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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发
展，改变“乡村弱、城镇挤”的现状，
促进义务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
升？1月4日，云阳县副县长杨志奇
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他表
示，云阳县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
育大会和全市教育大会精神，坚持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按照“重投入、
补短板、破难点、挖潜力、保均衡”的
工作思路，扎实有序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办人民满
意教育。

着力构建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保障制度体系

重庆日报：全市教育大会提出，
要全面提高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水
平，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着力
提升政府对教育发展的保障能力。
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杨志奇：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市教
育大会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全县教育系统要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深入领会新时代教育
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
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云阳县将从体制机制入手，着
力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制度体系，促进
义务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云阳建立了县领导包校责任
制，细化工作目标任务，明确时间表
和路线图，实现对137所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包校全覆盖。

同时，云阳不断加大教育经费
投入，近三年全县教育经费总投入
超过60亿元。云阳扎实推进教育
扶贫，年均落实资助资金8000余万
元，资助家庭贫困学生3.8万余人；
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和学前
儿童营养改善计划，涉及学校282
所，惠及学生95705人，2018年下
拨专项资金8948万元；严格执行义
务教育划片招生、就近入学政策，建
立留守儿童关爱机制和贫困家庭子
女、进城务工子女入学保障机制，确
保城乡义务教育学生接受公平教育；
高度重视、大力发展特殊教育，坚持
随班就读与送教上门相结合，充分保
障适龄残疾儿童享受教育权利。

着力补短板、强弱项，
提升要素保障水平

重庆日报：长期以来，农村地区
学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硬件
设施薄弱、信息手段落后的情况，云
阳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杨志奇：针对师资力量不足、硬
件设施薄弱、信息手段落后的现状，
云阳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要素
保障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2011年前，全县专任教师8506人，
缺编率10.3%。2011至 2018年，
通过公开招聘和大学选招等方式，
补充教师3274人，其中补充到农村
学校2604人，占比79.5%。同时，
通过改善生活工作条件，确保乡村
教师进得来、留得住、教得好。

二是加快校舍场地建设。近三
年来，投入14.8亿元，新建云阳实
验中学校、南溪中学等6所学校，新
增校园面积28.13万平方米；投入
4.2亿元，改扩建故陵初中、民德小
学等120所学校教学楼、功能用房
和活动场所，扩大校园面积3.8万
平方米，新增建筑面积12.6万平方
米，新增学位8000个。

三是全面推进教育技术装备工
作。近年来，云阳投入资金1亿余
元，对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功能室和
信息技术设备进行了全面升级；建
成小学科学实验室121间，村校、教
学点综合室124间，初中物理、化
学、生物实验室148间；为全县所有
中小学建成校园网，实现了宽带网
络校校通。

如今，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师资建设、校舍
场地、设备设施等13项指标均达到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要求。

不断提高乡村学校办学
水平，促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重庆日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云阳县下一步有什么计
划和措施？

杨志奇：云阳制定了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三年推进计划，将投入资
金15亿元，围绕突重点、补短板、攻
薄弱，明确阶段性任务，制定时间表、
路线图，清单管理、按图施工，加快建
设一批教育重点工程，努力提高教育
均衡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我们将更加关注小规模学校和
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统一制定建
设标准，力争到2021年，新建改扩
建农村寄宿制学校22所，新增床位
5000个。

云阳还将持续推进城乡学校布
局更加合理化，构建与常住人口增
长趋势和空间布局相适应的城乡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机制，推进乡
村完全小学、初中或九年一贯制学
校、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

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城乡教育资
源配置更加均衡，实现城乡义务教育
学校建设标准、教师编制标准和装备
配置标准“三统一”；探索推行中心校
和小规模学校教师集体教研备课、统
筹排课、走教送教，以及城镇学校与
乡村学校教师定期交流轮岗等方式，
不断提高乡村学校办学水平，促进我
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云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杨志奇：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本报记者 陈维灯

2018年12月25日，城口县河鱼
乡，大雪纷飞。

山林被白雪覆盖，一条蜿蜒的公
路也愈发凸显出来。河鱼乡原武装
部部长、现任乡人大主席施玉友望着
眼前的公路有些出神，“3年多了，说
起那一天，我现在都还激动。”

