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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成都市获批成为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开展校园足
球改革试验工作。近年来，成都市坚持

“教体结合、分工合作”的传统，为校园
足球的普及和发展打下基础。早在
2013年，成都就成立了成都市校园足
球领导小组，组建了校园足球专家咨
询委员会、教练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

为推进校园足球健康发展，依托
市足协，成都逐步规范了全市参与校
园足球教学的足球专项教师、社会足
球从业人员进校开展校园足球培训，
必须执有足球教练员等级证书，同
时，将校园足球对外交流纳入教育国
际交流计划中。

此外，组织开展各类赛事也是校
园足球的有效驱动。成都市建立小学、
初中、高中完整的市区（县）校三级校
园足球联赛体系，并将足球联赛纳入
中小学体育年度竞赛计划。2016年，教
育、体育两部门出台了成都特色的校
园足球“PTX”联赛体系（P，普及联赛；
X，学生锦标赛；T，提高联赛），以满足

不同水平学生对赛事的多元化需求。
为给足球特长生提供更好的成长

平台，教育、体育部门共同构建、完善涵
盖升学和专业输送的人才培养渠道，包
括在部分区（市）县试点“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小学、初中对口升学制度，以及
在部分“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中试点
招收高水平运动员预备班等。

在课程建设方面，教育部门立足
课堂主阵地，构建校园足球教学体
系，推动足球教学进校园、进课堂、进
活动等，落实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每周
一节足球课，其他学校每月一节足球
课的教学计划。

今年，在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
会中，以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学生为
班底的男足四川队，斩获本届学生
运动会亚军，这也是四川队在中学
生运动会男足比赛中获得的最好成
绩。同样，在本届比赛中，由成都十
八中女足与温江中学女足联合组队
的女足四川队，也入围全国四强。

成都商报记者 许雯 张瑾

加快编制《成都教育现代化2035》，推进实施教育“十三五”
规划，新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国家级教育改
革试点示范项目增至10个，深化全国教育管办评分离试点
改革。加快制定《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主线，以促进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入推进育人
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改革。

教育改革动力持续增强。

公共服务能力切实提升。

加快实施《“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启动
《成都市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公办）布局规划（2017-2035
年）》修编。全年完成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60所，新增学位
4.2万个（比计划新增数提高31%）；新建公办幼儿园160所，
新增学位4.8万个，全市公办和公益性幼儿园学位覆盖率达
86%；11个城建攻坚行动项目完成投资9.8亿元。新增优质社
区教育学校30所，示范社区服务站46个，教育服务功能和服
务体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以以““新人文教育新人文教育””为为旗帜旗帜

青羊教育构建教育
高位均衡化首善区

2017年，成都市教育系统围绕
“学有良教、品质卓越”的目标，加快
推进教育均衡化、现代化、国际化、信
息化“四化联动”发展，通过全市教育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6大项
14小项省委、省政府民生工程及1项
民生实事目标任务。

其中，学前教育全市减免家庭
经济困难幼儿保教费4.99万人，已
拨付资金2.47亿元，完成目标任务
的101%。

义务教育阶段，2017年对全市
132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
费、课本费、作业本费，已拨付资金
10.7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做
到了应免尽免。此外，对3.67万名学生
发放生活补助，已拨付资金4176万
元，做到应助尽助。

职业教育方面，全年共招收中职
学生8.78万人，完成目标107.1%；免除
了18.68万名符合条件中职学生学费，
已拨付资金约2.7亿元。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方面，全
面完成7项资助任务，共资助学生

16.59万人次，已拨付资助金2.2亿元。
“为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
国家助学金”等5项资助项目均超额
完成目标任务，其中“资助2016年级
以后新入学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专
科学生”和“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中职学生”项目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
300%、178%。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方面，持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惠及4.7万人，已拨付
资金约1.4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07.1%。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方面，全年
选派233名教师派往“三区”支教，完
成目标任务的126.6%，已拨付资金约
637.9万元。

