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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刘 杨 陈曼姣 张璟琨）日前，省委第

十四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了《关于建设高素质强大人才队伍打

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连日来，我省教育系

统热议不断，大家纷纷表示要为建设

人才强省、创新强省提供坚实的教育

支撑。

省委全会结束后，省教育厅第一时

间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省

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主持会议

并强调，全省教育系统尤其是高校系统

要切实承担好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高

水平创新的历史使命，为建设人才强

省、创新强省提供坚实的教育支撑，努

力让高等教育成为助推“重要窗口”建

设的强大力量。

近年来，我省高校在高水平人才建

设方面下大力气，人才建设工作呈现厚

积薄发的态势，“本土”培育的高层次人

才不断涌现，继浙江工业大学郑裕国教

授当选院士后，省属高校又新增浙江理

工大学陈文兴教授、温州医科大学李校

堃教授两位院士。“十三五”以来，我省

高校省部级以上的高层次人才规模实

现翻番，年均增幅达15%。

“我们将深入研究省委决定，围绕

建设‘重要窗口’的新使命，组织高校进

行讨论，并结合我省十四五规划，完善

高校人才队伍建设方案，为打造高水平

创新型省份做好人才支撑。”省教育厅

教师工作处处长庄华洁介绍，一方面要

继续做好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院

士结对培养青年英才计划、高校海外英

才集聚计划；另一方面，要对标高等教

育先发地区，补齐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短板，突出“高精尖缺”，重点增加高水

平创新团队数量、实施青年英才集聚系

列行动等。

《决定》要求以一流学科创建引领

高水平大学建设，同时支持各市引进培

育一批学科水平国际一流的大院名校、

共建创新载体，在三大科创高地建设中

发挥引领支撑作用。中国美术学院院

长许江表示，围绕一流学科建设，学校

提出“学科人事”与“人才人事”两个建

设理念，未来将继续强化学科带头人、

学术骨干的引领作用，优化老、中、青三

代人才梯队布局等。

“《决定》带来了重大利好，特别是

在人才编制管理方式和收入分配制度

方面的创新举措，高校期盼已久。”浙工

大副校长郑华均说。作为我省首批重

点建设高校之一，浙工大将重点建立

“人才特区”，加大引才力度、优化“学术

大师+创新团队”培养模式，在人才生态

环境上下功夫，让各类人才“上升有空

间，事业有盼头，发展有希望”。

“职业教育是高水平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的主要依托，《决定》对全省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将起重要的推动

作用。”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曹可可）7月8日

上午，省教育厅召开了2020年上半年

安全稳定形势分析会。省教育厅党委

书记、厅长陈根芳主持会议并强调，全

省教育系统必须不断强化风险意识、

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往最好处努

力，以毫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排查、分

析、消除、解决各类安全稳定的隐患和

矛盾，进一步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充

分准备，切实维护全省教育系统的安

全稳定。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深改委第十

四次会议和省委深改委第十次会议精

神、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全体会议

精神。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和直属单位

负责人作了分析汇报。厅领导班子成

员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分别提出

了对策措施和建议。

陈根芳指出，今年上半年，在教育

系统广大干部的协同作战、艰苦努力

下，我省面对抗疫形势，有序推进开学

复课，有序发布义务教育“公民同招”、

高考完善方案等重大改革措施，平稳完

成全省统一时间的中考，全省教育系统

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保持了安全稳定

的良好态势。但系统内各类隐患仍然

存在，不安全、不稳定的风险依然很大，

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做到有备无

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陈根芳强调，全省教育系统要提

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校园安

全稳定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维

护“重要窗口”、建设“重要窗口”、展示

“重要窗口”的高度，充分认识校园安

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努力把问题考

虑得严重一点、把隐患排查得仔细一

点、把防范措施落实得周全一点，确保

教育系统的安全稳定。要坚持法治思

维，提升法治水平，坚持依法治理，善

于用法治方式处理安全稳定事件，推

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良性机

制；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确保每一项改革、每一

条政策经得起法律的审查。要突出工

作难点，下大力气解决久治不愈的隐

患和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

建立隐患问题清单管理制度，集中兵

力打歼灭战，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

决心，抓好安全稳定隐患的整改和落

实工作。

陈根芳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完

善协同机制，维护和创造安全稳定的

良好局面，全力防范应对“黑天鹅”“灰

犀牛”事件。眼下着重做好七项工作：

一是坚决防范政治风险，确保政治安

全，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教育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并落实党

的教育方针，倡导和树立正确的教育

观、人才观、质量观；管好教材、管牢课

堂、管住阵地，以“清廉学校”建设为载

体压实学校领导班子的政治责任，切

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

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作用。二

是做好暑期及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工

作，继续保持上半年疫情防控的战斗

状态，努力打好“下半场”，确保秋季能

有序、安全地开学。三是做好高校招

生考试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采

取最严举措，堵塞各类漏洞，坚决防范

和打击各类舞弊行为，绝不能出现任

何有损考试公平的行为，切实维护“重

要窗口”形象。四是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努力为毕业生顺利就业、多

形式创业创造条件、提供帮助、搭建平

台。五是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及时组

织师生做好安全避险准备，确保教育

教学秩序和师生安全不受雨汛影响。

六是重视学生非正常死亡问题，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建

立健全心理高危学生动态跟踪机制，

增进家校联系和沟通，协同抓好暑期

防溺水等工作。七是督促各地落实好

义务教育教师收入政策，依法保障和

提高教师收入水平。

陈根芳要求，在坚定不移推进各

项教育改革的同时，教育系统必须注

意防范风险，妥善处理好以下五组关

系：要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抓好思想

理论的武装，真正让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心入脑、化为

血肉、指导行动，做到真知笃行；要处

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在认识、把

握、遵守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推进改革

创新；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既

要把人民的所思所想作为奋斗目标，

又要以现实为基础，脚踏实地、循序渐

进地推进改革；要处理好任务与规格

的关系，以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的

新定位新使命作为重要遵循，强化“窗

口意识”，自觉拉高标杆；要处理好要

求与能力的关系，以学习和实践不断

提升系统汇聚资源、团队指挥决策、部

门协同执行、个人解决问题等能力，统

筹抓好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季 颖）省教育厅日前

下发通知，计划用5年时间，分步推进中

小学数字家长学校建设，到“十四五”末全

省70%的中小学建成数字家长学校。

通知指出，数字家校建设应以学校

为主体，可以选用省级平台“之江汇”

