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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教育局做客政务服务热线：

菏菏泽泽三三年年内内至至少少要要建建11000000所所幼幼儿儿园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念东

9月3日，菏泽市教育局副
局长李永强与相关科室负责人
做客政务服务热线，现场接听
群众热线电话，并针对市民较
为关注的问题进行讲解。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现场了
解到，菏泽要用三年(2018—
2020年)的时间新建、改扩建幼
儿园1000所以上，新增幼儿学
位14万个，进一步扩增普惠性
学前教育资源总量，破解“入园
难”、“入园贵”难题。

70%以上教师

充实到农村学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现场获悉，为补齐教师缺口，
菏泽在2016、2017、2018年连续
三年招聘教师4000人以上，
2019年也达到3968人。其中，
70%以上新招聘教师充实到农
村学校，缓解了农村教师紧张
现状。

据悉，由于各种历史原
因，特别是受经济条件制约，
菏泽全市教师队伍数量不足、
年龄老化、结构断层等问题严
重。据统计，2015年，全市教师
空编9000余人，这直接导致不
少学校课程无法开设，不得不
聘用代课教师，不仅带来一系
列管理问题，教育教学质量也
无法保证。

为此，菏泽高度重视教师
队伍补充工作，决定事业单位
新增编制向教育倾斜，用三年
时间补齐教师缺口。2 0 1 6、
2017、2018年连续三年招聘教
师都在4000人以上，70%以上
的新招聘教师都充实到了农
村学校，有效地缓解了农村教
师紧张的现状。2019年菏泽招
聘教师人数也达到了3968人。

此外，为了改善乡村教师
生活条件，菏泽实施了教师周
转宿舍建设，新建、改扩建一

批教师周转宿舍，条件按照“一
室一厅一厨一卫”标准建设，每
个乡镇(办事处)至少建设一处
教师周转宿舍。目前已建设教
师周转宿舍56 . 72万平方米，可
容纳11395人住宿，有效解决了
乡村教师的生活问题，稳定了
教师队伍，激发了乡村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

彻底消除

66人以上超大班额

据悉，自2015年以来，菏泽
累计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227
处，新增学位33 . 53万个，完成
投资107 . 5亿元，彻底消除了66
人以上的超大班额。

近几年，菏泽加大学校建
设力度，投入资金量之大，工程
量之巨，在菏泽教育发展史上
前所未有。通过实施学校建设
工程，全市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学校办学
条件得到了极大提升，为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

据悉，截至2018年底，全市
累计完成“全面改薄”投资105
亿元，建设校舍555万平方米，
运动场820万平方米，购置教育
教学设备20余亿元，全面完成
规划建设任务。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城镇
教育资源的不足日益凸显。自
2015年以来，菏泽大力推动解
决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累
计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227处，
新增学位33 . 53万个，完成投资
107 . 5亿元，彻底消除了66人以
上的超大班额。

在幼儿园建设方面，2014
年以来，全市共新建、改扩建幼
儿园1000余所，新建改扩建面
积7 0多万平方米，投入资金
7 . 84亿元，新增学位12万个，
极大地丰富了学前教育资源，
有效缓解了“入园难、入园贵”
问题，实现了扶贫村学前教育
全覆盖。

此外，为解决特困家庭儿
童、留守儿童等群体的入学问
题，单县博爱学校经验，在全市
各县区均启动了博爱学校建设
项目，全市共规划建设博爱学

校 1 0处，1 0 8个小学教学班
4860个学位、66个初中教学班
3300个学位，规划建筑面积
9 . 6万平方米，运动场地5 . 7万
平方米，总投资2 . 16亿元。预
计年底每县区都能建成一处
面向特困家庭子女及留守儿
童的博爱学校。

三年要建

1000所以上幼儿园

此外，为破解“入园难”、
“入园贵”难题，菏泽要用三年
(2018年—2020年)的时间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1000所以
上，新增幼儿学位14万个，进
一步扩增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总量。菏泽是人口大市，由
于学前教育基础差、底子薄，

“入园难”、“入园贵”依然是困
扰老百姓的烦心事之一，为破
解“入园难，入园贵”矛盾，市政
府出台了《菏泽市第三期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
2020年)》(菏政办字〔2018〕67
号)。