推动贫困乡建成5条村级公路

施玉友说的是2015年，河鱼乡决
定一次性修建5条村级公路的日子。
其实，这5条村级公路总长不过30公
里，但对河鱼乡而言，意义非常重大。

“那时全乡没有一条硬化路，出
门真的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外面的物资难以运进来，里面
的农产品运不出去。”施玉友说。

城口县人武部政委唐旭东也有
同感。他在2015年担任河鱼乡脱贫
攻坚指挥长后，几次下乡调研，他的
眉头皱得一次比一次紧。

河鱼乡总共4个村1个社区，其
中3个是贫困村，全乡贫困户199户
738人。因地处大山深处，这个贫困
乡连一条硬化路都没有。

“连农民都知道，要想富先修
路。”就在那一年，在城口县人武部的
大力协调下，城口县交委全体班子成
员齐聚河鱼乡，现场踏勘、实地研究，
最终确定提前将5条村级公路纳入
当年修建计划。

5条村级公路开工建成，河鱼乡
的面貌就此发生巨大改变。

时任县交委主任的谭会山感慨，
那恐怕是县交委历史上第一次聚齐
全体班子成员，为一个乡修村级公路
而现场办公。

“说心里话，你作为一个部队干
部，又是外乡人，都这么玩命搞扶贫，
我不服都不行！”私下里，谭会山曾对

唐旭东竖起大拇指。
唐旭东倒是嘿嘿一笑：“我好歹

是河鱼乡脱贫攻坚指挥长，在其位总
得谋其政嘛。”

虽然村级公路立项开工，但唐旭
东却并未感到轻松。因为他心里清
楚，单单为了这几条村级公路的立项
协调工作，人武部上上下下付出了多
大的努力。

“为了乡亲们脱贫，咱们累点完
全应该。不过，要是每一个扶贫项目
都需要单个单个地去沟通协调，那效
率太低了。”唐旭东敏锐地意识到，整
乡脱贫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作为支撑，
只有通过制度扶贫，才能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民兵组织成脱贫攻坚中坚力量

城口县人武部根据实际情况，按
照《重庆警备区部队进一步参与重庆
市深化脱贫攻坚工作方案》要求，建
立了《河鱼乡脱贫攻坚指挥长会议机
制》，定期召集帮扶成员单位以及河
鱼乡主要领导召开指挥长会议，分析
阶段脱贫工作任务要求，研究对策措
施，推进全乡脱贫工作落实。

为解决困扰贫困乡镇的各种复
杂问题，县人武部制定了“现场办公
机制”，即对协调解决难度较大的重
大问题，由县人武部邀请相关部门和
单位，实地调研、现场办公，集中合力
解决。像“两扇门”旅游集群片区立
项和1980万元建设资金落实等重大
项目落地，就是在这一严谨细致的制
度保障下完成的。

“脱贫攻坚不同于一般项目建
设，抓好实施过程中的细节，才是引
导村民脱贫致富的关键。”唐旭东表
示，所有的脱贫攻坚都需要坚强有力
的组织支撑。

河鱼乡武装部、各个村民兵连，
以及分散在各个村社的民兵骨干，就
在此时进入了唐旭东的视野。

“这些民兵队伍是现成的脱贫攻
坚中坚力量，闲置就是浪费。”很快，
县人武部与县委办联合出台《组织民
兵投身精准扶贫工作意见》，决定组
织民兵投身特色产业发展、人居环境
整治、文明乡风培育等“六项行动”。

“如果没有民兵参与，光是乡里
修那些路，就可能要拖多长时间。”河
鱼乡现任武装部长赵维忠举例，农村
修路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环节
是征地，也是一项当地干部提起就头
疼的工作。

但在河鱼乡，这项工作在各级民
兵组织的协助下，进展得异常顺利。
征地拆迁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小事，从
一个侧面展现了各级民兵组织强大
的群众基础和协调能力。

“你们还给我留这一行包谷做啥
子？全部砍了噻！路修宽些，我以后
有车了方便掉头！”这是47岁的贫困
户李明祥在路修到他家门口时说出
的话，让当时修路的工人全都愣了。

彼时，已累计砍伐了他家十几年
的核桃树3棵、即将成熟的玉米200
多株。出于尽量减少损失的考虑，施
工队留下了一行玉米。不曾想，李明
祥却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事后他坚
决不要一分钱的农作物补偿。

