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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龙文泱）今天，2019湖
南（金秋）文物博览会（简称“文博会”）的重头戏———第22
届全国文物交流会在湖南省文物总店热闹开锣。 一个接
一个柜台摆满了文玩藏品，参会的人络绎不绝。淅淅沥沥
的雨下了一整天，也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

据介绍， 本届文博会开始之前，500多个展柜就被
“一抢而空”， 全国40家国有文物商店和境内外400家文
玩团队参加，展厅面积达5000平方米。

河北石家庄的刘女士夫妇在省文物总店2楼看瓷

器，他们原本订到了展位，但是朋友没有“抢”到，便把
展位让给了朋友。刘女士说：“我们住在潇湘华天大酒
店26楼，主要带了一些明清玉器和杂项。几天前的房
间交流会成交了几万元，不算多，但是在全国市场行
情不好的情况下，这已经算不错了。”

“人气比较旺。”苏州文物商店的柜台设在8楼，其负
责人告诉记者，每届湖南文博会他们都参加了，这次带来
了200多件套文物，四大类都有，成交量和价格都不错。

据悉，第22届全国文物交流会将持续至10月27日。

珍品荟萃·文物交流
———走进“2019湖南金秋文物博览会”

新田县委书记 唐军

新田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革命老
区县。上世纪60年代末，新田人民艰苦奋斗、奋
勇争先的壮举，曾赢得 “南有新田”的高度赞
誉。近年来，新田县充分弘扬“南有新田”精神，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实施“教育强县”工程，
教育事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先后获得全国
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 全国中小学
校教师队伍“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
全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县等荣誉。

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
须抓教育”的理念，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
建设教育强县的若干意见》 等7个规范性文件
为教育工作保驾护航。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
务会议每年定期研究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并将教育事业发展目标任务一一分解落
实到县四大家领导， 真正做到人人有任务、个
个有责任，齐心协力、齐抓共管。

作为国扶县，我们创新思路、改革办法筹
措教育资金，先后投入6.38亿元 ，用于全县所
有中小学校硬件设施建设，共新建学校3所，扩
建教学楼11栋，新增学位3.1万个，改造薄弱学
校38所，新增学校图书34.2万册 ，教学仪器设
备12.33万件 （套 ）。全县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得
到了明显改善，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全部通过合
格学校验收，全面改薄工作在全省推广，教育
信息化建设被评为全省示范县。

建设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在永州市率先
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管理的意见
（试行）》，理顺教师管理体制，“县管校聘”管理
体制改革被列为全国示范县；在全市率先实施
农村学校教师生活补贴制度，启动公租房进校
园和农村学校“五小项目”（小食堂、小澡堂、小
阅览室、小活动室、小菜园）建设工程，鼓励教
师到农村和薄弱学校任教、支教；建立完善的
教育人才引进机制，3年来从社会公开招聘729
名教师，从外地引进优秀教师21名。

创新方法提高办学水平。组织实施中小学教
育联盟发展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县域统筹、政策
引导，城区牵头，片区配合”的原则，将全县49所

中小学校组建为5个教学联盟， 发挥优质学校的资源优势，
采取联盟学校内“教师流动、教研联动、管理互动、课程走动”
等方式，有效促进优质学校对薄弱学校在教育理念、教育管
理、教研活动、教育科研等方面实行实质性帮扶，提升全县
教育整体水平。

立足国扶县实际，我县建立贫困生入学保障机制，由教
育、财政等部门组成助学体系，在全省率先落实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免教辅材料费、作业本费、高（中）考报名费、高
中教科书费等政策。同时，组建教育基金会，引导社会各
界人士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其中深圳爱心人士黄保黔在
新田创办了全省首家慈善学校———苦志育才学校， 目前
共接收167名孤儿和特困家庭子女享受全面免费教育。

