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要将乡镇 （街
道）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经费纳
入财政预算、统筹社会
救助专项经费、加大彩
票公益金支持力度、鼓
励慈善资金投入等多
元方式，为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提供经费保障。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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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建设推进会在长沙召开
力争“十四五”末，实现乡镇（街道）都有社工

� � 10 月 17 日， 民政部在湖南
省长沙市召开了加强乡镇（街
道）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
进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加强民政工作和基层基
础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总结
推广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经验。 民政部党组书
记、 部长李纪恒出席会议并讲
话，湖南省副省长朱忠明致辞，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
主持会议。

李纪恒回顾了我国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果，肯
定了各地近年来探索加强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基层民政工作人才支撑和
专业支撑，破解长期制约民政事
业发展的基层力量薄弱这一难
题的做法。

李纪恒指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各级民政部门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民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决策部
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民

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围绕增
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米”，加快建立健全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制度
体系。 力争“十四五”末，实现乡
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村（社区）
都有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社会
工作的作用得到更加充分发挥，
社会工作者地位得到普遍认可。

李纪恒要求，要按照增强基
层民政服务能力和推进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融合
发展思路， 制定完善相关规划，
找准发展路径，加快出台配套政
策。 要将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统筹社会救助专项经费、加大彩
票公益金支持力度、鼓励慈善资
金投入等多元方式，为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供
经费保障。 要抓住社会工作人才
评价、人才培育、人才使用和机

构建设等关键环节，打造一支让
党和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专业人才队伍。 要聚焦社会救
助、养老服务、儿童关爱、社区治
理等民政工作领域，始终把困难
群众生活保障放在第一位，把乡
镇（街道）社工站打造为落实党
和政府爱民惠民政策，落细民政
基层服务的一线阵地。

李纪恒强调，要始终坚持和
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 坚持

专业化发展方向、本地化发展思
路,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将乡镇
（街道）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作为各级民政部门促改革强基
础提质量的重点工程，摆上重要
议事日程， 主动向党政领导汇
报，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形成推
进工作合力； 要建立协同高效、
运转顺畅的推进机制， 为乡镇
（街道）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提供有力保障。

湖南、广东、浙江、广西、重
庆、武汉等 6 个省（区、市）民政
部门和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负
责同志、汨罗市阳光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代表交流发言。 与会代表
还实地考察了湖南“智慧民政”
展厅、长沙市望城区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总站、 长沙市望城区靖
港镇社会工作站。 民政部有关司
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民政厅
（局）、 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有关负责
同志、 社会工作职能处室负责同
志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系统参
加了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我国将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
� �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

《总体方案》提出，要完善立
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
教育评价导向， 坚决克服唯分
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
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
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总体方案》强调，要构建政
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
价体系，建立健全教育督导部门
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
发挥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用。

以立德树人为主线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把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主线，贯穿
于教育评价改革各项任务始终。
以此为原则，《总体方案》提出了
一系列要求：

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幼儿园、中
小学、 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建
立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制度。对
出现严重师德师风问题的教师，探
索实施教育全行业禁入制度。

要通过信息化等手段，探索
学生、家长、教师以及社区等参
与评价的有效方式，客观记录学
生品行日常表现和突出表现，特
别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情况，将其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的重要内容。

要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引导广大家长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成才观。

以五类主体为抓手

教育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
表示，《总体方案》 的基本定位和
考虑是：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主线，
以破“五唯”为导向，以五类主体
为抓手，着力做到政策系统集成、
举措破立结合、改革协同推进。

以五类主体为抓手，就是立
足全局，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推
进， 针对党委和政府、 学校、教
师、学生、社会不同主体，充分考
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不同教育领域和大中小幼不
同学段特点，分类分层研究教育
评价改革思路、 提出改革措施、
明确实施路径，增强改革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

《总体方案》围绕党委和政
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类
主体，坚持破立结合，重点设计
了五个方面 22 项改革任务。

一是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
工作评价。“破”的是短视行为和
功利化倾向，“立”的是科学履行
职责的体制机制，相应提出完善
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
机制、完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
价、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
向 3 项任务。

二是改革学校评价。“破”的
是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
为，“立” 的是立德树人落实机
制，相应提出坚持把立德树人成
效作为根本标准、完善幼儿园评
价、改进中小学校评价、健全职
业学校评价、改进高等学校评价
5 项任务。

三是改革教师评价。“破”的
是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
等行为，“立” 的是潜心教学、全
心育人的制度要求，相应提出坚
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突
出教育教学实绩、强化一线学生
工作、 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
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
性 5 项任务。

四是改革学生评价。“破”的
是以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不科
学做法，“立”的是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育人要求，相应提出树
立科学成才观念、 完善德育评
价、强化体育评价、改进美育评
价、加强劳动教育评价、严格学
业标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7 项任务。

五是改革用人评价。“破”的
是文凭学历至上等不合理用人
观，“立”的是以品德和能力为导
向的人才使用机制，相应提出树
立正确用人导向、促进人岗相适
2 项任务。

构建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
通力配合、协同推进。 为确保改
革取得实效，《总体方案》对组织
实施、贯彻落实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

在加强专业化建设方面，《总
体方案》重点提出了 8条举措：

一是构建政府、学校、社会
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建立健
全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
育评估监测机制，发挥专业机构
和社会组织作用。

二是严格控制教育评价活
动数量和频次， 减少多头评价、
重复评价，切实减轻基层和学校
负担。

三是各地要创新基础教育
教研工作指导方式，严格控制以
考试方式抽检评测学校和学生。

四是创新评价工具，利用人
工智能、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
术，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
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
全要素横向评价。

五是完善评价结果运用，综
合发挥导向、鉴定、诊断、调控和
改进作用。

六是加强教师教育评价能
力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
教育评价、教育测量等相关学科
专业，培养教育评价专门人才。

七是加强国家教育考试工
作队伍建设，完善教师参与命题
和考务工作的激励机制。

八是积极开展教育评价国际
合作， 参与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教育目标实施监测评估，
彰显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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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方案》提出，要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