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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和大会精神，重庆市万州区教
委主任程宏江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对新时代教育事业的要求，强化投
入，补齐短板，促进教育公平。计划
通过三年时间，构建覆盖城乡、布局
合理、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将公办园的占比提高到全
市的平均水平；努力消除义务教育
阶段“大班额”问题；全力保障特殊
人群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

“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基本解决，将建设近100所公
办园解决“入公办园难”问题

重庆日报：全国教育大会指出，
要着力补上短板，重视发展学前教
育，目前，万州区学前教育发展情况
如何？

程宏江：截至2017年底，万州
区共有幼儿园255所。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达到86.6%，比全市平均水
平高出2.2个百分点。普惠率达到
88.7%，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近12
个百分点。但从公办园占比看，万
州区公办幼儿园占比只有24.7%，
比全市平均水平低了18个百分点。
公办园的幼儿占比只有22.4%，远
远低于民办园的幼儿人数。

所以，总体上讲，万州区的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和普惠率高于全市的
平均水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
题得到基本解决，但公办园的占比、
公办园幼儿的占比这两个数据都偏
低，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重点在“入公
办园难”，尤其是入城区公办园更
难。

重庆日报：那万州区打算如何
解决“入公办园难”问题？

程宏江：我们主要采取三项措
施：第一是科学规划。将幼儿园专
项规划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合理
布局学前教育资源。第二是健全机
制。将城镇小区幼儿园的建设与住
宅用地供应挂钩，凡配建的小区幼
儿园必须全部移交给教育行政部
门，举办成公办园或者公办民营普
惠园。第三是加快建设。万州区将
采取五种方式建设公办性质幼儿园
近100所，包括新建16所，配建18
所，回收16所，回购8所，改建41所。

我们计划通过三年的发展，构
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将公办园
的占比提高到全市的平均水平，缓
解“入公办园难”的问题。同时，我
们还将采取集团办园、城乡联盟、结
对共建等方式，实现优质资源融通
共享，扩大优质园的覆盖面。

义务教育达到基本均衡，
将多措并举化解大班额

重庆日报：万州区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情况如何？遇到难题
没有？

程宏江：近年来，万州区把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促进教育公
平的重要举措，在硬件和软件两个
方面同时发力，目前，万州区已经达
到了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区）的要求。但是，一些问题依
然存在。比如，在教育资源总量方
面，万州区仍有部分学校生均校地、
校舍、体育场馆不达标。在消除大
班额方面，目前，万州区小学大班额
占比由31.6%下降到29.2%，初中
大班额占比由14%下降到13.2%，
尽管其比例有所下降，但幅度较小。

重庆日报：不少区县都存在“大
班额”问题，就万州而言，原因是什
么？准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程宏江：大班额问题的实质是
教育不均衡。从共性来看，其既与
校际之间质量不均衡有关系，也与
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有关系，更与教
育资源的规划和配置特别是教育资
源总量不足有较大关系。从个性的
原因来看，万州区属于半淹城市，老
城区的学校校地狭小，扩建空间受
限；新区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学校
建设有一个时间周期；此外，万州流
动人口数量大。

我们将采取三项措施解决这个
问题。第一，统筹考虑人口结构、学
龄人口变动趋势、计生政策调整等
因素，结合教育资源的现状，调整完
善好中小学校布局规划。第二，采
取补充新建、改造扩建、存量置换等
方式，加快增量扩容项目建设，实施
区域教育资源整合。第三，科学划定
学区，合理调整招生范围，严格规范
招生秩序，杜绝产生新的“大班额”。

加快实现随迁子女入学
待遇同城化，全力保障残疾儿
童受教育权利

重庆日报：本次全国教育大会
上还提到，加快实现随迁子女入学
待遇同城化，重视发展特殊教育等
内容，万州区相关情况怎样？

程宏江：与其他不少区县一样，
万州在实现“加快实现随迁子女入
学待遇同城化”过程中，存在一定压
力。这一方面是容量的问题。我们
每年安排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约
4000人，需要85－90个班的容量
才能安置。另一方面是满意度的问
题。流动人口散落在城市各个片
区，每个片区的教育资源容量又不
尽相同，要提供每个人都满意的学
校压力较大。为此，在工作中，我们
坚持“科学测算、统筹安排、合理调
配”的原则，一是扩大总量，整合资
源。二是降低门槛，简化手续。三
是公办为主，统筹安排，力争确保随
迁子女入学待遇的同城化。今年，
我们就安排了23所城区公办中小
学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重视发展特殊教育”是教育公
平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区有义务
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949人，在
校学生905人，其中随班就读484
人、特教中心就读327人，送教上门
94 人，残疾儿童毛入学率达到
95.36%，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有效
保障。2017年，荣获全国残疾人足
球争霸赛特奥融合组冠军，全国首
届聋人柔力球大赛第一名，舞蹈《高
山流水》荣获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
二等奖。2018年，荣获第四届晋
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第一名，全国残
运会足球比赛特奥组亚军。

