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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何有凤）9 日
至 13 日，省政府参事周克元一行到
我市就“粤西地区义务教育状况及
存在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昨日上
午，市政府与省政府参事一行举行
湛江教育座谈会。副市长陈云出席
座谈。

会上通报了我市中小学义务教育
工作情况，各级教育部门分别谈了我

市教育发展的意见与建议。据悉，目
前全市中小学校共 2867 所，在校生
153.07 万人，去年全市学前教育三年
毛入园率达 86%，义务教育初中三年
保留率达 9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
率达 90%，基础教育基本普及。近三
年，全市共招聘新教师 5000 多名，师
资队伍不断加强。去年以来，全市共
投入教育装备资金 3.5亿多元，教育装

备持续改善。
周克元表示，近年来湛江市的

教 育 发 展 很 快 ，取 得 了 可 喜 的 变
化。本次调研的目的在于，了解粤
西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现状及面临
的瓶颈，调研组将对有关部门提出
的意见与建议进行梳理，将其纳入
调研报告，以更好地促进粤西地区
义务教育发展。

陈云就我市义务教育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她指出，省政府
对我市教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我市提出教育强市工作以后，
强力推进义务教育发展工作，取得了
良好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市
各级政府要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从
大局出发，攻坚克难，将义务教育发
展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陈宇懿）
9 日下午，市人大联合麻章区扶贫办聘请
专家，深入麻章区湖光镇金兴村，举办了

“送科技下乡”助农增收活动，为该村贫困
户送来了农业科技知识讲座。

来自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的专家向村
民讲解了科学饲养山羊的方法，并教授村
民培植花卉的技术。在讲解过程中，村民
们聚精会神地听讲，仔细记录，有不懂的问
题当场询问。

本次活动是市人大和麻章区扶贫办联
合举办的“科技下乡扶贫技能培训”系列活
动之一。为满足村民渴求知识的需要，市
人大和麻章扶贫办还将不定期开展授课活
动，把实用技术送下乡。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特约通讯员
詹岗琳）近日，广州市萝岗区人社局局
长携同该区 31 家企业共赴对口帮扶地
区廉江市举办面向贫困户的专项大型
招聘会，积极帮扶廉江市转移、输出劳
动力，并和 6 家企业负责人到该局对口
帮扶村簕塘村考察扶贫项目。

据 悉 ，本 次 招 聘 会 达 成 录 取 意 向
513 余人，现场录用 255 人。6 家企业已
落实了 110 万元的捐赠项目。同时，该
区人社局一行还慰问了簕塘村的对口
扶贫对象。

本报讯（记者林石湛 通讯员叶
超）昨日，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召开会
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并就我市交通运输系统如何
加快建设现代化快速交通运输体系等
方面作出了部署。

会议强调，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各
级党组织要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通过深入学
习，让全系统党员干部职工做到思想
有新提高、精神有新动力、作风有新境
界、能力有新增强、工作有新促进。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黄
敏）近日，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召开会
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同时传达学习市委书记刘小
华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要以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动
力，结合土储工作实际，认真谋划明年
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营运预算
方案；加大土地收储力度；科学做好供
地工作；完善和创新机制。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有凤 通讯
员陈雅）昨日上午，省委宣传部讲师团
到市房管局开展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报告会宣讲活动，让房管系
统职工深刻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
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重大意义、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全
面深化改革的谋篇布局和整体方略。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把思想
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上来，结合当前工作，争取房管事业
再上新台阶。

省调研组到我市专题调研义务教育情况

我市基本普及基础教育

9 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我市教育强市工作进展情况，并就各
大媒体所提问题进行解答。据了解，
自 2011年 12月市委市政府提出“全面
启动教育强市工程，力争四年建成教
育强市”以来，各地纷纷加大创强资金
投入，至今已累计投入近24亿元，强力
推进创建教育强市工作，以大决心、大
投入、大变化、大影响取得省督前检查
组专家们的肯定。我市教育工作呈现
开局早、发展态势好、示范效应强的良
好局面。

2013 年，我市承诺创建教育强县
（市、区）2个、教育强镇（街）30个；规划
创建教育强区 2个（坡头、麻章）；教育
强镇（街）37个。目前，我市教育创强
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今年 11月，全市完成创建任
务强区 2个（坡头、麻章），其中麻章待
验收命名；完成创建任务已验收命名
教育强镇（街）19个，其中5个镇（街）完
成创建任务已验收待命名通知。完成
创建任务通过督前检查待验收命名的
镇（街）16个。至今，全市累计完成教
育创强任务的区2个、镇（街）35个。

至今，我市已建成教育强区 3 个
（霞山、赤坎、坡头），教育强镇48个（包
括霞山 10个街道、赤坎 8个街道、坡头
区 2个街道），强区比例占所有县（市、
区）的 30%，强镇比例占全市 121 个乡

