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江西有28个县要接受国家督导评估，可谓是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年、突破年，需要以兵临
城下、背水一战的勇气和决心，针对问题出实招，确保
啃下“硬骨头”、取得大突破。

重担面前，江西各相关部门强化责任意识，结合各
自职能，聚焦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薄弱环
节精准发力，以切实有效举措，齐心奏响了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大合唱”。

省委组织部提出“组织部门参
与教育督导评价，是事业所需、职
责所系”“以抓铁有痕的劲头抓
教育”，并确定了抓教育发展的
三个抓手：抓干部，选优配强
教育战线各级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抓党建，切实发挥中
小学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抓考核，推动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认真负责地履行好教育职
责。如果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不能通过省级验收，将会被全省
通报，且逢会必通报，还要接受二次
评估，由省领导约谈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和
分管领导，这让县（市、区）“一把手”们都感觉

“坐不住”了。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切实行使职能，下大力气

开展督导工作，有效推动了教育事业发展。分管副省
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主要领导在多次会议上进
行动员部署，提出要求，给出思路，提振信心。省政府
教育督导委员会还通过督导评价及约谈问责机制，构
建了高度权威和执行有力的教育监管体系，树立了“激
励有为与整肃不为并重”的教育履职导向。近两年，先
后对履行教育职责不力的9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
进行了约谈。

各成员单位积极响应，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工
作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省财政厅于2015年建立了奖补政策，对提前、如期
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县分别给予 300万元、200万
元奖补。从2016年起，省财政设立了专项资金，用于支

持各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连续安排三年，其中，
2016年下拨了15亿元，2017年下拨了11亿

元，加上县（市、区）级财政自身的投
入，在教育投入上提供了充裕保

障。此外，省财政还有力保障了
督导工作的开展，提供充足经
费用于督导工作人员开展业务
培训，近年来，每年划拨督导
专项经费 500万元，保障力度
之大在全国领先。江西财政
并不宽裕，需要财政支付的领
域很多，但省财政厅领导说，教
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国计民

生，怎么重视都不过分，怎么投入
都不过分。

省扶贫移民办将各县（市、区）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列入年度绩效考核。

目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已经成为各县
（市、区）脱贫验收的前置条件，如果当地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不能顺利通过验收，脱贫攻坚工作也会被“一票否决”。

相关各方对教育事业的鼎力支持，生动诠释了教
育优先发展战略在赣鄱大地的落地生根。在体制机制
的引导和省级层面的带动下，市、县一级领导和相关部
门对教育事业“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发展好教育事
业，对党政主要领导而言，不仅是情怀所至，更是职责
所系，大家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热度对待教育事业发
展和教育督导工作，“不抓好教育不行了”成为党政领
导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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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评价机制的实施，进一步
压实了县级党政领导抓牢教育、办
好教育的责任，形成了“党政同责，
责重如山；党政负责，责无旁贷；党
政尽责，责有所归”的教育发展环
境。全省各地相应建立了教育改革
发展责任分解体系，确保了教育发
展“千斤重担人人挑、各个单位有指
标”。

随着县（市、区）党政“一把手”
重视起来、行动起来，江西发展教育
事业的热度释放得更加彻底。各地
鼓舞人心的发展规划、庄严承诺，实
实在在的政策支持、真金白银，把教
育事业推向一个前所罕见的高度，
也让各级领导干部和教育行政部门
有了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从一些县（市、区）党政主要领
导的表态发言，我们能够充分感受
到这种对发展的迫切和对责任的认
知：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
平市委书记俞小平要求做到“一把
手抓一把手”，把责任传好压实，提
出“有多少事找多少钱，毫不犹豫抓
教育大投入”“明天再早也是晚，只
争朝夕抓校建项目大推进”；弋阳县
委书记谢柏清提出“教育重于一切、
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安远县委书
记严水石提出“教育是最大的民生，

再穷不能穷教育”。余干县县长黄
胜富表示，抓牢教育、办好教育，为
孩子的人生幸福奠基，是县委、县政
府的庄严承诺。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党政领
导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决心和雄心
下，各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乐平市
今年投入 5 亿元，在城区规划区内
划拨土地 401.5亩，新建、改扩建 13
所学校，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
积 18.1 万平米、学位 1.5 万个；弋阳
县近两年优先保障全县教育设施建
设用地指标 1300亩，相当于全县用
地指标的一半；安远县完成了168所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打造了
占地 800亩的教育园区，实现了“最
漂亮的房子在学校、最优美的环境
在校园”。

在江西112个县域单位，教育事
业的发展呈现出各显其招、整体发
力的态势和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
局面。为检验发展成效，针对今年
需要接受国家督导评估的 28 个县
（市、区），今年 5 月，省政府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了2017年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省级督导评
估。此次省级督导评估发现，28个
县均成立了由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
亲自挂帅的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了

党政依法履职、部门通力合作、社会
大力支持的工作格局。

在此次省级督导评估中排名靠
后的县（市、区），认识到了差距，感
受到了压力。他们提高认识求提
升，抓好整改补短板，争取以更好的
状态和成效迎接国家督导组的评
估。