民兵突前带领乡亲脱贫

民兵组织的深度介入，迅速推进
了河鱼乡的脱贫攻坚行动。

河鱼乡大店村是城口县人武部
结对帮扶贫困村，地处高山峡谷，人
均仅有几分地。在这样的地方，一般
农业项目很难施展。

曾经，该村的山地鸡远近闻名，
但因前几年无序扩张，加上技术不过
关，村民们并没有因此增收多少，这
让大家丧失了信心。城口县人武部
深度调研后，认为该村山地鸡养殖仍
具有极大潜力，但无论他们如何做工
作，村民们仍心有余悸。

“能不能让民兵带头示范？”经过
详细筛选，县人武部最后确定由大店
村民兵连长汪德云来带这个头。

“我养鸡有些经验，但要说带着
乡亲一起致富，还是有点心虚。”汪德
云坦承，后来得到了县人武部的支
持，他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2015年，汪德云将山地鸡养殖量
增加到了500只；2016年，这一数量翻
了一番后，开始有村民主动找上门。汪
德云趁势聚拢这些村民，成立了山地
鸡养殖合作社。到了2017年，合作社
的山地鸡养殖规模达到了2500只。

村里的贫困户也动了心，但他们
却无力投资入股合作社。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县人武部立即启动相关机
制，协调县林业局的林下养殖专项扶
贫资金，采取贫困户每户补贴1300
元的方式，鼓励其入股合作社。

“先是41户普通村民入股，后来是
46户建卡贫困户入股，到后来全村202
户全部入股。”壮大后的合作社，又根据
当地特点，建立了中药材种植基地，
对不同情况的村民进行产业分流。

“我自己都没想到，到了2018
年，我们合作社的山地鸡养殖规模就
达到了1.3万只！”汪德云兴奋地说。

而比汪德云更兴奋的，是大店村
村支书刘琼。因为在2015年之前，
该村没有任何集体经济，但现在的集
体资产已达30万元。

“河鱼乡每个村或社，都有一名民
兵骨干成为了当地的产业脱贫带头
人。”城口县人武部部长陈钧说，这些
民兵骨干就像战场上的尖兵，带领、帮
扶乡亲们朝着致富方向不断突进。

3年脱贫攻坚，河鱼乡199户贫
困户中已有192户如期脱贫，仅有7
户因为特殊原因暂未实现脱贫。

“不抛弃不放弃，我们的目标是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陈钧表示，
县人武部下一步不仅要彻底消除河
鱼乡的贫困，更要着眼持久增收，带
领乡亲们奔小康。

“民兵骨干成为产业脱贫带头人”
——城口县人武部推动河鱼乡整乡脱贫记

本报记者 陈波

● 城口县人武部
制定“现场办公机制”，
即对协调解决难度较大
的重大问题，由县人武
部邀请相关部门和单
位，实地调研，现场办
公，集中解决。

● 城口县人武部
民兵骨干就像战场上的
尖兵，带领、帮扶乡亲们
朝着致富方向不断突
进。3年脱贫攻坚，河鱼
乡 199户贫困户中已有
192户如期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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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占道经营现象突出都是我市亟
待整治的城市顽疾。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大声吆喝、乱扔垃圾，对市
容市貌和交通秩序影响极大。那么，千厮门流
动摊贩乱象究竟该谁来管？1月14日晚，重庆
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现场：流动摊贩扎推

14日晚6点，重庆日报记者来到千厮门大
桥，发现前来观看洪崖洞夜景的游客已开始聚
集。同时，零星的几个流动摊贩也开始布置摊
位，贩卖商品。

一位女商贩将摊位摆在了靠近桥头的位
置。该摊位约1平方米大小，摆放了数十双手
工织的儿童绒袜，该商贩坐在一旁现场织袜。
不少来往的游客都被形状可爱、颜色艳丽的绒
袜吸引，停下来问询购买。

“我家就住渝中区，一般下午5点就来摆
上，这个时候来吃饭、看夜景的人开始多起来，
一直卖到晚上11点左右。生意好的时候一晚
上能挣到200到300元，不好的时候就只有几
十元。”该商贩称。

记者看到，随着天色渐晚，越来越多的摊贩开
始聚集。到晚上7点左右，千厮门大桥上已经聚
集了20多个摊贩，长约百米。这些摊贩贩卖的既
有糍粑、红薯、水果等食品，也有首饰、编织物等手
工艺品，甚至还有小人书等，种类十分丰富。

