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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童颖冰/文 欧
阳海员/摄）11月 6日，全市基础教育重点
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教育大会系列精神，准确把握当前市委市
政府对做好教育工作的系列要求，全面盘
点当前基础教育几项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确保全面打
赢全市教育工作年度收官战。九江市政府
副市长李军讲话，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熊颖通报了我市修水县等5个县（市、区）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检查组反馈情况
并部署安排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教育发
展”考评工作。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厅副主
任黄效兵主持。

浔阳晚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0月 28
日至11月1日，国家督导检查组对我市5个
县（市、区）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工作进
行了实地督导。我市 15个县（市、区）整体
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认定，迈
出了九江基础教育发展的跨越性步伐，载
入了九江基础教育发展的光辉史册。

一、今年后两个月的五项重点

李军副市长指出，当前距离年底收官
只有不到 2个月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
责任大。她就五项重点工作作出强调。

（一）加快中心城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成立加快中心城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定期协调推进中
心城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浔阳
区、濂溪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八里湖
新区等各区要紧扣时间节点，抢抓政策机
遇，迅速行动起来，把学校网点建设、教育
用地保障、高端人才引进等重要工作迅速
列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二）对照时间表，扩充学前教育资源

目前我市还有 51 所幼儿园的建设任
务，都昌县、修水县乡镇数量较多，占了全
市 33%，任务非常重。其他县市区要加快
进度，确保按时完成每个乡镇一所公办中
心园的任务。同时，要鼓励民办幼儿园提
供普惠性服务，支持 65所民办园办成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有效扩充学前教育资源。

（三）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一方面，要针对国家督查组反馈的问
题，及时建立工作台账，做好分类，切实整
改。市教育局、各县（市、区）要建立消除大
班额工作台账，确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
人以上大班额。另一方面，要对照义务教
育发展优质均衡标准，逐项明确措施、推进
时间和责任部门，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四）三三制结合，推进学校美育工作

一是落实三个保障。课程保障、师资
保障，到2020年，各地招聘教师计划要拿出
不少于15%的比例用于招聘美育教师。经

费保障，要设立美育工作专项经费。二是
建好三个平台。特色平台，落实“五个一百
美育工程”。资源平台，建设“九江市学校
体育美育网”。活动平台，定期举办文艺活
动。三是健全三项机制。协同机制，建立
艺术教育援教联盟，联络专业艺术院校、院
团与本地学校开展对口帮扶。评价机制，
将艺术素质测评结果，作为学业水平考试、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监测
机制。将美育纳入中小学品质提升工程、
校园文化示范学校创建范围，定期开展专
项督导。

（五）七路迸发，提升教育高质量发展

各县（市、区）切实提升教育质量，主要
有7个方面：一是落实幼儿园和高中生均公
用经费；二是化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普
通高中班额；三是推进学前教育三项重点
工作（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每个乡镇一所公办中心幼儿
园）；四是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和资源教室建
设；五是配足配齐音体美教师；六是拨付乡
镇教师工作补贴；七是提高职普比及加快
达标中等职业学校建设。

二、促进义务教育迈向优质均衡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熊颖指出针
对督导评估发现的问题，对照国家标准，要
进一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确保义务教育
经费逐年增长，进一步加强教育投入，并向
农村地区和薄弱学校倾斜，教育经费要更
多地投向到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质量提升，
学校配套发展。

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要加大乡镇
学校，特别是小规模学校和寄宿制学校的
建设力度，科学调整学校的网点布局，有效
解决学位不足，校额班额过大的问题。

要进一步加强师资建设，要做好义务
教育学校教师的编制合理定制和动态调
整，重点解决部分地方音体美教师队伍紧
缺的困境，强化农村教师的倾斜政策，完善

多形式、多渠道校长、教师的培训机制，提
高校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切实保障教师
待遇，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
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

要进一步提升均衡发展水平，将工作
重心从硬件建设转移到内涵发展上来，要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以提高质量
为核心，以做好改革为动力，以提高管理水
平为基础，全面实施义务教育质量提升工
程，促进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发展迈进。

要进一步完善教育督导体系，加强督
导队伍建设，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保
驾护航，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办新
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
的基础。

三、提升乡镇公办幼儿园建设

会议对全市幼儿园建设和质量提升工
作进行了督导和部署，截至今年 9月底，全
市共有幼儿园1461所，其中公办园521所，
占比位列全省第二；普惠性幼儿园1097所，
占比位列全省第三，实现了学前教育各项
指标有序提升。

会上，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何明
通报了全市乡镇公办幼儿园建设情况，部
署了下一步建设任务和规范办园行为整改
工作；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市政府教育督导
办主任胡丽红通报了市政府教育督导办对
全市幼儿园办园行为的检查情况，部署全
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迎国检工作。

四、持续改进工作作风

会上还提出要在全市教育系统中大力
整治“怕、慢、假、庸、散”等作风顽疾，积极
倡导“五比五不比”的务实作风(五比五不
比：不比门第比志向、不比文凭比水平、不
比唱功比做功、不比做官比做事、不比奖杯
比口碑)，对自己负责的各项工作做到立说
立行，一抓到底，抓出成效，抓出亮点。