根据《行动计划》，菏泽到
2020年任务要着力扩大普惠性
资源，进一步扩增普惠性学前
教育资源总量，提出科学制定
发展规划，实施城镇幼儿园建
设工程等六大任务，全市三年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000所以
上，新增幼儿学位14万个。

此外，还着力强化对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约束，明确配套
幼儿园投资来源为开发企业
的，实行“交钥匙”工程，由开发
企业无偿优先代建，建成并验
收合格后3个月内无偿交付当
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严
格教师准入制度，到2020年，基
本实现幼儿教师全员持证上
岗。加大财政投入，拓宽经费来
源，每年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
提的教育资金、地方分成的彩
票公益金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中，按照不少于10%比例用于
学前教育。严格执行省定公办
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
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
补助标准，确保2020年前达到
每生每年不低于710元。

菏菏泽泽1133名名教教师师入入选选
省省乡乡村村优优秀秀青青年年教教师师培培养养计计划划

本报菏泽9月5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近日，山东省
教育厅公布了2019年山东省
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
计划人选名单，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了解到，菏泽有
13名教师入选。

菏泽入选的教师分别是
鄄城县富春乡初级中学的陈
冬玲、郓城县张营镇小屯村
小学张艳、牡丹区安兴镇前
屯小学的张英华、鄄城县古
泉街道辛桥完全小学的贾春
艳、单县蔡堂镇辛羊庙小学
的郭玉翠、单县张集镇王楼
小学的时坦、菏泽市定陶区
张湾镇五屯小学的张瑞、巨
野县核桃园镇山西小学的赵
言言、曹县苏集镇龚楼小学

的胡艳梅、曹县桃源镇常岗
庙小学的和莉莉、郓城县张
营镇小屯村小学的张鑫、郓
城县武安镇洪福寺村小学的
孟祥通、郓城县杨庄集镇温
庄村小学的李伟霞。

据悉，为深入贯彻《中共
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全省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精
神，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努力
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乡村教
师队伍，结合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2019
年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
励计划推选工作，经各市遴选
推荐、省级评定等环节，确定
了刘晓等120名乡村优秀青年
教师培养奖励计划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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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小小区区配配套套幼幼儿儿园园需需移移交交教教育育部部门门
菏泽已有21处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完成移交手续

本报菏泽9月5日讯 (记
者 赵念东) 近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
教育局获悉，为有效缓解“入
园难”“入园贵”矛盾，进一步
规范全市学前教育管理，菏
泽发布了《菏泽市城镇居住
区配套幼儿园和无证幼儿园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居住区
配套幼儿园应移交教育部
门，不得办成营利园。目前，
全市已有21处居住区配套幼
儿园完成移交手续。

据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8年9月，山东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东
省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针
对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存
在着应规划未规划、规划不
足、建设不到位、移交和使用
不到位的现象，不能满足适
龄儿童就近入园需求，存在

“入园难”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要求。2019年1月，国务院办
公厅出台了《关于开展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
通知》，对小区配套幼儿园规
划、建设、移交、办园等情况
进行治理作出部署。6月份，
菏泽出台了《菏泽市城镇居
住区配套幼儿园和无证幼儿
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方案规定，配套幼儿园

已经建成，但未依有关法规
政策规定或合同约定移交当
地教育部门的，或开发企业
违规出租、出售办成高收费
民办幼儿园的，由自然资源
和规划部门、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责成开发企业限期收
回，办理所占土地及校舍的
移交及资产登记手续；对闲
置不用的，限期交付当地教
育部门并办理移交手续；对
已挪作他用的，采取有效措
施予以收回，并办理移交手
续。

该负责人称，根据次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了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多次
召开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调度会，细化部门责任，明确
时间节点，大力推进专项整
治工作。目前全市已有21处
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完成移交
手续。

此外，在接下来的工作
中，建立居住区配套幼儿园
前置审核机制。严格落实作
为城乡规划委员会成员单位
的教育部门工作职责，对以
后的城镇居住区开发项目，
将配套小学、幼儿园规划审
批前置，预留教育用地，对不
按照规范配建幼儿园的开发
项目，实行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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