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教育是民族振兴、 社会进步的重要基
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重要讲话， 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 深刻回顾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显
著成就， 系统总结了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发
展的“九个坚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 为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坚持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

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
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
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这
“九个坚持”，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思想深
刻、内涵丰富，是我们党对我国教育事业规
律性认识的深化， 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
的理论创新成果，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之不
易，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八
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教育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托
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高等
学校考察并同师生们座谈，给小学生、中学
生、大学生和老师们回信，主持中央重要会

议通过一系列涉及教育改革发展的方案，
对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观点。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
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坚持”。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教育事业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根
本就在于以“九个坚持”指导教育改革发展
的实践，使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
育现代化加速推进， 教育方面人民群众获
得感明显增强， 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
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要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要求相适应、 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最根本

的 就 要 在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 ，牢

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不断
增强贯彻落实“九个坚持”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只有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
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
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作出总体部署， 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
要先手棋， 我们才能筑牢建设教育强国这
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不断培
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
教育对于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 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 ，牢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 “九个坚
持 ”，真抓实干 ，开拓进取 ，我们就一定能
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
伟大实践中，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
烂前景。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载9月14日
《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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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加强国有企业
资产负债约束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
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国有企
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促使高负债国
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 推动国有企
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
低2个百分点左右，之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保
持在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

《指导意见》分类确定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
指标标准， 原则上以本行业上年度规模以上全部企
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基准线，基准线加5个百分点为
本年度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基准线加10个百分点为
本年度资产负债率重点监管线。 国有企业集团合并
报表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和重点监管线， 可由相关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根据主业构成、 发展水平以及分类
监管要求确定。邮政、铁路等特殊行业或无法取得统
计数据行业的企业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和重点监管
线，由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政策导向、行
业情况并参考国际经验确定。

� � � �全社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
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 指明了党中央对教育事业发展
的时代要求，也唤起社会各界对“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的强烈共鸣。

连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教师到家长，
从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到党和政府有关部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启迪思考、凝聚力
量，教育改革发展信心坚定、前景可期。

加快补齐教育短板， 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

刚出锅的青椒炒干豆腐冒着腾腾的热
气，牛奶与馒头的香气混合在一起……学生
们在津津有味地吃早餐，工作人员已经开始
准备午餐的苹果。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扎赉特旗胡尔勒中心学校餐厅里的一幕。

数据显示，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6年多来，当地学生贫血率已从
2012年的20%降到2%左右。

从营养改善到阳光体育， 在党的教育

方针指引下，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人
心，广大青少年身心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开齐开足体育课，习总书记的这句话
说到了千万家长的心坎上。”成都市李家沱
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徐相宇的父亲感触很
深，“之前儿子身体不是很好， 参加学校足
球队后，长高、长壮实了。孩子的小小梦想
也正在生根发芽， 他说以后要和队员们一
起参加世界杯。”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加快补齐
教育短板，教育公平加速推进，人民群众获
得感明显增强。

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构建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浙江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浙江省教育
厅厅长郭华巍对“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有着深切体会。

“近年来，浙江省在中小学课程改革、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教师制度改革等方面
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郭华巍说，下一

步，将进一步改革评价导向机制，把立德树
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把教师队伍建
设纳入“人才强省”战略范畴。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 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
养体系。

“职业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当中的作用
和地位正在不断提升，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海洋港口的进程中，特别需要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专业型高素质劳动者。” 青岛港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明辉说，我们要不断
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引导学生踏
踏实实修好品德、兢兢业业干好工作。

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
政府、社会都有责任

习水县地处贵州乌蒙山区， 这些年脱
贫成效显著。

“教育是贫困山区扶贫扶智最有效的

措施。”习水县妇联主席王晶说，习总书记
强调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
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 我们要联合教育
部门，聘请家庭教育、心理辅导专家定期
开展“家长公益课”，让农村家长懂得教
育的基本规律、 儿童成长不同阶段的心
理需要。

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
都有责任———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让民办
教育机构深感重任在肩。“我们将在自己所
从事的领域积极探索， 努力做好公办教育
的有益补充者， 担负起护卫青少年成长的
责任。”好未来教育集团总裁白云峰说。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家庭是人生的第
一所学校。 家长要在生活中做好一点一滴
的言传身教。”合肥市第四十二中学七年级
学生周雨飞的父亲周军说， 全社会要弘扬
正能量， 让孩子多感受真善美。 相信在家
庭、学校、政府、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教育会
更加契合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期待。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办好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的新时代教育
———社会各界畅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牢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

李克强考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9月11日，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李克强指出，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
准入，让市场主体拥有更多发展机会。加大对各类所
有制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支持， 促进提升企业竞争
力和扩大就业。市场的毛细血管畅通了，中国经济主
动脉就会更加澎湃有力。

李克强说，市场监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激发
市场活力和公正监管相辅相成，没有公正的监管，
就没有市场公平竞争，就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并容易滋生寻租腐败， 也不利于发挥市场作用倒
逼企业创新和提质。 新形势下市场监管不同于高
度集中计划体制下的市场管理， 需要创新监管方
式、分类实施。对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可全面实施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投诉举报的突出问题或
公众关注的产品和服务等要开展重点监管。 对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等实行全程监管，严把每一道关
口，坚决守住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防线，用严管
重罚把“害群之马”逐出市场。对新产业、新业态坚
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其创新发展，守住基本规则
和安全底线， 并坚决破除阻碍市场活力发挥的各
类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