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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有偿（违规）补课”
亮剑
我市教育体育系统着力做好整治在职教师有偿（违规）补课工作

暑期来临，涉及在职教师有偿（违
规）补课问题的投诉开始呈上升气势，为
严明纪律，落实责任，积极营造风清气正
的教育环境，着力提升教师队伍形象，维
护教育体育系统的社会声誉，近日，市教
育体育局就做好整治在职教师有偿（违
规）补课工作提出要求。
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
想，切实增加做好整治工作的自觉。去年
暑期，全市召开了整治在职教师有偿补

课专题会议后，市教育体育
局强化工作举措，加大了查
处力度，查处了 7 名教师违
规补课问题，其中 2 人受到
行政警告处分，其他教师分
别给予扣奖、调离市区学校
等组织处理。同时，发出通
报 5 起，在职教师有偿（违
规）补 课 问 题 得 到 明 显 遏
制。临近暑期，涉及在职教
师有偿（违规）补课问题的
投诉开始呈上升气势，有的
教师已开始谋划暑期的补
课，微信、电话联系，班上动
员统计，花样繁多。为此，各
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做好整治
在职教师有偿（违规）补课工作，是关乎
教育体育系统的社会声誉，关乎教师队
伍良好形象，关乎百姓民生关切的重大
工作。当前，各级纪委对于教育领域人民
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高度关注。今年，市
纪委开展了“六大专项”整治行动，其中
之一就包括了整治在职教师有偿（违规）
补课工作，各学校务必要高度警觉，进一
步统一思想，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落实主

体责任，实打实、硬碰硬做好整治在职教
师有偿（违规）补课工作，以“零容忍”的
态度向有偿（违规）补课“亮剑”，切实解
决当前学生和家长关注的突出问题，维
护好优良教育行风。
二要进一步强化工作举措，坚持问
题导向，以钉钉子的精神抓整治。要强化
教 育 宣 传 。各 学 校 要 利 用 学 期 结 束 之
际，及时召开全体教师大会，组织本单
位全体教职工认真学习《教育法》
《教师
法》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
法》
《关于违反师德建设“四条禁令”的处
理办法》
（启教发〔2018〕 6 号） 等有关
规定，组织全体教师签订自觉抵制有偿
（违规） 补课承诺书并存档备查，学校
要发给学生家长一封信，告知市教育体
育局有严禁有偿 （违规） 补课的要求，
形成整治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
境。校长要与本校因有偿 （违规） 补课
被投诉过的教师重点进行提醒谈话，使
用相片或视频等方式存档备查。全面营
造整治氛围，要让全体教师真正做到心
中有敬畏，做事有规矩。

要强化督查工作机制。各学校要制
定本单位切实可行的巡查工作机制，进
一步完善本单位的“整治有偿补课巡查
小组”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
尤其是在暑期期间，各校的督查组每周
至少巡查 2 次以上，并要做好巡查记录，
同时将每次巡查的照片或视频存档，以
接受市局的检查。市教育体育局也将通
过明查暗访的方式强化督查，尤其是对
群众投诉举报的加大查处力度，一经查
实，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理。
三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
体责任，以勇于担责的态度做好整治工
作。各校要切实履行专项整治主体责任，
成立整治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违规）补
课工作领导小组，做到分工明确、部署到
位、校长为整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其他人
员要各负其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各校要完善师德考核机制，对违规违
纪的教师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在整治
工作中，市教育体育局将加强督促协调。
对工作进展迟缓、推进不力、群众反映强
烈、存在问题隐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
的，将对学校领导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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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育系统开展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近日，全市教育体育系统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活动，要求各学校落实好值班制度，由值班领导带
队，结合实际，对照《学校安全风险和责任清单》，细化
排查内容，再次开展“拉网式”检查，整治各种安全风险
隐患。
市教育体育局成立了教育体育系统安全生产大整
治专项工作督查小组，组长由局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
由分管领导担任，办公室设在局保卫科。督查小组将不
定期地通过明查暗访、突击检查、随机检查、综合督查、
“回头看”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指导和责成解决问
题。对工作不力、措施不实、整治效果不好的将及时通
报、责令整改。

