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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重庆綦江区一所公办园带动9个联盟一拨幼儿园走向优质

吹响优质园集结号
中国教育报记者 胡航宇

区政协委员开展集中视察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11 月

19日，区政协委员开展集中视察活

动，对工业园区发展情况进行视

察。区政协副主席褚洪春、李北川

参加活动。

是日，区政协委员先后来到重

庆顺利永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华

芯智造微电子(重庆)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百科鼎昱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观看展板、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

了解企业运行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工

业园区、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汇报

了今年我区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全

区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转型升

级情况。今年，我区工业发展呈现

经济稳中有升、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新兴产业培育效果明显、重点项目

推进有序、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等特

点。

会议指出，唯有创新，才能适应

和引领发展新常态。各部门要紧密

配合，不断增强服务意识，为企业创

新发展创造更好营商环境；要紧紧

围绕工业高质量发展这个奋斗目

标，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智力密

集、渠道畅通的优势，积极建言献

策，为綦江经济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据悉，下一步，区政协还将围绕

农业农村、城市品质提升、社会事业

等主题开展集中调研视察。

地处重庆綦江区南部山区的打

通镇大罗学校附设幼儿园，以前教

师清一色是当地初中毕业生，教学

基本闭门造车，谈不上专业能力，只

能做到基本的看护，办园质量可想

而知。

“联盟优质的帮带，为我园发展

注入了活力。”大罗学校校长罗小林

告诉记者，在区实验幼儿园以及联

盟中心园的带动下，该园软硬件都

得到了改善，从一所未定级幼儿园

升格为二级幼儿园。

随着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近

年来，綦江区通过优质聚集、帮扶带

动，激活了发展潜能，各幼儿园办园

条件、师资配置、保教质量都大幅提

升。

设三级网络，汇分散力量

2016 年之前，綦江区有幼儿园

115所，普惠率70%左右。优质资源

短缺、投入不足、师资薄弱成为突出

问题，学前教育“手长袖短”发展受

限。

在国家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整

体行动中，綦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

视，以“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促

提升”为主旋律，2016年先后出台系

列指导性文件，并成立了学前教育

科，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公民办并举

的学前教育发展机制。

结合实际，綦江区建立了由区

教委、责任区学前教育联盟、镇村幼

儿园构成的三级网络。一是在除城

区古南街道以外的19个街镇各设立

一所街镇中心园，并改建其中两所

街镇中心园；二是改善7所农村薄弱

幼儿园，提高办园质量；三是在城区

新规划两所公办园，由此完善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幼儿园建起来了，如何达标提

质？綦江区在“整合”上做文章。按

照重庆市幼儿园设置标准，綦江区

教委把办学规模小、质量较差的幼

儿园进行整合编队，集中力量把小

而弱打造成强而精。

据统计，2018年，綦江区公共财

政共投入学前教育经费 4181.58 万

元，较 2017 年增加 213.58 万元。此

外，还设立民办园专项奖补资金，去

年安排58万元用于奖补。目前，全

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89.2%，普惠

率达88.11%，公办园占比达48.25%。

建“1+9+X”模式，促质量均衡

2016 年，按教育督导责任区辖

区范围，綦江区成立了9个学前教育

联盟，采取“分片负责，以园带园，对

口帮扶”方式，实现公办园与附设

园、民办园之间的互惠互利和共同

发展。

面对优质资源短缺这个难题，

綦江区构建了“1+9+X”模式（“1”是

綦江区实验幼儿园，“9”是9个学前

教育联盟，“X”是每个联盟帮扶带动

的弱园），以綦江区实验幼儿园为龙

头，带动9个联盟中心园先发展、先

成长，在师资培训、园本研修、课程

设置、园务管理等方面实现资源共

享和案例复制，并开展送课下乡、定

点帮扶结对、共建共享等活动。同

时，充分发挥9个联盟中心园的辐射

作用，帮扶其余10个街镇中心园、小

学附设园和民办园。

联盟内实行“五个统一”，即：工

作计划统一、管理制度统一、安排活

动统一、质量考核统一、人员调配统

一。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领头

雁，綦江区实验幼儿园通过强化内

部制度建设管理、为师资队伍“强筋

健骨”外，还把跟班学习、送教下乡

等帮扶学习作为联盟重要一课。

实验幼儿园每年都要接纳各街

镇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约1000人

次来跟班学习。每年参与送教下乡

的教师约30人次。“教师学习准备思

考的过程，就是业务提高的过程，这

是双赢。”园长陈安容说。

招专业教师，干专业的事

学前教育发展需要大批专业优

质师资。为此，綦江区加大本专科

层次幼儿园教师的招录培养力度，

每年到高校招聘10名定向培养的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真正实现“让专业

的教师干专业的事情”。

在教师培养上，綦江区实行市、

区、督导责任区、园分级培训模式，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定期

组织保教改革交流活动，推广优秀

的教研成果，重点解决保教工作中

的实际问题，提高教师业务素质，不

断提高保教质量。

在联盟的传帮带下，很多幼儿

园有了“级别”，同时，在教育教学成

果上打破常年沉寂有了声音。打通

镇大罗学校附设幼儿园2017年获区

幼儿园区域活动评比一等奖；安稳

小学附设幼儿园2019年获区幼儿篮

球操比赛乡镇组一等奖。

记者在学前教育科看到，工作

人员正着手制定幼儿园保教常规管

理评估标准，从办园宗旨、课程设

置、保教工作等方面设置细则，并从

幼儿生长发育、动作发展、生活习惯

与生活能力、语言发展、合作交往、

认知以及对美的感知和创造方面设

定评估测查标准。

“下一步，我们将倾力打造学前

教育集团化，把公办附设园从小学

中彻底剥离出来。”綦江区教委副主

任何勇说，目前，在城区新规划的两

所公办园中，营盘山幼儿园即将完

成基础施工，建成后可提供学位360

个，另一个相同体量的新园也在紧

锣密鼓地筹划中。今后，3个教育集

团将形成三足鼎立的良好态势，以

优质带动全区学前教育走向高质量

发展。

据11月17日《中国教育报》

11月17日，东溪镇上书村2组，村民正在田间挖红苕。入冬以来，

我区各地村民纷纷忙着采收已经成熟的红苕，为来年大春生产做好腾

地和备耕工作。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抢收红苕 腾地备耕

“老高，最近怎么样？”

“好哩，前段时间我养了20几只

鸡，这两天卖了 10 来只，还有十几

只。等鸡圈修好了，我打算再养点

鸭子。”