镇（街道）的39.7%；另有16个镇（街）已
通过督前检查正在整改待验收，11 个
镇（街）将于近期迎接省督前检查。

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积
极行动起来，认定目标、加强培训、定
期督办、联动推进。市委、市政府多次
召开会议，统筹协调创建教育强市工
作，现场解决重大问题，形成了各职能
部门协调工作和实事实办、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的高效工作机制，构筑学校
工程建设、设备设施购置和立项招投
标“绿色通道”，以时间倒逼进度，以问
责落实工作，把推进学校建设发展的
效果与干部考核的绩效挂钩。

创建教育强市给我市的教育工作
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加大投入，
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质
的飞跃。据不完全统计，创强以来我
市累计投入资金近 24亿元，用于校舍
建设、校园改造、设备添置等基础工
程，使学校的硬件设施得到完善，大大
缓解了学位紧缺的矛盾。

教育创强活动整合了我市教育资
源，扶持了薄弱学校，促进了义务教育
的均衡发展；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促进
了农村学前教育的普及和规范；强化了
学校管理，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位；充
实了设施设备，促进了教学水平和效率
的提高；宣传了教育，使全社会形成关
心教育、支持教育的良好氛围。

实现教育创强工作，必须实现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我市教育创强将坚
定不移地以解决优质学位需求、扫除
大班额现象、缩小城乡学校办学条件
差异、合理调配师资、优化设施设备条
件、规范办学管理为抓手，不断提升农
村基层学校的教育质量，实现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目标。

实现教育创强，当前我市迫切需
要解决资金投入、观念转变、农村学前
教育规范化等三大问题。在资金投入
上，目前我市各县（市、区）还存在着创
强财政性资金缺口大、到位慢的现象，
各地必须要抓紧在财政年度决算前把
规划的资金足额拨付，必须把省财政
的创强奖补资金尽快下拨到位，严禁
滞留。

加强教育创强必须转变观念，部
分乡镇领导和学校领导对教育创强的
认识还比较肤浅，在创强的决心、力
度、改变上达不到要求。

我市农村学前教育的规范化问题
直接影响着教育创强的进度，目前我
市农村学前教育还存在着办园条件较
差、管理不规范、合格师资缺岗、无证
办园等问题，我市将在加大投入完善
条件、培训配备教师、整治无证办园、
实施帮扶提高等方面加以整改。

本报讯（记者郑岚岚 通讯员林
朱年）近日，市畜牧兽医局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把学习三中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
来抓，将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畜牧兽
医各项工作中。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
和建设现代畜牧产业为目标，坚定不
移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积极转变发
展方式，不断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着力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教育强市工作进展

两年投24亿元推进教育创强

见习记者何有凤

投入24亿
教育创强见实效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邓小
奋）近日，开发区团委携手宝钢湛江钢铁
公司在东海岛东简街道青南小学举行了
关爱留守儿童“青南小学·希望家园”揭牌
仪式。宝钢湛江钢铁公司、开发区有关部
门领导出席了仪式。

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青南小学·
希望家园”揭牌。宝钢青年志愿者与留守
儿童进行了一对一结对，双方互系手腕
带，互赠帮扶对信息卡，志愿者们还为留
守儿童赠送了学习用书。

开发区团委为“青南小学·希望家园”
配备了少儿读物1000多册、电子琴、电视、
音响、电脑、体育器材、少先队鼓号等教学
设备。据介绍，“希望家园”是开放综合型
的少年活动场所，它的建立填补了留守儿
童活动场所的空白，成为留守儿童的健康
成长的快乐园地。

仪式后，宝钢湛江钢铁公司安排青
南小学全体师生前往宝钢梦想起航展览
馆参观。

本报讯（记者宋芊霏 通讯员李
蓝珊）昨日上午，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湛江中院、各
基层法院代表共 100 多人，聆听了省
委宣传部讲师团宣讲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

整场宣讲会高潮迭起，精彩纷
呈。宣讲会后，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
习好、理解好、贯彻好党的十八届三中
精神作为今后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要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司法
为民工作的强大动力，进一步推动我
市法院各项审判执行工作和队伍建设
取得新发展。

数说创强

教育创强
办学条件有飞跃

加大力度
促义务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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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湛江一些企业派代表前往湛江火车站售票大厅，为外来务工人员办理春运团体票预订。
当天，湛江火车站启动2014年春运外来务工人员团体车票预订工作。2014年春运从明年1月16日开始至2月24日结束共38

天。据了解，只要达到5人或以上，务工人员就可以到售票窗口办理务工人员团体票业务。
实习生 潘章勇 摄影报道

昨起开始预订外来务工人员
春运团体票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房管系统

市交通运输局

市土地储备中心

市畜牧兽医局

市人大联合麻章区扶贫办

科技下乡到农户

广州市萝岗区人社局组织
企业赴廉江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落实项目促发展

共建关爱留守
儿童希望家园

开发区团委携手宝钢湛江
钢铁公司

已建成教育强区3个（霞山、赤
坎、坡头）教育强镇48个

强镇比例占全市121个乡镇（街
道）的39.7%

强区比例占所有县（市、区）
的30%

全市累计完成教育创强任务的
区2个、镇（街）3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