我市教师在南通市教师演讲比赛中
斩获佳绩
7 月 5 日上午，南通市中小学中青年教师第三届
“行知伴我成长”演讲比赛在通师高专举行，各县市
（区）教育工会选送的 23 位选手参加了比赛。
选手们用鲜明的观点、生动的事例、真切的情感、优
美的语言，
展示当代教师的良好精神风貌。
经过激烈的角
逐，
我市教师不负众望，
拔得头筹。
城北幼儿园陆昭榕老
师斩获特等奖第一名的好成绩，
她将代表南通市赴省参
赛，
南苑小学城南分校陈姣言老师荣获一等奖。
这次演讲比赛，对教育和引领广大教师以陶行知
先生为楷模，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推动教育事业改革与
发展，
势必产生积极的影响。

江苏为教师送上“政策红包”
出台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新规
为解决“唯学历”
“唯论文”
“唯升学率”等教师职称
评审中的突出问题，江苏近日出台新规，为我省 75 万名
中小学教师和 4.25 万名中职教师送上
“政策红包”
。
打破“唯学历”倾向。新规明确取消教师获得规定
学历后重新计算任职年限(资历)的规定。新规还解决了
以往中小学教师所学专业、教师资格证学科和所教学
科均需一致才能申报职称的问题，改为要求教师资格
证上的任教学段不低于职称申报学段。
打破“唯论文”倾向。帮扶学困生、优化学生品
格等实绩实效可替代论文。江苏要求严格将班主任工
作经历作为申报评审高一级职称的必备条件，同等情
况下优先考虑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和近五年课时量多
的教师。
加大乡村教师政策倾斜力度。新规明确各地在推
荐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人选时，乡村教师不得少于 10%。
如果在乡村中小学任教满 30 年，可不受指标限制。

“寻根”之旅
“补钙”之行

·教育动态·

7 月 1 日至 5 日，我市教育体育系统选
派 44 名党员干部赴井冈山所在的江西干
部学院开展党性修养专题培训班。

感悟信仰力量 扛起时代担当
——我市教育体育系统党组织书记党性修养专题培训活动综述
岁月见证初心，时间砥砺信仰。感受
使命的力量，就要到开始的地方。7 月 1
日至 5 日，市教育体育系统党组织书记
一行 40 多人，在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赵凯
旋和教育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施
洪飞的带领下，前往井冈山红色教育基
地，开展党性修养专题培训活动。
7 月 1 日上午，在江西干部学院的会
议室里，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培训拉开了
帷幕。赵凯旋要求学员们提高思想认识，
坚持学以致用，严格培训纪律。副院长谢
彦波介绍了江西干部学院的简况，对学
员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将班旗
郑重地交到了学员代表手中。
隆重的开班仪式后，学员们立刻投
入到学习之中。讲座《井冈山斗争和井冈
山精神》将学员们的思绪带进炮火纷飞
的 1927 年，当年红军战士前仆后继不怕
牺牲的英雄气概，让学员们对中国革命
历史的艰巨性、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也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
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

字字句句皆箴言。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里，
学员们庄严
地迈上象征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和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的 109 级台
阶，满怀敬仰之心、崇敬之情，敬献花篮、
默哀肃立，倾听着现场教学的讲述，面对
着吊唁大厅中铭记的 15744 名烈士、伫立
的一块无名石碑，
思绪万千……一个个动
人的故事，
一处处感人的细节，
杜鹃啼血、
红土凝魂，
许多学员潸然泪下。
学员们跟随当年革命队伍的足迹，
登上黄洋界哨口，群山奔涌、白云腾谷的
万千气象中，如今虽已看不见战旗飘动，
听不见炮声隆隆，但身旁的炮台和身后
的纪念碑，依然警醒着后人不要忘记，也
不能忘记。
肃穆、宁静的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幽
幽地倾诉着当年 130 多位重伤员被活活
枪杀的愤怒；仰望八角楼天窗里照射下
来的阳光，学员们仿佛看到了清油灯下
一个奋笔疾书的高大背影，在这里，毛主
席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指明了中国革
命胜利的道路。