万州区教委主任程宏江：

强投入补短板 全力保障教育公平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系列访谈”之八

8月 23日深夜，忠县殡仪馆灯
火通明，杨志刚与家人把母亲背到这
里，住进了一间客房。

两天前，杨志刚的儿子、忠县金
鸡镇傅坝村第一书记杨骅，在扶贫岗
位上突发疾病去世，此时正躺在冰棺
里。“这么多人？”老人问道，杨志刚咬
了咬牙回母亲，“杨骅家老二考上大
学请客，人多。”

奶奶最疼杨骅，家人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让老人见孙子最后一面。
夜深人静，老人迟迟没看见杨骅，有
些生疑。

“大孙子呢？”“他病了。”“我去
看他 。”“ 在抢救！”“ 去抢救室
看！”……杨志刚忍着悲痛，嘴里挤
出5个字，“没……抢救过来……”

空气顿时凝固，在场的人听到
69岁的杨志刚与95岁的母亲的对
话，潸然泪下。

“我要去看他。”老人来到灵堂
前，扶着冰棺看着孙子，瘫坐了下
去。两个小时后，老人才缓过气来，
她拉着孙媳的手说：“你要坚强，大孙
子是为公家走的，光荣！”

可谁知道，在老人46岁那年，她
44岁的丈夫累死在村里水利工地
上，她独自带大了杨志刚三兄妹。

……
9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再次

来到杨骅家。杨志刚聊起了家人，他
的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党员，母
亲是县人大代表，现在儿子又因公牺
牲了。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深厚的忠
孝家风在杨骅身上留下了三个烙印：
勤恳、友善、质朴。

勤恳，当天的事他不干完
不睡觉

“暂时不想吃晚饭，等会去张启
斌家吃。”今年8月20日晚上7点多，
杨骅给妻子李正琼打了个电话。因
为陪杨骅上街为张启斌一家买过东
西，李正琼知道张启斌是他的扶贫帮
扶对象，他不只是去吃饭那么简单。

“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李正琼说。

的确，杨骅并不是真正去吃饭。
张启斌的大女儿张荣梅马上要去上
大学了，他特地去嘱咐她，在大学里
要把时间用到学习上。他再三叮嘱
张荣梅说，她是全家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希望，从接触异性朋友到别去歌城
唱歌等细节都讲到了。

那天，杨骅回到傅坝村办公楼居
住的地方已是晚上10点过。同在傅
坝村驻村扶贫的同事黄建国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在村里的每一个夜晚，
杨骅不是走访村民，就是赶材料，常
常熬到深夜。

“当天的事他不干完就不睡觉。”
黄建国说，每天做什么，杨骅前一天晚
上都要列个表出来，第二天就按照计
划表一件一件落实。有一次杨骅计划
走访袁万成、陈远位等10家贫困户，
因为山路遥远、贫困户们住得分散，直
到当晚10点，他才走访完最后一家贫
困户。“计划不完成，他就不收工！”

事实上，李正琼已经适应了丈夫
熬夜的习惯。杨骅下村扶贫前，是忠
县安监局办公室副主任。经常都是晚
饭热了又热、电话催了又催，杨骅才在
夜里10点过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

“真那么忙吗？”李正琼有些质
疑，好几次跑到安监局去“监视”。但
见杨骅正忙碌在电脑前，她又心疼起
来，“后来，我们都习惯晚上10点吃晚
饭了。”

其实，让李正琼最难忍受的是，
杨骅有时凌晨一两点翻身起床去办
公室加班。杨骅总是说，全县那么
大，安全事故随时发生，不及时通报
信息，安排抢险救援，就会造成更大
的灾害。

杨志刚与杨骅是分开住的。以
前，每到深夜上厕所，他都能看见儿
子房间的灯亮着，就知道杨骅还在加
班。杨志刚说，现在这灯不亮了，儿
子也没了。

友善，不管谁求助他都
不会拒绝

梁兆珊是忠县安监局办公室会
计，与杨骅相处时间多。她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杨骅对人友善，他经常不

