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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让城乡孩子共享公平优质教育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影报道
三年沧桑巨变，三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起点，
面对新的机遇，民和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以实
现教育公平惠民，创办人民满意教育，建设教育强县
为目标，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让城乡孩子
共享教育均衡公平的阳光雨露……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全县学校带来了跨越发展
的机遇，为促进人口大县向人力资源强县转变以及
民和经济社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从“普九”教育到均衡发展
民 和 县 现 有 各 级 各 类 学 校 291 所 ，在 校 学 生
72594 人。在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中，
民和县将教育摆到全县经济社会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将义务教育摆到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将均衡发
展列为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形成了改善民生从
教育突破、发展教育从均衡抓起的共识，总体规划、
城乡统筹、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精心书写了强化政
府行为、增加教育投入，优化资源配置、保障教育公
平，办好每所学校、教好每位学生的精彩篇章，实现
了全县适龄儿童少年从“普九”有学上到“均衡发展”
上好学的优美嬗变。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
件得到有效改善，实现了投入均衡；校长、教师在城
区学校与乡村学校、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的合
理流动，实现了师资均衡；
“校对校”结对协作关系，
不断提高乡村学校、薄弱学校教学水平和办学质量，
实现了质量均衡；按照教育公平性要求，做到“两个
完全、一个提高”
，实现了机会均衡。
2015年伊始，
民和县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全面
着力构建层层推进工作机制、
建立联点包片督导机制、
建立工作成效点评机制、
建立业务培训提升机制、
建立
责任落实问责机制等
“七项机制”
，
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活
动，
将每年的3月和9月定为义务教育宣传月，
集中开展
宣传活动。围绕
“幸福民和·教育均衡”
主题，
统一印制
《致家长的一封信》、
永久性宣传标语、
宣传手册等，
印发
各种宣传资料20000多册，
制作横幅300多条，
永久性展
板160块，
提高了社会公众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从资源不足到实现全覆盖
2014 至 2017 年间，民和县财政
对教育拨款分别为 6.26 亿元、7.74 亿
元、8.086 亿元、9.06 亿元。2014 年拨
付教育附加费和地方教育附加费分
别为 1154 万元、647 万元；2015 年拨
付教育附加费 1153 万元；2016 年拨
付教育附加费 1000 万元；2017 年拨
付教育附加费 1845 万元……。数据
显示，近三年，民和县教育经费实现
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预算内
教育拨款、义务教育阶段生均教育事
业费“三个增长”为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民和县积极争取项目，新建了官
亭镇中心学校、
李二堡镇中心学校、
史
纳学校、
东垣小学等学校，
形成了相对
集中、注重质量、更加合理的学校布
局。全力实施第二期学前三年行动计
划和第三期学前三年行动计划，建成
幼儿园 39 所，有效缓解了普惠性学前
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2015 至 2017
年，共实施教育基建项目 232 个，总投
资 5.3 亿元。自筹 6234 万元，建筑面
积 24.86 万平方米；投资 4272 万元，配

备图书、
仪器、
食堂设备等教育技术装
备；
利用国开行贷款项目，
投资 2.58 亿
元，对薄弱学校和小规模学校进行了
全面维修和提质改造；投资 5790 万
元，
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
建成计算机
网络教室 210 个，
“班班通”
1365 套，
为
111 个教学点配备安装了数字教育资
源终端设备，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投
资 150 万元对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实施
了绿化工程。筹资 2.5 亿元，
落实了项
目建设征地拆迁款。通过以上项目的
实施，民和县消除了城乡学校办学条
件的差异，有力助推了城乡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深化改革提升教师素质
在深化教育改革中，
民和县积极推
进教育
“简政放权”
和教育
“去行政化”
，
建立
“管办评分离”
制度，
进一步明确各
级政府责任，
推进学校分类管理，
规范
学校办学行为。加快推进招生制度改
革。推行普通高中和初中综合素质评
价相结合的招生录取模式。结合实际
出台了相应的方案和办法，
全力推进各
项考试制度改革。实施义务教育划片
招生，
统筹推进基础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
确保积极稳妥、
平稳有序。全面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推行校长、
教师轮
岗交流制度，
三年来，
民和县共选派支
教教师 328 名。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
革，
坚持中、
高级职称评审向基层学校
和一线教师倾斜，
乡村教师职称评审不
受岗位职数限制。大力实施教师素质
提升工程。以
“国培计划”
为载体，
累计
培训校长 600人次、
教师6879人次。加
大对优秀教师的表彰奖励，
三年来，
民
和县共表彰县级优秀教师288名。

品牌引领力促教育公平
民和县还建立了涵盖县、乡镇、
学校和村社四级网络版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工作动态监管系统，对义务教
育学校从入学机会、保障机制、教师
队伍、质量与管理、办学条件等重点
工作进行过程性监测。
全面落实政府、学校“控辍保学”
工作
“双线跟踪”
责任制和
“六项机制”
,
严格实行
“六凡必一律”
规定，
义务教育
阶段应劝返辍学学生基本返校复读。
实施特色学校创建活动，
通过整体推进
与重点扶持相结合、
全面要求与典型引
领相结合、
特色创建与区域文化相结合
的方式，
大力倡导学校个性办学，
努力
打造一批优质教育品牌，
用品牌引领全
县教育发展。坚持实行一年级、七年
级免试入学和所有学生就近入学，县

城学校大班额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严格执行普通高中招生政策，将
外来随迁子女就学及普通高中招生
计划纳入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
体系。切实保障留守儿童等特殊群
体接受义务教育，全面落实惠民政
策，通过“一帮一”
“多帮一”等结队帮
扶方式，着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
共同关爱教育网络。加大投入改善
特殊学校办学条件，对不能入学的重
度残障儿童开展“送教上门”，保障了
特殊群体子女、残疾少年儿童接受义
务教育权利，
有力促进了教育公平。
民和县教育部门积极探索高中招
生办法的改革工作，从生源均衡的角
度破解困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工作
症结，不断规范办学行为。改革初中

升高中招生分配制度。完善《民和县
高一新生招生办法》，
统一划定普通高
中和中等职业招生分数线。通过改
革，增强了各高中学校创先争优的积
极性。实行生源均衡和倾斜招生的招
生办法，充分调动了薄弱学校的办学
积极性，进一步促进了生源的流向均
衡；保证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
提升了教育质量，
进一
步促进了城乡初中教育教学质量的整
体提高、学校的整体均衡发展水平和
全县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春催桃李千山秀，雨润芝兰万里
香。民和教育进入新时代，
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
民
和的教育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以务
实的精神，
优异的业绩，
培养出一代代
高素质人才，
为建设富裕文明美丽新民
和，
书写更加壮丽的教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