由于摊贩们集中在大桥人行道的两侧，而
人行道本身较为狭窄，摊贩占道后显得更为拥
挤。部分地方仅留下一两人宽的通道，导致行
人需侧身或排队通过。

声音：影响城市形象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一方面给行人造成不
便，另一方面则影响了城市形象。”一位年轻游
客认为，景区本来人流量就大，摊贩再来“添
堵”，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特别是不少摊贩甚至站到旁边的车行道
上，身后是来来往往的车辆，十分危险。更有一
个摊贩将三轮车停在车行道上售卖商品，导致
车辆需绕过三轮车行驶。

“每次开车经过这段路时，都特别小心，尽
量靠桥中间行驶，生怕这些商贩突然到车行道
上来。”一名每天早晚要驾车经过千厮门大桥的

市民认为，本来大桥进入隧道段就容易拥堵，摊
贩们再占道经营，无疑增加了拥堵程度，更容易
造成交通隐患。

采访中，不少市民和游客都认为，有关部门
应该加强对景区的监管力度，营造优美的城市
环境。不过，也有部分游客认为能够接受。一
位带着孩子来旅游的游客表示，大桥上增加一
些商业，方便游客随时消费，至于挡道的情况，
只要稍微注意点、让一让就能够避免。

为何在大桥上摆摊？一位摊贩表示，洪崖
洞景区正规的摊位价格较高，一个基本的摊位
每月就要6000元左右，一般的摊贩无法承担，
而大桥人流量大，更适合小商小贩。不过，她也
承认，大桥上摆摊是非法经营，之前也有城管、

交巡警巡查、驱赶，因此大家都是“见机行事”。

建议：明确管理权限

流动摊贩乱象难道没人管？重庆日报记者
在调查中发现，包括城管、交巡警等都进行了一
定的管理。

“前段时间城管管得紧，每天都有人来巡查
几次，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巡查力度很大。这种
时候我们就休息，或者和他们打‘游击战’，看他
们来了就收拾摊铺走人，等他们走了之后再回
来。最近可能因为天气较冷，或者年底事情较
多，巡查力度有些减弱，我们摆摊时间稍微长一
些。”一位摊贩透露，由于常常受到驱赶，因此大
家都有了经验，尽量将物品减少，以便在城管来
的时候随时收拾“走人”。

三轮车流动摊贩则表示，由于当前千厮门
大桥的管理权限比较模糊，因此城管在执法上
也相对比较宽松。像他这种占了车行道经营
的，只有交巡警有执法权，“我之前就被交巡警
收了两辆三轮车，损失惨重。”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千厮门大桥
流动摊贩管理难的一大原因，是该桥目前还处
于管理权限模糊不清的尴尬境地。渝中区城管
委相关人员认为，由于千厮门大桥尚未正式移
交，因此管理权仍属重庆城投集团。而重庆城
投集团方面人士却认为，城投集团不具备执法
权，因此应由市城管委或相关区城管局负责。

此外，流动商贩带来的问题很多，因具体情
况牵涉方方面面，管理起来也相当困难。比如
在执法管理过程中，大部分商贩都习惯“打游
击”，和管理人员“捉迷藏”，即使受到取缔或处
罚，他们仍然会坚持进行流动经营，难以从根本
上进行彻底治理。

业内人士认为，要整治千厮门流动摊贩乱
象，首先必须明确管理责任人。而市场乱象治
理不彻底，经常出现反弹，关键还是缺乏强势有
力的治理和长效管理机制，有关部门要勇于担
当，相互协同配合，切实把整治工作做好、做到
位、做彻底。

千厮门大桥流动摊贩扎堆

影响交通干扰游客谁来管
本报记者 杨艺

我是住在洪崖洞附
近的一名市民。最近，我
发现在靠近洪崖洞景区
方向的千厮门大桥及桥
头上，有不少流动摊贩售
卖商品，有的挤占行人道
路，有的更是占用了机动
车道。

作为一名重庆市民，
希望游客到重庆来，感受
重庆良好的城市品质和
管理服务水平。但流动
摊贩占道经营既影响城
市形象，也给市民和游客
带来了不便，甚至还会造
成安全隐患。这种现象，
该由哪个部门管，又该如
何实现长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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