忍心拒绝别人。
杨骅先后在县粮食局、县交委路

政大队、县农机局工作过。2010年
调到县安监局，一直负责办公室工
作。他不但熟悉办公文案，也会操作
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出了故障
他还能动手维修。

“他待人友善。”同事秦大金说，
平时哪个科室赶个材料，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让杨骅把关，甚至请他亲自操
刀；谁的电脑、打印机坏了，只要吼一
声，或者在微信、QQ里留个言，他准
能丢下手头的活儿，急忙跑去处理。
秦大金回忆，有一次周末赶材料，结
果电脑出了故障，他一个电话就把杨
骅给叫回了单位。“同事的求助他总
是有求必应。”

杨骅白天帮同事干事，到了晚上
才处理自己的工作。梁兆珊说，他这样
随叫随到，不熬夜才怪。好几次，梁兆
珊看不下去了，她把前来找杨骅帮忙的
同事吼跑了，又回头劝他，要学会拒绝，
自己的事情都干不完，莫去管别人。

杨骅总是笑呵呵地安慰梁兆珊，
“不心慌，做得出来。”他还袒露心声，
“自己大事干不来，这些小事就该努
力多做、做好。”

“杨骅”“骅骅”“杨哥”“骅
哥”……于是，在办公楼里，这样的呼
叫声此起彼伏，随之而来的就是杨骅
的回答“马上到”“立即办”“这就来”。

梁兆珊说，现在偶尔还有这样的
呼喊，可是再也没有杨骅乐呵呵的回
答了。谈起杨骅，梁兆珊的眼睛湿润
了。

其实，杨骅也不是所有的请求都
照单全收。他的朋友曾祥胜，曾经去
忠县安监局营销公务卡，需要加盖安
监局的公章。作为朋友，曾祥胜满以
为杨骅会给他这个面子。结果因为
没有局长签字，杨骅硬是没给盖章，
并告诉他必须按程序办。

“埋怨了一阵子。”曾祥胜坦言，
杨骅话不多，就是一个干实事的老实
人，现在理解他了，“真不敢相信他就
这样走了。”

质朴，许多人不知道
他父亲是县长

“杨县长，你还有个儿子啊？”在

忠县，很多人都知道忠县原副县长杨
志刚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杨志刚说，

“直到他走后，大家才知道杨骅是我
儿子。”

去年3月，杨骅被派往金鸡镇蜂
水村开展驻村扶贫工作。蜂水村党
支部书记彭涛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并
肩工作一年多，自己也是在杨骅去世
后，才知道他是老县长的儿子。

彭涛回忆，村里每次开完会，大
家走后，杨骅就会拿起扫把扫地；食
堂炊事员做饭忙，他就帮忙洗菜、剥
蒜；特别是建设“四好公路”查勘线
路，杨骅是带头钻丛林、攀悬崖，人晒
黑了、皮肤也划破了。彭涛说，杨骅
不摆谱、没架子，像兄弟、如朋友。

“他就是低调、质朴。”忠县安监
局局长岳忠华说，杨骅今年48岁，至
今还是办公室副主任，但他从没因为
职务晋升找过组织。“老县长也没为
儿子在这方面说人情、打招呼。”

“第一次走上讲台发言很激动！”
“没慌吧？讲得好吧？”“不紧张，心很
平静。”“好好干！农村工作适合你。”

“驻村工作是一门新课题，也是我人
生中又一个新起点，我很热爱这份工
作！”“听组织安排，离开蜂水，不搞任
何形式的欢送，去傅坝也不搞任何形
式的迎接。”“谢谢爸爸的教导。”

……
打开杨骅的手机微信，他与父亲

聊的都是工作，讲得最多的就是扶
贫，还有彼此的问候与叮嘱，没有关
于提拔、待遇方面的话题。

“很想再发微信过去，可儿子再
也不会回复了。”现在，杨志刚依然坚
持给杨骅的手机充电、上网，夜深人
静的时候，他就打开手机看着这些聊
天记录。他安慰自己，“就当他一直在
傅坝扶贫吧。”说完，他的一滴眼泪滴
在手机屏幕上，模糊了杨骅的头像。

9月3日，杨志刚与老伴、儿媳带
着被子、食用油等物品前往金鸡镇，
看望慰问贫困户张启斌、刘兴国。杨
志刚说，儿子走了，对贫困户的帮扶
关爱，他与家人还会坚持下去。

9月中旬，中共忠县县委追授杨
骅同志“忠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
在全县深入开展向杨骅同志学习的
活动。