近日清晨，东方刚刚泛起鱼肚

白，古南街道农服中心工作人员张

家平就来到南山村建卡贫困户高师

环家中，了解他家最近的情况，并向

他讲解扶贫政策。

看着眼前修葺一新的房屋和满

脸笑容的高师环，张家平有些欣慰，

“这一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早在数年前，高师环家境还算

不错。然而，妻子的突患绝症，让整

个家庭陷入泥潭。小孩读书、母亲

年迈，家境日渐衰落。而一年前，高

师环突患重病，无法干重活，更让整

个家庭岌岌可危。在村组干部的关

心支持下，高师环申请成为南山村

的建卡贫困户。而当时，前来开展

精准识别工作的，正是张家平。

“我从 2009 年开始接手扶贫工

作，承担着街道建卡贫困户的识别、

退出、产业验收、系统管理等工作，

就是要把好核查验收关，确保扶贫

资金真正用于贫困户。”在扶贫工作

上坚守九年，张家平已经将如何开

展扶贫工作烂熟于心。

确认高师环家庭情况后，同时

作为产业发展指导员的张家平便成

了高师环家的常客。“他经常来家里

给我做产业辅导，喊我积极主动的

搞产业发展，还给我讲医疗政策，真

的很感谢他。”高师环笑道。

除了平时走村入户，张家平的

另一份重要工作就是在每年年底，

做好该年建卡贫困户的退出和新一

年的贫困户的信息识别归档工作。

“这项工作很重要，是开展精准

扶贫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古

南街道共有建卡贫困户 151 户 438

人，在进行资料汇总时，张家平要一

户户翻阅由村里提交的材料，发现

有错误的还要联系同事去村里重新

识别或验收。

转眼又到年底，今年古南街道

各村的识别、退出与产业验收资料

清单已经陆续交到张家平手中，新

一轮忙碌的工作又将开始。“我会一

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做一头脱

贫攻坚战线上贡献自己力量的‘老

黄牛’，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

脱贫。”张家平说。

张家平：做脱贫攻坚战线上的“老黄牛”
本报记者 刘琦

本报讯（通讯员 罗娅）日前，

笔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今年我

区第二批困难企业稳岗返还补贴已

拨付到位，45家企业共计获得返还

资金1066万元。

为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企业稳

定岗位，重庆市出台《关于做好失业

保险支持困难企业稳定岗位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对符合国家和我市

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依法参

加社会保险并足额缴纳 2018 年度

社会保险费、2018年度未裁员或裁

员率低于当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且与其工会组织或职工代表协商制

定稳定就业岗位措施的困难企业，

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返还的标准按

6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50%确定。返还资金用于

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相关支出。

今年以来，区人力社保局充分

发挥失业保险作用，在援企稳岗上

出实招，累计为困难企业发放稳岗

返还补贴1100余万元，53家企业受

益。

另据悉，2018 年度困难企业稳

岗返还申报工作将于今年年底截

止，符合条件还未申报的企业可前

往区人力社保局失业保险窗口申

报。

45家企业领到稳岗返还补贴

“张书记，真心感谢你，感谢社

区，不仅让我参加职业培训，还在家

门口找了一份好工作！”11月12日，

文龙街道新街子社区 54 岁的居民

陈道伟，找到社区党总支书记张鹏

感谢道。

陈道伟曾在綦江锅厂上班。失

业后，他一直闲居家中。“由于年龄

偏大，工作不好找。那段时间，心里

压力特别大。”陈道伟说，社区工作

人员多次上门对他进行心理疏导，

现在工作找到了，心态也平和了。

新街子社区是一个人口较多的

涉农社区。近年来，因为征地拆迁，

辖区征地人员有 2000 余人，其中

