，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高校要

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抓好“党

建工作品牌”和“优秀支部工作法”宣传

推广，推动党建工作与教育事业发展深

度融合。要把握好教育调整、改革、规范

的“时”与“势”，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系

统，深入开展“对标竞进、争创一流”活

动，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职

业院校要坚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

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要坚持以师生为中

心，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校舍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防震避灾应急演练、安全教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坚决维护师生生

命健康和校园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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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厅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李建勤到眉山高校宣讲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川视察期间，来到宜

宾学院，在学校招聘大厅向教师、学生、企业负责人

了解企业招工的需求和毕业生签约率等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为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全省高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当好毕业生“推介员”
“我们今年有本专科毕业生4819 人，硕博士毕

业生 1104 人，包括医药类、管理类、语言类等专业

……”最近，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刘毅当起了

“推介员”，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书记校长联系百家企

业（医院）促就业交流会上，与用人单位“面对面”交

流，搭建学校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提升校企合

作促就业的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在宜宾学院考察时指出，要进一

步挖掘岗位资源。”刘毅说，学校一直将稳就业、保就

业、促创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我们将进一步

通过开展‘线上+线下’双选会、招聘会，打造‘大中

小’求职平台、精准帮扶引导基层就业等方式，全力

保障就业岗位的供给，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尽早就业，今年2

月，教育厅在全省普通高校中广泛开展书记校长联

系百家企业活动，要求各高校要结合自身办学特点，

主动对接省内有关行业企业，加强省外行业企业的

回访走访等，为毕业生争取更多就业机会。

今年3月起，西南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以及

校级领导班子成员当起“推介员”，陆续走访泸州市、内江市等部分用

人单位。学校党委书记廖斌、校长张春祥分别带队前往泸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内江市卫健委等单位，重点介

绍了2022届毕业生数量、专业以及就业现状。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对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系列报道 1

李建勤（左四）在四川大学锦江学院AI+体验中心实地调研学校实践实训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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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我省

“双减”工作稳妥有序推进，校外

培训综合治理、减轻中小学生校

外培训负担得到了广大家长朋友

的理解和支持，在此向您致以衷

心感谢！

暑期将至，这也是校外违法

违规培训行为的高发频发期。为

切实维护您和孩子的合法权益，

避免校外培训机构的违法失范行

为给您带来损失，我们梳理了以

下几方面的注意事项，帮助大家

提高防范意识：

1. 谨慎选择校外培训
让孩子们身心健康是我们共

同的愿望。请家长朋友认真了解

和理解“双减”政策，遵循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理

性看待校外培训的作用，不盲从、

不攀比、不跟风。若确有培训需

求，请在四川省教育厅建立的“四

川省校外培训机构信息管理平

台”（https://www.jyaqbz.cn，以

下简称“平台”）上查询并选择资

质合格、证照齐全的培训机构。

2. 防范校外培训风险
为切实防范“退费难”“卷钱跑

路”等风险发生，我省实行校外培

训机构预收费全额监管。按照要

求，全省所有培训机构必须通过平

台以售课方式预收培训费，预收的

培训费将全额进入平台监管账户

接受监管，培训完成后经家长确认

方能划转培训费。平台家长端“彩

虹钥匙”是购课缴费的唯一入口，

请家长朋友通过“彩虹钥匙”进行

交费、确认“消课”和退费。

3. 规避校外培训陷阱
请家长朋友在购买培训课程

时务必请培训机构开具正规发

票，同时与培训机构签订教育部

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中

小学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切勿听信虚假广告宣传和销

售人员的口头承诺，提防合同中

出现“概不退费”等霸王条款。

4. 抵制隐形变异培训
各级教育、公安、市场监管等

部门持续不断在对各种隐形变异

学科培训进行查处，一旦发现，将

坚决取缔。请家长朋友拒绝让孩

子参加任何个人或非正规培训机

构以“家教辅导”、“一对一”、“托

管”等名义开展的各种培训，以及

未经教育部门审批的各种竞赛活

动，保护好自身合法权益，防止侵

权行为发生。

5. 采取合法方式维权
请家长朋友妥善保管好合同

文本、缴费发票、支付截图、电子

合同的完整截图等票据资料，以

作维权凭据。当产生退费等纠纷

时，家长朋友可根据合同内容与

培训机构进行协商。协商不一致，

可向当地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

也可向当地教育部门进行申诉，

由当地教育部门进行调解。如经

调解仍无法达成一致，可向当地

法院提起诉讼。

欢迎家长朋友对全省校外培

训治理工作进行监督，如发现违

规行为，可拨打当地的“双减”监

督电话进行举报投诉（四川省教

育厅网站 http://edu.sc.gov.

cn可查询省、市、县“双减”监督

举报电话）。全省教育行政部门将

联合相关部门加强对校外培训的

监管，依法查处各种违规行为，坚

决维护家长朋友的合法权益，共

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促进孩子

们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四川省教育厅
2022年6月14日

尊敬的各位中小学生家长：

李建勤、程文茂为电子科技大学等10所高校颁发四川省高校“党建工作品牌”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