此外，成都市教育局还对贫困家
庭在教育方面的特殊困难实行基金
救助。成都市在有扶贫任务的简阳市
设立教育扶贫救助基金，制定了基金
具体使用办法，截至2017年11月底教
育扶贫救助基金累计救助4123人，发
出救助金311.65万元。

民生
工程

关
键
词

全市132万名义务教育段学生
免除学杂费等

校园足球
改革试验区

关
键
词

构建升学和专业输送人才的
培养渠道
中学生男足斩获全国亚军

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
年，是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之
年，也是青羊教育改革发展“基础年”。

回望这一年，围绕成都建设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战略目
标，青羊区教育局聚焦“中优”战略部署，
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以“新人文教
育”为旗帜，以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为动力，
深入构建教育高位均衡化首善区、率先
现代化样板区、充分国际化领航区和深
度信息化示范区，努力争创全国一流学
有良教示范区，先后荣获“全国家庭教育
立德树人实验基地”、“全国青少年普法教
育示范区”、“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优秀案
例”、“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读
书活动20周年先进集体”、“全国敬老文
明号”、“四川省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
体”、“四川省五四红旗团委”、“成都市法
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完善青羊新城教育公建配套
构建新城名校生力军
和优质教育示范带

对于备受市民关注的青羊新城教育
的公建配套情况，2017年，青羊新城已建
成新青苏职中、花园国际清波分校、五幼
清波园区3所中小学幼儿园，同时加快了
草堂小学子美分校、金沙小学同怡校区、
泡桐树幼儿园中坝园区、天府幼儿园黄
土园区、五幼万家湾园区、六幼清波园区、
浣花幼儿园的建设，并科学合理制定新
建校点招生范围计划，加快构建青羊新
城名校生力军和优质教育示范带。

学区内，青羊教育创新探索义务教
育学区制综合改革，扩大学区制试点范
围，推广清波片区学区制改革经验，持
续推行清波片区“初小衔接体验营”，加
强学区初小教师教育教学互动。创新文
家片区互联共赢构建“四维一体”学区
教育新生态，推动了学区中学、小学、社
区、家长整体的联动，举办了中小学跨
学段衔接教育、中小学德育研讨活动、

“在一起，共前行”艺术节等活动，促进
了学区内教育共同体资源互联互通。

不仅如此，青羊区还继续深化青蒲
教育互动联盟，建立了青天教育互动联
盟。与蒲江16所中小学、幼儿园、职业高
中结对，与天府新区11所学校结对，重
点推进树德实验中学（西区）托管蒲江
甘溪九年制学校、泡桐树小学领办寿安
小学2个重点项目，实施定点帮扶蒲江
铁溪建设日间照料中心工程。规划推进
实验小学、天府幼儿园领办实验小学天
府校区和天府幼儿园天府校区。

中学阶段，青羊区制定了中学课
程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树德实验中
学、石室联中西区、文翁实验中学等
学校先行试点，已形成30余门特色精
品课程。完善泡桐树中学选课走班办
学新模式，形成6大类140余门“五彩
人生课程”。石室联中蜀华分校承办

《成都市九年一贯制学校跨学段衔接
教育课程建设蜀华论坛》，推广蜀华
分校初小衔接课程。出台《成都市青
羊区教育局关于开展生涯规划教育
的实施意见》，建立了青羊区生涯规
划 教 育 指 导 中 心 ，形 成 青 羊 区

“STEAM”教育学校联盟、职业生涯教
育学校联盟2个组织。

小学阶段，青羊区聚焦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深化小学课程改革，推进教
育教学“三主”策略，开展“翻转课堂”

“微课”“电子书包”等新教育教学形态。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开展减负
情况监测和检查，开展项目型学习PBL
等新方式优化负担、转化负担。

2017年，青羊区新增培育3所成
都市新优质学校，积极构建区域国学
品牌体系，构建国学常规课、跨学科
国学融合课、行走中的国学体验课等

“123”国学课程。草堂小学4名学生参
加中国诗词大会，展示了青羊学子国
学风采。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冬季特
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青羊5名特奥运
动员斩获5金佳绩。

