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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报道：
公办学位供给不足、优质教育资源不
足是东莞市教育短板之一。 8 日下
午， 记者从东莞市 2020 年教育工作
会议上获悉，东莞今年将力争完成新
建扩建公办中小学 29 所， 增加义务
教育公办学位 3.36 万个；同时，推进
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加快建设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统一平
台，实现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今年拟新建扩建公办
中小学 29 所

据悉，2019 年，东莞义务教育阶
段户籍学生 31.4 万人， 比 2018 年
增加 8.3 万人，增长约 36%；全市推
动新建扩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85
所， 其中动工建设 48 所、 建成 22
所， 共提供新增学位 2.18 万个。 公
办学位存在较大缺口。 同时，东莞市
园区、镇（街）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以
及公办民办学校之间、 不同民办学
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存在一定差距。

为此，东莞今年将全面加快公办
学校建设。 东莞市教育局拟牵头制定
《东莞市加快公办中小学建设的实施
意见》《东莞市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
准指引》，并配套保障办法、机制和审

批流程图等，会同市相关职能部门进
一步精减审批材料、 优化审批流程，
调动各方资源参与办学，形成加快公
办学校建设的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
提升中小学校建设品质；牵头制定并
落实东莞市公办学校建设行动计划
及 2020 年度建设项目清单， 力争今
年完成新建扩建公办中小学 29 所，
增加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3.36 万个。

公办民办学校实行招
生统一管理

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东莞每
年的“小升初”备受家长关注。 对此，
东莞市 2020 年教育工作会议明确，
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
覆盖， 加快建设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统一平台， 实行公办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统一管理， 实现公办民办
学校同步招生，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的民办学校采取电脑随机派
位方式进行招生。

此外， 东莞将推进中小学校内午
餐午休服务，至 2020 年底实现 70%以
上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有需求的学
生提供午餐午休服务。 推进公办小学
提供“430”课后服务，至年底实现 60%
以上公办小学提供校内课后服务。

今年拟增3.36万个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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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引引领领广广东东前前行行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访谈制制度度自自信信
市委书记马文田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开创特区发展新局面

汕
头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贯彻新发展理
念，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
项，努力做大经济堆头，全力建设省域副
中心城市。围绕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定
位，加快推进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市
主干道、城际轻轨、深水大港等一批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打造汕头高铁站中央
商务区，不断增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集聚
辐射能力。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强化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加强全产
业链招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壮大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做实做强
保税区、 高新区、 华侨试验区等平台，更
好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保障改善民生。 坚持民生是指南针，是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筹办亚青
会为契机，以获评国家森林城市、省节水型
城市和入围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

市为动力，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统筹推进城
市基础设施更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精准脱贫等各项工作，加快
建设区域教育、医疗、文化、商贸“四个高
地”， 全力推进练江流域污染综合整治，大
力开展“洗楼、洗管、洗井、洗河”四洗行动，
全面铺开雨污分流工程建设， 努力打造干
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城乡环境， 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
开以来， 汕头把学习宣传贯
彻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
务抓紧抓实抓好。 该市连续
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和全市
干部大会， 认真传达学习十
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有关会
议精神， 在全市迅速掀起学
习贯彻热潮， 把全市 1.2 万
多个党组织、23.4 万多名党
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 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组织开展新一轮“深调研”工
作，坚决在思想上对标对表、
行动上看齐追随， 奋力推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各项部
署在汕头落地生根、 结出硕
果。 近期，汕头市委书记马文
田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介绍了汕头持续推进学习宣
传贯彻工作的具体部署。

就如何不折不扣地把四
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汕头
各项工作中，马文田表示，汕
头要以高效的制度执行力，
从多个方面不断开创新时代
经济特区发展新局面———

强化政治引领。汕头将紧紧抓住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制度这个国家治理的关键和
根本， 市领导同志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融进血脉、 铸入灵魂，
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引导全市广大干部
群众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契机，加快形成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的长效机制，旗帜鲜
明、立场坚定地落实好党委重大决策、工作
部署和党内各项规章制度，确保把党的领导
落实到治理实践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用好改革开放关
键一招， 主动抢抓“双区驱动”“双核联
动”重大机遇，全面学习借鉴深圳先行示
范区建设和广州推动“四个出新出彩”的
好经验、 好做法， 只要其他地方能做、汕

头自己能定的，就大胆做、大胆试、大胆
闯。着力破解制约汕头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总结推广濠江区行政体制综合改革经
验做法，做活做好“放权强区”这篇文章，
重点围绕创新驱动、 招商引资、 营商环
境、国土规划、土地征收、城乡治理、人才
引进等关键领域，深入实施一批创造型引
领型改革，以改革的不断深化推动有关制
度和治理体系的发展完善。

加强社会治理。进一步建立完善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大力推进法治社
会建设，坚决摒弃“办事靠关系、遇事就
找人” 的陋习， 在全社会培育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治环境。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
略主动权， 建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

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扎实
做好扫黑除恶、 安全生产、 交通安全、消
防安全、防灾减灾等各项工作，确保汕头
改革发展行稳致远。

马文田还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
的过程， 接下来， 汕头将举办专题培训
班，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工

作的重点内容， 分期分批组织集中轮训，
确保把全会精神传达到全市每一个党组
织、每一名党员。 同时，深入开展新闻舆
论宣传，创新宣传方式方法，通过各级各
类媒体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宣传报
道，推动全会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

羊城晚报记者 王漫琪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推进“放权强区”

加快推进交通基建 打造汕头高铁站 CBD

摒弃“办事靠关系”陋习 优化法治环境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爱丽、通讯员
林荫摄影报道：冬季候鸟南飞，广东各
大湿地公园、滩涂等迎来大批候鸟“歇
息”（上图）。 8 日，省林业局在广州南
沙湿地启动“探秘湿地·邂逅候鸟”系
列活动。该局近日还下发通知，要求各
主管部门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工作， 为候鸟
在广东过冬“保驾护航”。

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海丰鸟类省级自然保护
区、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州南沙湿地公园、 珠海淇澳—担

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广东十大观
鸟胜地陆续迎来大批候鸟， 眼下正
是观鸟好时机。

在广州， 作为全市面积最大的
湿地， 南沙湿地公园是候鸟的重要
迁徙路线之一，每年吸引近 10 万只
候鸟来此栖息过冬， 数量占广州市
候鸟总数的 50%以上。

据初步监测估计， 目前飞临广
东的候鸟总数超过 20 万只，种类超
过 300 种。 专家预测，1 月中旬至 2
月初， 飞临广东的候鸟数量将大量
上升，预计达到峰值。

大批候鸟飞临
广东进入

最佳观鸟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