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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1月30日下午就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
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
全党一定要深刻认识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
巨性，科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目标和重点，推动我
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
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国家强，经
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
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
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
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
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我们
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确保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目标如期实现。

习近平强调，现代化经济
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
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
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
一个有机整体。要建设创新
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市场体系；要建设体现效率、
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要
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
乡区域发展体系；要建设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
系；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
效的全面开放体系；要建设充
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以上几
个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
设、一体推进。

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需要扎实管用的政
策举措和行动。要突出抓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大
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要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
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
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
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
济加强。二是要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三是
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同时协调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四是要
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继续积
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国际交流合作。五是要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
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
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不断提高地位待遇，让教师
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教师才会有更多的荣誉感、责
任感，才能真正成为让人羡慕的
职业。

意见提出：
——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

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
位，明确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
务，强化保障和管理。

——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
效联动机制，核定绩效工资总量
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实际收入
水平，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

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认真落实艰苦边远地区

津贴等政策，全面落实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

——完善学校、个人、政府合
理分担的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障
机制，民办学校应与教师依法签
订合同，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保障
其福利待遇和其他合法权益，并
为教师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

——高等学校在核定的绩效
工资总量内自主确定收入分配办
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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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优秀教师从哪里来？

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
作出顶层设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为培养造就党和人民
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如何破解当前亟待解决的突
出问题、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等作出顶层设计和明确要求。

我国教师队伍总体健康积极
向上，但个别教师违反师德现象
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师道尊严，
影响了教师形象。

为此，意见要求：
——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

实到每个教师党支部和教师党
员，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

——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
制，推动师德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
制度，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完善
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着力解
决师德失范、学术不端等问题。

以师德为要

教师教育是培养教师的关键
环节，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源头活水。

意见提出：
——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
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
师范教育体系。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适

时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
提升师范教育保障水平。

——完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
学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履约任
教服务期调整为6年。

——推动一批有基础的高水
平综合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
设立师范专业。

提升专业能力

教育改革进入深入区和攻坚
期，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是理
顺体制机制的前提。意见抓住问
题要害，聚焦管理顽疾：

——盘活事业编制存量，优
化编制结构，向教师队伍倾斜，采
取多种形式增加教师总量，优先
保障教育发展需要。

——实行义务教育教师“县管
校聘”。深入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实行学区
（乡镇）内走教制度。逐步扩大农村
教师特岗计划实施规模，适时提高
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

——完善教师资格考试政
策，新入职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
格。

——逐步将幼儿园教师学历

提升至专科，小学教师学历提升
至师范专业专科和非师范专业本
科，初中教师学历提升至本科，有
条件的地方将普通高中教师学历
提升至研究生。

——适当提高中小学中级、高
级教师岗位比例。推行中小学校长
职级制改革。

——完善职业院校教师资格标
准，探索将行业企业从业经历作为
认定教育教学能力、取得专业课教
师资格的必要条件。

——严把高等学校教师选聘
入口关，实行思想政治素质和业
务能力双重考察。推动高等学校
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将评审权直
接下放至高等学校。

聚焦管理顽疾

提高待遇地位

本报讯 河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
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于1
月 31 日上午在郑州胜利闭
幕。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执行主席
谢伏瞻、李文慧、徐济超、王
铁、王保存、张维宁、乔新江、
丁巍在前排就座。大会执行
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
瞻主持会议。

陈润儿、刘伟（省政协）、
翁杰明、孙守刚、赵素萍、任正
晓、李亚、孔昌生、许甘露、马
懿、穆为民、胡永生、舒庆、徐
光、戴柏华、何金平、武国定、
刘伟（省政府）、霍金花、李英
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
钱国玉、周春艳、谢玉安、张震
宇、刘炯天、胡道才、顾雪飞等
在主席台就座。

郭庚茂、王全书、尹晋华、
孔玉芳和徐光春、任克礼、范
钦臣在主席台就座。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共有代表935人，出席
闭幕大会的代表911人，符合
法定人数。

上午 9时 30分，大会开
始。会议依次表决通过了河
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河南省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河
南省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
决议、关于河南省2017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
算的决议、关于河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河
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

表决通过各项决议后，谢
伏瞻作了讲话。他说，经过全
体代表的共同努力，河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就要胜利闭幕了。会议
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是一次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
帜、团结奋进的大会。

谢伏瞻说，大会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省人民政府领导班子、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以及河南省出席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
法通过了省人大各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我们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历届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打下的良好基础
上，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不负党中央重托，不负全省人
民期待。

谢伏瞻指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首
要政治任务，就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按照十九大描绘的
宏伟蓝图，汇聚全省人民智慧
和力量，奋力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新时代河南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新时代谱写新

篇章，必须高举伟大旗帜，坚定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
须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
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
须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坚决打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三大攻坚战。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解决人民群众最
期盼、最紧迫、最急需的问题。
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
着，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
局面。

谢伏瞻强调，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要始终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着力加强地方立法工
作、发挥好在立法工作中的主
导作用，着力增强监督工作实
效、切实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
的监督职责，着力行使好重大
事项决定权和选举任免权，使
党委的重大决策通过法定程
序成为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具
体行动，着力加强制度机制建
设、有效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作用。

谢伏瞻强调，全省上下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不懈怠、一往
无前，为谱写新时代河南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不懈
奋斗。

上午10时，大会在庄严
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省十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六项决议
谢伏瞻主持会议并讲话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亚辉 李点 侯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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