2017年11月27日，江西省2017
年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迎国检工
作布置会在南昌召开。会议要求各
地各校全面把握当前全省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所面临的整体形势，持续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认识上再
提升、思想上再紧弦，切实抓好问题
整改，特别是在确保教育经费“三个
增长”，校园、校舍、运动场地建设，
功能教室保障，图书、计算机等配
备，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大整改
力度。

“我们将以接受国家督导评
估为契机，推动各地优化‘党以重
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的发展环
境，落实‘共享发展、民生为本’的
教育改革理念，努力实现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的目标。”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负责人表示。

全力打赢“底部攻坚战”
——江西吹响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集结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折射在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层面，便是从实现“人

人有学上”的基本均衡，到对“人人

上好学”优质均衡的追求。

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江西制定了时间表和任务图，

在创新机制、强化督导、压实责任、

补齐短板等方面下足功夫，成效显

著：继2014年、2015年22个县（市、

区）通过国家评估认定后，2016年，

江西省整体申报的42个县（市、区）

全部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全省县域单位国家通过

率累计达到 57.1%，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迈上历史新台阶。

这是一份难能可贵的成绩单，

更是一个扬鞭奋进的动员令。但

是，在江西尚未通过评估的48个县

当中，大多是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

困县、原赣南苏区县以及国定贫困

县，一些县更是三者叠加，而全省

整体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

限，还不到 2年时间，时间紧、任务

重、难度大。

可以说，江西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已进入爬坡过坎的攻坚阶段，到

了“等不起”“坐不住”“慢不得”的

关键时期。对此，江西各级党政领

导高度重视，进一步统一思想、坚

定信心，细化目标任务，强化有效

措施，吹响了全域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集结号，全力打赢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这场“底部攻坚战”。

从只 考 核 政 府 ，到 又 考 核 干 部 ，
运用干部考核这个“指挥棒”，来抓住
县级党委、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牛
鼻子”，这便是江西创新实施县级党
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精
髓所在。

2016 年 10 月，江西省委组织部与
江西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联合
下发了《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履行
教育职责督导评价实施意见（试行）》，
并配套出台了《县（市、区）党政领导干
部教育工作约谈及问责实施办法》。这
意味着，江西对县（市、区）党政领导干
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机制已经建
立，这是江西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
重要举措，也是一项走在全国前列的制
度创新。

这项制度的推行，得益于江西省
委、省政府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
视、高位推动。2016 年 12 月，省委组织
部主要领导接受媒体专访，督促和激励
地方党委政府履行教育职责；今年 6
月，又专门作出批示，要求以求真务实
精神抓好督导评价机制的落地见效。
省政府分管副省长还在中国教育报发
表署名文章，强调要通过县级党政领导
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着力提升
教育治理能力，开创江西教育改革发展
新局面。

和之前的综合督导评估相比较，新
的督导评价机制在各个方面都有突破
和创新：

在对象上，从只督导县级政府，拓
展到既督导县级党委政府，又突出对县
级党政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履行教育
工作职责情况的评价。

在方式上，委托省社情民意调查中
心组织开展社会公众教育满意度第三
方调查，群众满意不满意，将成为衡量
县域教育改革发展成效及县级党政领
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情况的重要考核

依据。
在结果运用上，督导评价结果将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作为省、市委组织
部对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并作
为拨付教育资金和安排教育项目的重
要依据。根据督导评价结果，对优秀
等次的督导评价对象进行表
彰，对不称职等次的督导
评价对象进行约谈问
责。

在 督 导 评 价
机制上实施如此
大力度的改革，
体 现 了 江 西 省
委、省政府对教
育 事 业 的 高 度
重视、对优先发
展教育的坚定决
心。以这样的高度
和 力 度 来 推 进 县 级
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
育工作职责的，在全国也不
多见。

有力的举措，扎实的成效，在全国

范围内引起了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
在 10 月 9 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召开的全国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电视电话会议上，江西省政府分管副省
长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江西成为
会上三个介绍经验的省份之一。近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对省级人
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

价办法》，决定建立对省
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

职责的评价机制，
江西和其他 6 个省
市一道被列为首
批试点省市。

在全新督导
评价机制的推动
下，各县（市、区）
党 委 政 府 将 推 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

位置来抓，切实加大经
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均衡

配置资源，为全面打赢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底部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障。

对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制度创新，为打赢
“底部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奏响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大合唱”，为打赢“底部攻坚
战”提供了强大动力

你追我赶不甘人后抓教育的比拼劲
头，为打赢“底部攻坚战”营造了浓厚氛围

““一校一品一校一品””校园文化展示活动校园文化展示活动

德安县第一小学坚持每年举办书香校园读书节活动德安县第一小学坚持每年举办书香校园读书节活动

贵溪市实验中学图书馆贵溪市实验中学图书馆

贵溪职业中学微机教室贵溪职业中学微机教室

学校举行体育文化节学校举行体育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