学前教育阶段，青羊区推动完成
公办幼儿园标准化提升工程项目，新
建、回收3个公办幼儿园。提升公益性
幼儿园点位数，新增3个民办公益性
幼儿园。

国际化教育方面，青羊区有序推
进“外籍教师进校园”招才引智工程，
该区48所学校聘请美国、英国、加拿
大等国家的60余位外籍教师，为开展
国际理解教育提供坚实师资保障，营
造良好外语学习环境。

在国际化项目中，青羊加强中英
校际连线、中华文化驻校大使、DI创新
思维等项目合作，举办东城根街小学
第八届中英文化节暨“STEAM”中英
课程共建活动，组织金沙小学中美
STEAM整合课程研讨活动。组织草小
西区分校和实小战旗分校再赴美国参
加DI创新思维全球总决赛，两校均获
全球创造力奖。依托省市优质国际化
项目，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昆士兰杯《最
美成都》青少年视频风采大赛，该区2
名学生荣获特等奖。实小文苑分校在
2017年香港国际武术节比赛中荣获两

个组别“杨氏太极拳”第一名。课题《区
域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学科渗透的实践
研究》，获得成都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
奖，《从课堂走向世界——国际理解教
育学科渗透实践研究》成果正式出版。

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朋友
圈，青羊区新增境外友好学校19所，接
待来访师生400余人，组织教师赴国
（境）外研修访问490余人。举办“Learn-
ing by doing——国际理解教育研讨
会暨熊猫课程发布会”，推广实践“熊
猫课程”品牌，全面实施“熊猫课堂”计
划，依靠“中华文化驻校大使”，将“熊
猫课程”向国际友好学校分享推广。联
合主办“家在成都，诗意青羊”，向外籍
家庭传播青羊教育文化品牌，联合举
办“中澳文化交流画展”。还受邀在亚
洲教育论坛、都江堰国际论坛、陕西榆
林教育国际化论坛作经验交流。

全面实施“熊猫课堂”计划
将“熊猫课程”向国际友好学校分享推广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青羊
区加强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培训，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组织参加2017全国新
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4堂优
质课均获一等奖。

不仅如此，青羊还开展了创新教
育实验，实施创新教育联盟，创新课
程实验试点校建设，4所中小学新增
入创新教育实验学校联盟，目前，项
目实验学校已达到16所。同时，区域
内还组建了16人的区机器人学生代
表队，开展学生自主学习STEM教育
试点，组织开展青羊区机器人竞赛项
目、DF开源硬件使用等项目专项培
训，加强了创新教育专项师资力量。

同时青羊扩大了未来学校、数字

校园的试点，推进6所成都市未来学
校建设工作，形成“3+3+7”（3所市级
示范校，3所市级试点校，7所区级联
盟校）梯度发展格局，推进4所成都市
数字校园试点校评估。

此外，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青羊
区构建了教师发展关爱体系，研究、完
善教师待遇综合保障提升机制，保障教
师教书育人获得感。围绕“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教育主题，开展强化教师思想
政治教育、法治教育、师德教育、内涵教
育、教育教学等“五大专题活动”，提升
教师政治素养、法治素养、职业素养、人
文素养、专业素养等“五大核心素养”，
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组织“国培”“省
培”“市培”16个教师培训项目，393人次
参培提升。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制定中学课程改革三年行动计划
已形成30余门特色精品课程

开展创新教育实验
创新教育实验学校联盟新增4所中小学

成都加快编制《成都教育现代化
2035》，推进实施教育“十三五”规
划，新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
验区，国家级教育改革试点示范项目
增至10个，深化全国教育管办评分
离试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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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青羊区“熊猫课程”正式发布，会上青羊区教育局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熊猫课程”发布会现场，哈佛大学美国
人文与科学学院教授侯曼·哈洛尼为
“熊猫课程”点赞

成都今年完成成都今年完成
新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改扩建中小学校6060所所
新增学位新增学位44..22万个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