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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可可）9月 19

日，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赴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理

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省重点

建设高校调研一流学科建设情况，并

召开全省重点建设高校推进会。省教

育厅副厅长于永明主持会议。

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

江师范大学等12所省重点建设高校

主要负责人交流了重点高校建设的进

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对标“双

一流”存在的差距，共同探讨了加快推

进高峰学科建设的对策思路。近3年

来，12所高校建设成效显著，共新增

国家级创新平台17个，主持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二等奖7项，获

省自然科学或科技进步一等奖26项；

2个学科跻身国家“双一流”学科，29

个学科进入全国B类以上学科，其中5

个被评为A类；进入ESI前1%学科达

到40个，较2016年翻了一番多。12

所高校近3年新增国家级人才近200

人次，集聚全球优秀人才的积极作用

正在显现。大家一致认为，省委、省政

府把实施重点建设高校计划作为全面

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的“先手棋”，

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十分必要、十分

及时的。

陈根芳充分肯定了各重点建设高

校的工作成绩，认为12所重点建设高

校做到了工作有目标、有章法、有力

度、有成果，学科建设水平有了新的提

高，新集聚了一批高层次人才，有效拓

展了优质教育资源，为全省撑起了进

军高教强省的大旗。

陈根芳指出，打造“学科高峰”、

增强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是我省全

面实施高教强省战略的重要目标。

各重点建设高校要以国家“双一流”

为标准，着力在学科建设上下功夫，

在内涵建设上出实招，努力成为高教

强省的“领跑者”。要聚焦目标冲一

流，做好学科建设规划和顶层设计，

以国家A类学科和“双一流”为目标，

加大对若干优势学科的培育力度，大

力培养和引进一批领军人才、战略科

学家以及渐露头角的青年学术英才。

要统筹谋划树高峰，加强学科的系统

集成，进一步凝聚学科方向，整合学科

资源，并在人、财、物及政策等资源配

置上向优势特色学科倾斜。要夯实基

础做示范，在加强一流学科建设的同

时，全面提升整体内涵发展水平，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体系，提高教师教书育人水平，加

快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努力在办学治

校、教书育人的各方面为其他省内高

校提供学习借鉴的示范。要加强领导

担使命，高校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积极发扬斗争精神，

在攻坚克难、纾解矛盾、破除壁垒、决

策落实等方面担当作为。同时建议把

相关的工作责任传导到二级学院、学

科带头人和一线教师，充分激发全校

上下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共同为学校

改革发展谋取最广泛最有利的各类社

会资源。

此前，陈根芳以各种方式到中国

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

学、宁波大学、温州医科大学等重点建

设高校调研，并与浙江中医药大学、浙

江农林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重点建

设高校领导就学校改革发展工作进行

交流。

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陪同参

加调研并出席推进会。

瞄准高水平 聚焦“双一流”
省教育厅召开重点建设高校推进会

日前，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的
师生登上了宁波开往绍兴的城际列车，为乘客量血压、测血
糖、检测听力等，同时开展康复评估、健康管理、营养宣教等
活动。该院党总支书记沈保林说，在列车上开展志愿服务
更有挑战性，这是流动的医学课堂。图为量血压场景。

（本报通讯员 崔 雨 摄）

流动的医学课堂

本报讯 2020 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即将启动，

我省共有26个招生单位，设

13个报考点。

据了解，我省26个招生

单位中，共有普通高校22所，

科研院（所）3所，党校1所。

13个报考点分别为各设区市

考试院或考试中心，以及浙

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考

生报名时间为10月10日至

31日每天9：00—22：00，应

届本科毕业生可在9月24日

至 27 日每天 9：00—22：00

提前预报名。考生应在规定

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

chsi.com.cn；教 育网 网 址

http：//yz.chsi.cn)进行网络

报名。

值得注意的是，我省今

年开始实施网上审核，考生

需仔细阅读网上确认公告，

并于11月5日至9日17：00

通过网上确认平台，完成“本人图像照片上传、身

份证及其它相关材料照片上传”等手续，逾期不

再补办。网上审核通过的考生不用前往现场进

行确认，审核不通过的考生请及时根据提示重新

提交相关材料或携带相关资料到各报考点现场

审核地进行原始材料人工审核。审核未通过或

网上未缴费的考生不能参加考试和录取。

2020年研招初试时间为12月 21日至 23

日，考试地点为报考点指定考点。12月14日至

23日，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下载

打印准考证，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参加考试。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日前，舟山

