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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
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一批标志性、引领性
的改革举措取得明显成效，教
育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治理
能力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制度体系进一步完
善，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
入世界中上行列，为1 3亿多
人民提供了更好更公平的教
育，为经济转型、科技创新、
文化繁荣、民生改善、社会和
谐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自信不断增强。

《意见》指出，要健全立
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强调
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
德育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学
生，科学定位德育目标，合理
设计德育内容、途径、方法，
使德育层层深入、有机衔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注重培
养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

求的关键能力。在培养学生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
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培养。培养
认知能力、培养合作能力、培
养创新能力、培养职业能力。
要建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加强
和改进体育，改变美育薄弱局
面，深入开展劳动教育，加强
心理健康教育和国防教育。

要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
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强调要鼓
励多种形式办园，有效推进解
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理顺
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园体
制，建立健全国务院领导、省
市统筹、以县为主的学前教育
管理体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
幼儿园，支持民办幼儿园提
供面向大众、收费合理、质量
合格的普惠性服务。要加强
科学保教，坚决纠正“小学
化”倾向。遵循幼儿身心发展
规律，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
动，合理安排幼儿生活作息。
加强幼儿园质量监管，规范
办园行为。

要完善义务教育均衡优
质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切实减
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严格按照课程标
准开展教学。建立健全课后服
务制度，鼓励各地各校根据学
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家长需求，
探索实行弹性离校时间，提供

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规范校
外教育培训机构，严格办学资
质审查，大力宣传普及适合的
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全面
发展、人人皆可成才、终身学
习等科学教育理念。统一城
乡学校建设标准、城乡教师
编制标准、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加
快建立义务教育学校国家基
本装备标准。

要完善提高职业教育质
量的体制机制。要健全促进
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体制机
制。依法落实高等学校办学
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
学制度，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党委领
导核心作用。

《意见》指出，要创新教
师管理制度。要切实提高教师
待遇。完善中小学教师绩效工
资制度，改进绩效考核办法，
使绩效工资充分体现教师的
工作量和实际业绩，确保教师
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
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落
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乡镇工
作补贴，以及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和艰苦边远地区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政策。

另外，《意见》指出，要健全
教育投入机制。强调要完善财
政投入机制。要做好深化教育
体制机制改革的组织实施。

本报济南 9月 2 4日讯
(记者 李晓东 ) “百善孝
为先”“夫孝 ,德之本也”。孝
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内容 ,是中华民族繁衍生
息、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
与核心价值观。9月22日，在
省老龄办指导下 , 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联合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启动首届齐
鲁最美孝心人物征集评选
活动，众多读者纷纷通过
电子邮件发来孝心人物事
迹。目前，人物征集持续进
行，我们将根据您推荐的
事迹 ,派出记者根据线索进
行采访挖掘 ,并在齐鲁晚报
进行报道。

自征集开始 ,很多读者
将自己或者身边的孝心人
物故事发到征集邮箱中。
读者冯先生推荐济南市长
清区一中初一三班学生冯
浩宇。在2010年10月，冯浩
宇的奶奶手术出院，但是
由于直肠功能出现了严重
的病灶，奶奶大便经常失
禁。小浩宇不嫌脏不嫌累，
只要放学后有空就主动去
照顾生病的奶奶，为奶奶
端屎端尿，陪奶奶聊天解
闷，她以一颗纯净无瑕的
童心和炽热无比的爱心温
暖着奶奶。渐渐的，在全家

人的呵护之下，奶奶的病
情终于得到了恢复。

除此之外 ,在齐鲁壹点
情报站里，壹粉们纷纷留
言评论，对此次活动点赞
支持。壹粉风生水起留言，
正能量的活动，就应该多
搞一些。壹粉幸福满满留
言称赞，活动太好了，希望
通过此活动，让一大批孝
子出现在我们身边。