茨坪、大井毛泽东故居、红军老战士
曾志墓、红军挑粮小道……学员们一路行
走、
倾听，
一路感受、
思考，
深刻理解这座革
命的山、
战斗的山、
英雄的山、
光荣的山。
忆
往昔，
岁月峥嵘。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
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点燃了革命
的星星之火，
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成功
之路，
培育出薪火相传的井冈山精神。
此外，还有像龚全珍、杨洁如这些党
员楷模，黄力力、罗海曦、石草龙、甘红梅
这群质朴忠诚的红军后代，
张志敏等基层
先进优秀青年典型人物，
在他们身上，
学员
们看到了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
也
真切地感受到井冈山精神代代传的坚强力
量。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凝结出来的
井冈山精神，
积淀了党的崇高精神追求，
蕴
含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
彰显着党
的本色风骨，贯穿着党的宗旨立场。
4 天的培训，高屋建瓴的理论讲座，
身临其境的现场教学，催人泪下的对话
访谈，深入人心的互动体验，形式多元、
内容丰富，给每位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 7 月 4 日上午的结班式上，折桂中学周

勇和实验幼儿园吴珏华两位学员代表作
了发言，副市长唐海兵对本次培训进行
了总结，并就如何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
神、在新的起点上做好教育系统基层党组
织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守住绝对
忠诚之心，做政治坚定的表率；二是守住
勤政为民之心，当服务群众的榜样；三是
守住务实进取之心，争干事创业的先锋；
四是守住清正廉洁之心，
立严以律己的标
杆。
他勉励学员们要全面传承和发扬革命
优良传统，在干事创业中注入革命精神，
在责任担当上凸显革命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开拓创新、奋发有为，
推动全市
教体事业勇攀高峰，
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
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这滚烫的
二十四字井冈山精神使学员记忆深刻，
他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收获满满，接受
了红色洗礼，提升了道德境界，升华了党
性修养，在日后的工作中，真正把井冈山
精神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去，努力为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奋斗。
（焦长宝 吴珏华）

致高一新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
你好！
即将要进入富有挑战的高中阶段学
习，这时的你，肯定对未来充满憧憬，但
你是否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为将来的学
费、生活费发愁？假如有这方面的担忧，
请你放心，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
难而失学，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无论
你选择接受普通高中教育还是中等职业
教育，国家资助政策都会帮助你顺利入
学、完成学业。

如果进入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
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残疾学生，还可以
享受国家免学杂费政策。
如果进入中等职业学校，一至三年
级的在校生都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涉
农专业学生和其他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此外，从今年
秋季学期开始，国家将在中等职业学校
设立国家奖学金，如果你品学兼优、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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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众，
就有希望申请获得。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叮咛你一句，一
定要擦亮眼睛，警惕打着发放奖学金、助
学金旗号的电信诈骗，一定记住“天上不
会掉馅饼”。如果你对资助政策有疑问，
可以向学校老师请教，可以向你所在县
（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也可以
关注“中国学生资助”、
“ 江苏学生资助”
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中 心 的 网 站（http://www.xszz.cee.edu.
cn）查询。

希望你读完这封信后，能够和自己
的家长分享一下，也让他们了解国家的
学生资助政策，不再为你的
上学费用担忧。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
民族的未来。预祝你在学习
江苏学生资助
拼搏中健康成长，预祝你的
未来充满阳光！
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9 年 7 月
（扫码看更多） 中国学生资助

●6 月29日上午，
市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市教育体
育局及教师发展中心等相关单位工作动员会召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切实增强党
员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连日来，教育系统各党
支部相继组织举办形式各异的主题党日活动。

●7 月 4 日至 7 日，为期 4 天的 2019 年世界沙滩
排球巡回赛（启东站）圆满落幕，启东中专高职部学
生积极参加沙排志愿者活动，
获得赛事组高度肯定。

●6 月 30 日下午，我市 2019 年少儿珠心算比赛
在陈尚义小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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