1063人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

“就业问题不能拖延。”张鹏说，

如何解决这部分群众的就业问题是

社区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

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新街子社区在破解

拆迁后就业创业的难题上找出口、

出实招、办实事，将党的政治优势转

化为就业优势，以“用工平台+培训

平台、就业扶持渠道+创业扶持渠

道”的“2+2”工作法为切入点，扎实

推动社区居民充分就业。

为快速摸清就业需求，社区组

织召开了院坝会。就业协理员和网

格员挨家挨户走访征地拆迁户，摸

清有劳动能力的拆迁人员底数，并

针对不同就业需求、就业层次的失

业人员，提供“一对一”上门服务100

余次。

紧接着，社区干部、就业工作站

长、协理员和网格员实行分片包干，

走访了辖区 69 家企事业单位和 97

家个体工商经营户，挖掘就业岗位，

并与辖区用人单位达成合作意向，

形成单位供岗位，社区送人才，就近

就地解决就业的良好局面。同时，

收集整理街道开发的公益性岗位，

通过小区公示栏和电话等方式通知

失业群众。

“我们通过走访群众和企业，了

解就业需求和挖掘就业岗位，建立

起‘岗位银行’，确保岗位更具吸引

力，让居民实现充分就业。”张鹏说。

截至目前，新街子社区累计为

征地人员办理就业、失业登记 336

人，免费发放《就业创业证》325个，

并组织征地人员参加计算机、SYB

创业培训等各类培训，促进 162 人

就业。

社区建起“岗位银行”
群众就业不用愁

本报记者 吴长飞 通讯员 韩杨

永葆本色 清正廉洁作表率
（上接1版）要实现“清正廉洁作

表率”的目标，就要表里如一、言行一

致。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是基本的素

养，是对每个党员干部基本的要求，

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做到对党忠诚老

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做老实人，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八

小时内外一个样、有没有监督一个

样。“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群众说的，他们既

看我们的言，更看我们的行。我们要

把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作为政治信仰

来追求，自觉践行“对党忠诚”的誓

言。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少数人，嘴上

大谈清正廉洁纪律规矩，实际上却不

讲规矩、不守底线；有的台上一套、台

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也有的人前

是人、人后是鬼，装得正、藏得深。凡

此种种，虽然是少数人所为，但危害

极大。为政之要，贵在清正；廉洁之

要，重在自律，只有身体力行才是最

有效的示范。像焦裕禄、孔繁森、牛

玉儒、郑培民、杨善洲等党的好干部，

他们既是那么说的，更是那么做的，

他们廉洁自律、一心为民、心口如一

的良好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

样。我们要以他们为楷模，牢记党的

宗旨，自觉践行党风廉政要求，处处

以自己的行动为他人作出示范，切实

肩负起“作表率”的担当。

能否做到清正廉洁，最大的诱惑

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是自己。我

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

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始终

拧紧思想这个“总开关”，筑牢拒腐防

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

政治本色，做到无愧于党，无愧于人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