此次活动评选出的最
美孝心人物 ,齐鲁晚报将联
合阿里巴巴送上一份孝心
奖金。对家庭困难的孝老
敬老人物代表 ,将送出一份

“敬老礼包”。同时 ,也欢迎
爱心企业加入我们 ,一起为
孝心点赞 (联系电话 : 0 531-
85193709)。

如果您的儿女、媳妇、
女婿、孙辈是孝老、敬老典
型；如果您认为身边的邻
居、朋友、同事在尊老爱老
方面值得大家学习 ,请您将
他 (她 )的事迹略加整理 ,通
过齐鲁壹点情报站推荐给
我们。届时我们将根据您
推荐的事迹 ,派出记者根据
线索进行采访挖掘 ,并在齐
鲁晚报进行报道。
推荐方式 :

1 .下载齐鲁壹点客户
端 ,打开后点页面底部“情
报站”。

2 .请以#最美孝心人物
#作为开头 ,写下孝心事迹 ,
同时可附上照片、视频。

3 .您也可以选择通过
邮箱 : q i l ux iaox in@126 .com
发送给我们。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健健全全课课后后服服务务，，探探索索弹弹性性离离校校

““益益””起起过过中中秋秋，，爱爱就就在在身身边边
留守儿童带着欢乐平安回家

本报济南9月24日讯（记者
林媛媛 王倩） 中秋节是

属于团圆的节日，而来自临沂
市平邑县的留守儿童虽然不能
跟父母团圆，但是他们来到济
南跟小伙伴们、跟很多爱心人
士一起过了快乐难忘的一天。
25日，孩子们游览了最期待的
动物园，结束两天的行程，带着
快乐和礼物回到家中。

虽然前一天的游览让很多
孩子感到有些疲惫，可是经过
一夜的休息，25日清晨，孩子们
早早起床，迫不及待地准备开
始下一个行程，去他们最喜欢
的动物园。上午八点半，孩子们
到达动物园时，工作人员早已

在门口等候着孩子们的到来。
入园之后，孩子们的惊叹声和
笑声就一直没停过。“快看，红
色的鸟！”“这头大象好大啊！”

“长颈鹿的脖子真的这么长
啊！”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郭女
士始终陪在孩子们身边，耐心
地回答孩子们的疑问，为孩子
们讲解着动物相关知识。

在自由活动环节，孩子们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分组活动。
他们在动物园里奔跑着，从一
个馆到另一个馆，每一个都不
想错过，每一个都看不够。“不
累不累，现在不好好看，回家会
后悔的。”正在上三年级的陈贵
伊说，这是他第一次来济南，见
到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他希望以后还能再来。

记者实时将孩子们在济南
游览的照片，发送到家长群里，

让远在外地的父母能随时看到
孩子的行程，一同分享孩子的
欢乐。一位孩子的妈妈特地给
记者发来信息说：“我们已经三
年没跟老人孩子一起过中秋节
了，一到过节就特别想孩子，孩
子也想我们。今年，孩子去济南
过中秋，逛了济南还拿了这么
多礼物，特别高兴，我们特别感
谢齐鲁晚报。”

吃过午饭，在济南度过了
难忘的24个小时，临沂市平邑
县的31名留守儿童登上了回家
的旅程。孩子们背着装满了礼
物的新书包，脸上洋溢着笑容，
笑容里充满了爱。也许到春节，
他们才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父
母，也许明年父母还要继续离
开他们外出打工，但是孩子们
一定知道，不管父母身在何方，
爱一直在他们身边。

推推荐荐孝孝心心人人物物
弘弘扬扬““敬敬老老孝孝老老””

寻找最美孝心人物

24日，孩子们兴致盎然地参观了济南动物园。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指导思想
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
坚持教育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
坚持教育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坚持教育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
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
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基本原则

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坚持放管服相结合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主要目标

到2020年，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基
本建立，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
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
制，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进一步缓解，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
依法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合
力推进的格局更加完善，为发展具有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提供制度
支撑。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