龙山县委书记 刘冬生

龙山县位于湖南西北边陲，是三省市边
区教育大县。近年来，龙山县坚持把“下一代
教育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坚定不移实施教
育优先发展战略，全力促进教育均衡和教育
公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龙山县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成立了以县
委书记为组长的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近3年来
出台了《关于建设教育强县的决定》等一系列
文件；实施“联校支教”，明确每所学校至少都
有一名县级领导、一个县直单位联系，为学校
投资金、办实事、解难题；2016年以来，共投入
24.21亿元推进教育强县工作。

深入推进教育领域改革， 不断提升教育
发展水平。我县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建立依法
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
学校制度；加快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丰富课程
内容，建立现代化教育教学体系；坚持德育为
先，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积极实施
中小学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其中
《开启农村教育管理“加速度”》入选教育部教
育管理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

强教必先强师。近年来，龙山县着力打
造 “四有”好老师队伍。开辟了教师人才引
进的“绿色通道”，对引进的部属师范大学免
费师范生每人提供10万元的“就业补助”，共
新增教师900名左右；2016年来累计组织近
1.2万余人次的农村教师参加“乡村教师工
作坊”“名师工作室”等各级各类培训，提升教
师综合素质；实行校长津贴、边远津贴、农村
教师人才津贴、特殊津贴、学科带头人津贴、
骨干教师津贴、 特殊学校教师津贴， 分别为
100元到1200元不等；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
作机制，维护教师权益。全县涌现了全国模范
教师张光柱，全国优秀教师石俊英、向佳慧等
几十名全国优秀先进个人。

为让每一个学生都“上好学”，龙山县全
力推进“五大建设”。一是城区学位建设，通过
改扩建、新建学位等方式，2018年秋共消除义务
教育超大班额392个，超额完成省定任务。二是
农村教育提质建设，全县66所中心完小以上学校全部完成
合格学校建设。三是教育信息化建设， “三通两平台”、城乡
“同步专递课程”等建设驶入“快车道”。四是教育脱贫工程
建设，实行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全覆盖”教育资助政策，
2016年以来落实补助资金19875.05万元。 五是校园配套建
设，2019年投入9451万元， 强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功能室
建设、教育教学仪器设备添置、图书添置等工作。

近几年来，龙山教育共获得15项国家级、300余项省
州殊荣，课题管理工作典型经验在全省经验交流会上进
行了交流，教育质量稳居全州前列，先后有23名学生分
别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录取，“龙山
教育”成为湘鄂渝黔边区一块教育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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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全国文物交流会热闹开锣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余蓉）今日，教育部发
布了《关于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拟
建单位的公示》，在该公示信息中，正式揭晓了备受关注
的“双高计划”名单，全国共有197所高职院校入选。其中，
湖南11所高职院校入围，入围学校数量在全国各省市中
位居第五位。

“双高计划”面向独立设置的专科高职学校，坚持质
量为先、改革导向、扶优扶强。项目遴选不分所有制性质、
不分地域、不分规模大小，重点支持就业率高、毕业生水
平高、社会支持度高，并且校企结合好、实训开展好、“三
教”质量好的学校。“双高计划”每五年一个支持周期，今
年启动第一轮建设，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进行年度
评价、期满考核，并且有进有出、优胜劣汰，被业内称为是
中国高职“双一流”。

按照相关办法，项目遴选依据学校和2个专业群赋分

综合排序， 确定高水平学校推荐单位， 推荐结果分为三
档，A档10所、B档20所、C档20所；依据学校和1个专业群
赋分综合排序，考虑产业布局和专业群布点，确定高水平
专业群推荐单位， 推荐结果分为A档、B档、C档三档。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入围高水
平学校推荐单位；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艺美术
职业学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
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长沙商贸
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入围高水平专业群推荐单位。

省教育厅职成处处长余伟良介绍，能够入围“双高计
划” 的高职院校意味着这个学校或者专业群的办学水平
在全国职业高校居于前列，同时，也将在国家支持下进行
进一步的教育教学改革探索， 为我国职业教育提供一个
高水平发展的样本。

教育部“双高计划”名单公示
湖南11所高职院校入围，位居全国第五位

10月25日，湖南省文物总店，收藏爱好者在第22届全国文物交流会上选购文玩藏品。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