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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6日讯(新湖南客户端记
者 朱玉文 )今天上午，纪念中国报业协会
成立30周年、中国报业协会五届四大会暨
中国报业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 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与新华社等中央、 省级主流媒体
集团一道荣获融合发展创新奖， 并作为湖
南省唯一获奖代表上台领奖。

湖南日报社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号召，加强顶层
设计与全局谋划， 2015年8月15日， 报社全
力打造的新湖南客户端正式上线，并同步构
建包括微博、微信、微视频在内的“一端三
微”新媒体产品矩阵。新湖南客户端定位为
宣传省委省政府重要政策的主平台、发布湖

南信息的主窗口、 推介湖南形象的主阵地、
引导湖南重大舆论的主渠道， 新湖南客户
端的建设目标是打造“移动新闻资讯平台、
移动政务平台、移动生活平台”三大平台。

截至目前，新湖南客户端的累计下载用
户近1900万， 日活量160万， 日点击量800
万，平台建设的长尾效应逐步显现，综合影
响力在全国省级党端中位居前列，目前已经
成为全省重要的时政综合类新媒体。2017年
5月，新湖南客户端获得湖南省首届“文化创
新奖”。 目前正在全面推进的“新湖南云”项
目， 也在全国开创了多项第一，2017年在中
国报协举办的“中国移动优先峰会”上获得
媒体融合创新项目一等奖。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无正当理由造成孩子辍学， 家长将被
追责； 将控辍保学工作作为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的硬任务； 不让学生因上学远上学难
而辍学……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切实解
决义务教育学生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学生失
学辍学问题，确保实现到2020年湖南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8%以上的目标。

无正当理由造成孩子辍学，
家长将被追责

《意见》明确了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各
方在控辍保学工作中的责任， 要求各地认真
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 严格落实
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
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市州
人民政府全面负责区域内义务教育控辍保学
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控辍保学主体责任，
全面掌握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情况， 建立义
务教育入学联控联保工作机制。

学校要建立和完善辍学学生劝返复学、
登记与书面报告制度，加强家校联系，配合政
府部门做好辍学学生劝返复学工作。

落实家长责任，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
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
务教育或造成辍学的， 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

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
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司法部门
依法发放相关司法文书， 敦促其保证辍学学
生尽早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确保孩子不因家庭困难失学辍学
针对偏远贫困地区以及农村等失学辍学

率可能较高的地方，《意见》提出，要把控辍保
学工作作为脱贫攻坚的硬任务，把建档立卡等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脱贫攻坚重点对象。对
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按照“一家一案，一生
一案”制订方案，统筹各类扶贫、惠民政策，确
保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

对残疾学生，《意见》提出要加大就学支持
力度，对符合资助政策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
女优先予以资助，建立完善残疾学生特殊学习
用品、教育训练、交通费等补助政策。完善不能
到校学习的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制度。

如何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
学？《意见》明确，各地要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布局规划，在人口较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
的地方应保留或设置教学点，切实保障学生就
近上学的需要。同时，严格规范学校撤并程序，
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避免因学校布局不合理和
学生上下学交通不方便造成学生失学辍学。

此外，《意见》 要求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
给， 全面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
女入学政策， 为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提供条件。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农村
学校办学条件

让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得起学，还要上
得好学。《意见》明确要求，强化地方政府责任，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
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高乡村教师生
活待遇，吸引优秀教师到乡村从教。开齐开足
开好国家规定的课程，积极开展启发式、参与
式、互动式教学，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吸引
力，让孩子们从小愿意上学。

《意见》还特别提出，建立健全学习困难学
生帮扶制度，因材施教，着力消除因学习困难
或厌学而辍学的现象。同时，因地制宜促进农
村初中普职教育融合，既确保初中学生完成义
务教育，又为他们提供多种成才渠道。

《意见》要求，加大对因条件薄弱辍学高发县
市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支持力度，积极改善基本
办学条件。加快“三通两平台”(“宽带网络校校通、
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
应用，促进农村学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严格落
实对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按
100人核定公用经费政策， 确保经费落实到学校
(教学点)。加强审计监督，对挪用和挤占村小学和
教学点公用经费的单位与个人严肃问责。

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实施意见》———

控辍保学
努力实现“一个都不能少”

中国报业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召开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荣获融合发展创新奖

4月25日， 湖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推拿科，法国
中医学院学员向中
医专家学习推拿技
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觅
摄影报道

法国医生
学推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