App家长端、市或县级网上家长学校平

台、学校自建平台（校园网、校园电视

台、校微信公众号等）、其他家庭教育专

业学习平台等模式创建，注册学校指定

的数字家校平台学习的家长比例不少

于60%。同时，要求建立长效运行机

制，学校要引导家长自主学习，每年向

家长推荐家庭教育学习资源不少于20

个，家长每年人均完成网上家庭教育学

习不少于4次。

未来，数字家校创建及应用情况

将纳入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评价。接

下来，还将建立省数字家校共建共享

联盟，以有效整合、推进全省家庭教育

优质资源共建共享。从2021年开始，

每年向全省各地征集 100 个数字家

校优秀应用案例，通过引领示范、以

点带面，提升我省数字家校建设与应

用水平。

据介绍，建设数字家校旨在落实家

长素养提升工程，进一步推动家校“互

联网+思维”，通过数字化学习平台和学

习资源，跨时空面向家长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传播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打造

有效提升家长素养和家校共育水平的

新型学习阵地和传播模式。

为创新强省提供坚实的教育支撑
省委《决定》引发我省教育系统热议

排查风险 消除隐患 维护稳定
省教育厅召开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形势分析会

我省积极推进中小学数字家长学校建设

放生领角鸮

近日，宁波杭州湾新区初级中学的学生们冒雨将一只经
救护后已经痊愈的领角鸮放归到杭州湾湿地公园。此前，该
校还与慈溪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合作成立了“新中爱鸟学
院”，以激发学生“知鸟、爱鸟、护鸟”意识。据介绍，杭州湾湿
地公园总面积60多平方公里，有300多种鸟类中转栖息。
图为放生场景。 （本报通讯员 鲁纪权 摄）

杭师大
新添三所教学医院

本报讯（通讯员 陈 鑫）7月6日，杭州师范

大学与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杭州市儿童医院、杭州市妇产科医

院、杭州市五云山医院等3家医院将纳入杭师大

非直属附属医院管理，符合条件的部分市属医院

将挂牌“杭州师范大学教学医院”。杭州市卫健委

支持杭师大进行“医教融合”改革，进一步探索高

校与医院协同发展模式。同时，杭师大还将向各

医院开放校内科研资源，支持杭州市卫健委开展

社会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

此外，杭州市卫健委还会将杭师大直属附属

医院——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纳入市属医院管

理；而医院引进符合杭师大“卓越人才计划”的高

层次人才，可按校内相应特聘岗进行聘用。

台州：“苔花计划”
助力留守未成年人

本报讯（通讯员 王 艳）台州市“苔花计划”

日前举行启动仪式。据悉，该计划首批将帮扶学

校10所，涉及学生3500余名，其中留守的未成年

人、随迁子女1800余人。

“苔花计划”取自诗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旨在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帮助留守未成年

人，鼓励他们像苔花一样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台州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计划是践

行“垦荒精神立心”的具体抓手，采用“部门+文

明单位+志愿服务组织+留守未成年人较为集

中的学校”的“1+1+1+1”结对帮扶模式，以宣传

教育、课业辅导、主题实践、缤纷文体、特色科

普、爱心圆梦、心理疏导、阵地提升等八大主要

服务形式，汇聚各方面资源，不断优化留守未成

年人的成长环境。

据不完全统计，台州目前约有留守未成年人

6000名，其成长环境相对较差，在思想道德教育

方面也亟需加强。相关负责人表示，做好留守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的重要任务，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担当。

永嘉
专项督查“升学谢师宴”

本报讯（通讯员 潘志存）“今年同学聚会、毕

业预订多不多？”“宴席标准、套餐有哪些？”……永

嘉县纪委县监委、县教育局近日联合开展了“升学

宴”“谢师宴”专项督查行动。

通过仔细筛选和比对，该县纪委县监委排摸

出了有子女参加高考、中考等升学考试的党员干

部名单，并通过集体谈话和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

式，及时开展廉政谈话提醒。永嘉县教育局提醒

约谈了21所学校校长，向全体教职工、家长发出

倡议书，倡导以“一张合影作留念”“一个电话表谢

意”“一条短信送祝福”等健康、文明、廉洁的方式

表达祝福和感恩之情，不讲排场，不比阔气，自觉

抵制大操大办、吃喝送礼之风，争当移风易俗的带

头人。

据悉，自今年6月起，永嘉县纪委县监委、县教

育局坚持早部署、早提醒、早预防，紧盯党员干部、

教职员工重点人群，重申“六个严禁”，坚决杜绝变

味的“升学宴”“谢师宴”，确保毕业季风清气正。

专项督查组将不定期地组织人员，对宾馆、酒店、

农家乐等场所进行明察暗访，同时公布举报电话

和邮箱，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对顶风违

纪行为将予以严肃处理。

暑期来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发挥自身学
科专业优势，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了折纸机器人
公益活动，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培养动手
能力，进行编程入门启蒙，帮助学生度过快乐
暑假。（本报通讯员 康会然 王 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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