勤恳 友善 质朴

家风留在杨骅身上的三个烙印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扶贫路上，他用生命践行承诺》（重庆日报8月31日5版刊登）后续

◀一个多月过去了，李正琼还坚持天天擦拭杨骅的遗像。
上游新闻 李斌 摄

▲杨志刚（右二）及家人看望杨骅生前帮扶的贫困户。
（受访者供图）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精准扶贫是党和政府实现“两
个一百年”对广大人民群众作出的
庄严承诺，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勇担社会责
任，努力推动精准扶贫信息化工作，
自主研发了精准扶贫系统。自2016
年3月以来，已在河南、湖南、云南、
江西、陕西、安徽6省的55个市县投
入应用，在重庆、辽宁等省的33个市
县试用。目前，中国移动精准扶贫
系统已发展成为成熟的综合政务信
息化平台，全面覆盖近700万贫困人
口，为近40余万名扶贫干部提供信
息化服务。计划在2018年实现95
个市县的落地，服务贫困群众达到
1000万人。

重庆移动依托广覆盖、强连接、
深运营技术及服务优势，与市政府
开展深入合作，以共同发展“大数据
智能化”为愿景，科学打造精准扶贫
大数据平台——全网首个省级精准
扶贫大数据平台（下称“重庆扶贫
云”），为政府和贫困群众提供“精准
扶贫一站式服务”信息化解决方案。

以“大数据驱动”促长效脱贫

重庆移动利用大数据挖掘和关
联信息分析，以实时动态管理机制、
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全景式远程指
挥、智能化资源配置为核心，探索构
筑“大数据驱动”长效脱贫，让政府
的治理与决策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让政务大数据在政府、企业和个人
的服务中创造新价值，助力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7年10月，中国移动精准扶
贫系统入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项目奖评选，12 月，荣获
“2017中国新型智慧城市优秀惠民
案例奖”，并同时被收纳入《2017中
国智慧城市惠民应用案例汇编》。
据悉，精准扶贫系统是中国移动集
团唯一获此荣誉的项目。

在今年7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与国务院扶贫办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在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下，共同
推进精准扶贫的信息化应用，发挥
自身优势，借助业界一流，国内领先
的精准扶贫信息化系统，做好在移

动通信保障、移动互联网覆盖、扶贫
电商、众筹扶贫、社会力量精准投放
等各领域的信息化支撑工作。

首度亮相引发社会普遍关注

2018年8月23日，“重庆扶贫
云”在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大力开

发支撑和指导下首次亮相在渝举行
的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下称

“智博会”），同时在智博会主会场中
国移动展区、市发改委展区、分会场
两江新区“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展
示中心”3个展区参展。3展区以大
数据分析及渝扶通APP作为主体展

示内容，各具特色。如中国移动展区
配以云视讯现场连线深度贫困乡镇
扶贫前线，市发改委展区配以三维高
精度实景扶贫地图参展。

智博会开幕首日，“重庆扶贫
云”就接待了百余名领导、嘉宾及媒
体记者，受到广泛好评。

助力重庆高质量脱贫攻坚

“重庆扶贫云”是重庆移动为重
庆市扶贫办建设的全市唯一官方扶
贫平台。是围绕贯彻国家精准扶贫
的战略思想及重庆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
划做出的具体设计。

平台上接国扶办数据，横向连
接本地行业数据，下集一线应用数
据，建设打造了“扶贫数据管理、项
目资金管理、扶贫数据分析、扶贫空
间地图、可视指挥调度”五大应用系
统以及渝扶通APP，对应实现国家要
求的扶贫对象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
六个精准目标。

平台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大数
据分析精准推送信息至帮扶干部

APP端，利用移动设备便捷更新数
据，实现多部门数据共享，让数据多
跑路，有效解决了扶贫工作中“重复
填表，任务繁重；数据不及时，监管
决策难；部门间缺乏协同平台”三大
痛点。

“重庆扶贫云”拥有三大亮点：
一是对扶贫对象脱贫攻坚实施全生
命周期管理，包含从贫困识别到退
出的精准管理；二是全国首家融合
了三维高精度扶贫地图，实景还原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交通、人文等状
况；三是依托网络覆盖优势，通过云
视讯和渝扶通APP实现了全对象的
位置管理。

平台目前已覆盖全市170余万
名贫困对象，48余万名帮扶干部信
息。平台一期将在今年四季度完成
建设并投入使用，全面助力重庆高
质量打好脱贫攻坚战。

重庆移动“扶贫云”为精准扶贫提供一站式服务

陈柄翰 黄丹
图片由重庆移动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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