市出台意见规范城区义务教育名校集团

化办学，计划到2022年，全市城区义务

教育新办学校和薄弱学校全部纳入名校

集团管理。

据介绍，意见规范了义务教育名校

教育集团组建机制，明确义务教育名校

教育集团应以在当地具有显著品牌影响

力的名校为母体，吸纳1~2所城区新办

学校或薄弱学校为成员组建。

名校教育集团要建立统一的课程开

发与开设制度，统一教学计划、教学进度

安排，统一组织集体备课、教学研讨、质

量监测和大型活动，实现校区之间课程

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名校要向集团其他

校区均衡输出骨干教师，确保各校区起

始年级骨干教师配备大致相当。新校区

骨干教师、成熟教师在开办三年内，原则

上不应逆向流往母体学校。

从2020年起，该市还将把城区义务

教育名校集团化办学推进实施情况列入

对县（区）人民政府教育业绩考核内容，

对督导评估结果为优秀的名校教育集

团，由市财政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舟山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教育

部门会支持和扩大名校教育集团的办学

自主权，支持教育集团实行集团内干部、

教师跨校区交流和绩效奖励分配等的统

筹管理，并按干部管理权限配备各校区

领导干部，基本形成以“以名带新（弱）、

资源共享、优质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城区

义务教育名校集团化办学新机制。

龙游加快推进
教育民生实事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 程 泷）近日，在龙游县实

验小学的多功能录播教室内，学生们正在上外教

课。而大屏幕另一端的下库小学也在进行“同步

课堂”。

如今，随着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工程的推

进，两校师生共享一堂课在龙游已不是什么新鲜

事。县教育局电化教育中心党支部书记王根宏

说：“智慧校园建设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今年更

是被列入民生实事项目。”据介绍，该项目包括实

施中小学“千兆到校、百兆到桌面”网络改造提

升，新建4个移动学习终端教室，更新与添置部

分学校交互式多媒体设备；添置5所学校纸质图

书；建成10个学科专用教室、4个常规实验室、2

个创新实验室、4个艺术拓展教室、3个多功能录

播教室等，这是对校园基础环境、应用融合、教育

管理水平的一次大提升。

为加快工程项目建设，龙游县教育局将该项

目列入推进教育改革发展“1630”计划，并制定了

项目实施进度表，将任务细化落实到各个学校，

要求每半个月定期汇报建设进度。截至目前，已

改造、新建13个录播教室；完成5所学校纸质图

书添置任务，完成5个学科专用教室、2个移动终

端教室、3个艺术拓展教室、2个常规实验室建

设；完成交互多媒体采购数70%左右。

近日，宁波市鄞州实验中学与吉林省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和龙七中开展了互联网教学活动，以
直播的形式实现跨省帮扶教学，这在当地还是首
次。图为师生一起欣赏芭蕾舞剧《葛蓓莉娅》。

（本报通讯员 胡谷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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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可可）“学校将以

成立教育集团为契机，推进紧密型教育

共同体建设，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优

质教育资源。”在向家长和学生宣讲时，

杭州市学军小学校长张军林如是说。

9月10日，第35个教师节当天，庆祝

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省教

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带队，率我省

教育系统16位受表彰个人和集体代表赴

京，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现场聆听孙春兰

副总理讲话。回浙后，受表彰教师纷纷

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争做“四有”好教师，努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

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积极贡献。

此次，学军小学获评“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张军林作为代表上台领奖。

回到学校后，他第一时间通过理论学习中

心组、教师会、青年教师座谈会、退休教师

中秋茶话会等形式，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的关怀和孙春兰副总理的讲话

精神。他说：“全体教育工作者感受到了

党和国家对教师的关怀，坚定了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决心。”

“为人师表、潜心育人、用实际行动

践行对待学生‘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

这是身为教师责无旁贷的使命。”荣获

“全国模范教师”称号的衢州第一中学教

师童淑芳表示，今后将继续弘扬职业操

守和大爱精神，团结、引领好身边的教师

同仁，通过“三会一课”、座谈交流、主题

宣讲等方式，以自己的故事感染身边人，

进一步增强教师乃至其他市民传递正能

量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安吉县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程学

琴此次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

者”。从北京回来后，她又继续四处奔

走，推广“安吉游戏”模式与理念。她说，

接下来会带领团队不断总结经验、深化

研究和拓展实践，为幼儿园去“小学化”，

为更多地区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

课程改革提供支持，从而实现公平而有

质量的学前教育。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蒋承勇获得了第四

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称号。“教育事

业正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给我们教

师提出了艰巨的任务。”他说，虽然已年逾

六旬，但教师情结依然很深，将会恪守自

己的教育箴言，继续保持饱满的精神状

态，兢兢业业地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

“感恩新时代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

事业的高度重视！”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教授马林才说，摘得2018年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更加坚定了自己投身职业教育

事业的决心。他说，要继续努力，推动新

时代汽车维修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及职业教育改革，为产业发展和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人才。

因为摘得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葛炳

芳也有幸参加了表彰会。“作为学科教研

员，我倍感荣幸，也深深地知道，路还很

长、提升空间还很大。”他表示，将和同事

一起认真深入课堂，发现学科课堂教学

中的真问题，扎实做好有针对性的真研

究，让学科教育教学研究对常态课堂教

学实践产生真影响，切实基于最新的国

家课程标准使学科核心素养真落地。

不忘嘱托 励志育人

我省教师传达学习表彰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