本报讯（邱武飞 曹雪琪）11月 5日上
午，江西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沈华锦处长
一行莅临九江一中，在九江市教育局何明
副局长、市高招办肖斌主任的陪同下，对九
江一中2019年高考报名工作进行检查。九
江市教育局党委委员、九江一中校长万金
陵等热情接待了检查组一行。

据介绍，九江一中高二时就开始通知
学生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处理过期身份证；
对考生资格进行了初步审核，强化了对外
省户口同学的学籍与户籍的审核工作；填
写了《江西省 2019年普通高考在校考生报
名资格审查登记表》；完成了照片的采集工
作。目前学校已经做好了 11月 11日网上
报名的前期准备工作。

检查组强调，一定要特别重视考生报
名资格公示制度，防范和打击违法违规的

“高考移民”行为，确保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的公平公正。

笔者从市教育局获悉，江西省 2019年
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将于 11 月 11-17 日进
行。报名程序分为报名申请、信息采集、领
取密码、网上报名、校验信息、报名缴费和
信息确认7个步骤。其中，网上报名可登录
江西教育网（www.jxedu.gov.cn）或江西省教
育考试院网（www.jxeea.cn）。2018年 11月
23 日前，各报名点集中审核、校验考生信
息。所有兼报艺术类考生以及在各县（区）
招考办报名点申请报名的考生缴纳报名考
试费用时间为 2018年 11月 11-26日，其他
考生缴纳报名考试费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15 日。2018 年 12 月 30 日前，考生需到
现场核对本人的报名信息。

本报讯（彭小喜）10月31日，市第六中
学举行扩建校区工程主体建筑封顶仪式。

当日9时许，各参建单位领导和施工现
场代表登上综合楼顶层，共同启动九江市
六中扩建校区项目综合楼结构封顶，浇筑
最后一罐混凝土。随后市教育局校建办汪
保祥主任一行人登顶俯瞰了主体建筑三栋
大楼的施工全貌、检查了在施工程的安全、
质量及进度，并详细询问了施工中管理人
员配备、劳动力安排、质量控制措施及工程
总体进度等情况，对大家的辛勤工作表示
感谢。汪保祥主任要求：学校在2019年9月
1日前按时交付使用；在抓质量、赶进度的同
时务必做好安全工作。

九江六中校长梁明表示，六中一定做好
工程建设和后期装修的衔接工作，抓工期、
出质量。承建方和监理单位也纷纷表态，一
定确保大楼高质量如期交付。

九江市六中扩建校区项目
主体建筑顺利封顶
明年秋季开学将投入使用

本报讯（刘佳丽）11月 1日，九江市教
育局幼教科蔡亚萍科长率九江市中心幼儿
园、濂溪区第一幼儿园的园长们来到经开
区中心幼儿园指导，鼓励经开区中心幼儿
园保持开园优良态势，努力创办成全省示
范园。经开区文教体工作处处长代仁良、
九江双语实验学校校长李庐清以及园长余
珍珠等领导陪同。

蔡科长一行实地查看了幼儿园的设施
设备和环境，对该园硬件设施、校园环境、园
舍建设等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园内绿地如
何巧利用提出新思路。随后，来宾参观了各
班区角环境创设情况。听取了余珍珠园长
的工作汇报，代仁良、李庐清一致表示，一如
既往全力支持与帮助该园加快发展。

市教育局幼教科来经开区
中心幼儿园指导工作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九江市教育局教
学常规调研组到各校调研，检查评估教学
常规工作。调研组通过听教师的公开课，
深入到教研组与教师们就教研教法开展
交流，查阅了教师教案、听课记录、学生作
业、教师业绩等方式，对学校的教学常规
管理进行了全面、细致地检查与考核，并
对学校继续探索特色办学、精细化管理、
教学教研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11月 5日，在九江外国语学校濂溪校
区和庾亮校区，调研组分成两组在濂溪
校区和庾亮校区分别对 2017-2018 年度
高中、初中教学常规进行专项调研。调
研组肯定了学校办学理念的转变：既重

视课堂教学，又注重学生各项活动的开
展，由过去过于注重成绩转变为对人的
全面培育。

11月6日，在九江三中，检查评估小组
对该校的教学常规工作做出评价：领导重
视教学常规工作，各个教学环节都有明确
的实施目标，而且能够层层落到实处，资料
保管也很齐全；三中领导教学管理注重过
程管理，各个教学环节都有创造性的实施
计划；三中教学常规工作抓住了教学工作
的要点、难点，抓住了教学工作中的主干、
细节；三中有一支整齐的教师队伍，教师水
平层面很高。

11月7日，在九江实验中学，他们分别

听取了 8位教师的随堂课。分别跟执教老
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对执教老师的课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充分肯定了执教
老师的教学基本功扎实，课堂中能准确把
握知识的重、难点，体现高效教学。

11月 8日上午，在柴桑区一中检查指
导工作，专家们认真查看了教师教案、作业
及教师业绩等相关材料，分别听了操华副
校长及赵盼、吴晓明、凌海燕、何静、冯丽
梅、龚代杰、谢远武等 8位老师的课。九江
市常规教学调研组领导、专家对柴桑区一
中教师规范的教案、学生整齐的作业，教师
严谨的课堂、学生良好的精神面貌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

全市基础教育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
推进当前基础教育五项工作重点 提升乡镇公办幼儿园建设

市教育局教学常规调研组到各校专项调研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2019年高考报名工作
将于11月11~17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