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先驱地，六千年文明重教风长；三

皇故都城，三川水交汇文脉浩荡。

豫东大市周口素有“华夏先驱，九州圣

迹”之美誉，这里是羲皇故都、老子故里，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博大深邃的

中原文化，肥沃了周口开启民智、尊师重教

的厚实土壤，自古以来文昌武盛、人才辈

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来，周口市把

建设教育强市作为实现周口高质量跨越发展

的基础工程，始终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加快教育现代化，着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截至 2018 年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

4706所，教育人口 231万人，教育人口占

全市总人口的20.52%，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周口教育现象蜚声省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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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育强市 让人民满意
——来自周口教育改革发展的报告

教育体系日渐完备——

协调发展满园春

周口市始终把加快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教育投入，逐步构
建起协调、均衡、持续发展的大格局，教育质量显著
提升。

学前教育更加普惠。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8.2%，
比全省（88.13%）高 0.07个百分点，比全国（81.7%）高
6.5个百分点。

义务教育更加均衡。2012年，小学、普通中学在
校生分别为134.44万人、84.19万人。2018年小学、普
通中学在校生分别为 93.59万人、68.04万人。小学和
初中净入学率均达到 100%，今年，7县 1市将全部通
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评估认定。

高 中 教 育 更 加 优 质 。 高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达
90.61%，比全国（88.8%）高 1.81个百分点。2010年以
来，全市 50多万人升入高等院校，其中，592名优秀学
子被清华、北大录取，特别是郸城一高等一批高中教育
品牌越擦越亮，多年傲视甚至雄霸全省，成为周口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张新名片。

职业教育实现突破。2012年至 2018年，全市职
业院校累计输送合格毕业生 15.61 万人，为企业培训
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2.1 万人。周口技工，西华的
哥，沈丘物流，项城防水，一个个职教品牌享誉全国。
升专、升本工作进展顺利，“周口科技职业学院”成功升
本，更名为“河南科技职业大学”，成为河南省第一家职
业院校本科大学，并圆满完成首届本科招生任务，实现
了周口高等教育里程碑式的历史性突破。

办学条件不断提升——

实现从“有”到“好”转变

“让每一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全市各级各类学
校办学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 2018年中
小学、职业学校校舍面积分别达到1626.17万平方米、
100.38万平方米，在很多地方实现了“最好的建筑是校
园”。

信息化更为教育插上腾飞的翅膀。启动教育信息
化建设 1.0到 2.0转段升级，建设“互联网+教育”大平
台，发动教育发展新引擎，信息化教育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大幅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

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改薄、城镇学校扩容、“两类学
校”建设(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等一系列
惠民惠教工程，城乡办学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尤其是，
大班额比例由去年的 19.31%降到了 15.51%，超大班
额比例由 10.14%降到了 5.02%，全市教育正实现从

“有”到“好”的历史性转变。

投入保障更加有力——

“小财政”办“大教育”

“再穷不能穷教育”。周口作为财政弱市，是典型
的“小财政办大教育”，在财力保障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仍然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全面落实各项政策。

2014年至 2018年，全市历年教育经费支出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均保持在18.78%以上，总额累
计达441.77亿元（不含鹿邑）。

“全面改薄”累计投入资金 30.8亿元，项目覆盖学
校3195所，新增校舍面积154万平方米。

“城镇扩容”五年规划完成项目 243个，累计完成
投资24.1亿元，共计新增学位20.3万个。

周口市教师补贴“提标扩面”，2019年7月1日起，发
放教龄津贴、班主任津贴等1.75亿元，惠及教师8.58万人。

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现连片特困地区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全覆盖，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
好”的局面正在形成。

周口市开展“教育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行动，
学生资助的“周口模式”保障了“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
经济困难而失学”，“教育村长”创出周口特色，确保建
档立卡不漏一人。

2014年以来，累计发放资助资金32.48亿元，惠及
困难学生 275.7万人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残疾
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受教育权利得到有力保障。

教师队伍越来越强——

“师德”“师风”铸“师魂”

兴教必重才，强教先强师。全市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显
著成就。2012年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9.3万人，学历合格
率偏低；2018年达到了10.49万人，小学、普通初中、普通
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94.5%、79.8%和96.9%。

周口市继承和发扬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深入开
展师德师风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最美教师、优秀教
师、文明教师等新时代教育楷模，如郸城一高校长刘成
章当选十九大党代表，淮阳希望小学校长李灵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秋渠一中原校长张伟被评为“焦裕禄式的
好校长”等，明星闪烁、繁星交辉，教师的职业成就感、
幸福感和获得感逐年增加，全市尊师重教的氛围更加
浓厚，成为一道亮丽动人的教苑风景线。

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也助推了体育事业的兴盛。近
年来，周口体育事业发展势头强劲，缤纷出彩。全省第
十三届运动会，中国慈善马拉松、中华龙舟赛等品牌赛
事，让周口体育走向全省、全国的大舞台。中国女排队
长朱婷、奥运拳击亚军张志磊、世锦赛柔道冠军李一清
等，周口竞技体育群星灿烂，周口体育健儿登上了世界
最高领奖台。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区面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学生数
量急剧增加，多数城区学校呈超负荷状态。为不断扩大城区优质教
育资源，大力解决城区入学难的问题，扶沟县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全
面启动城区学校扩容提质工程，提高优质教育资源覆盖率，努力推动
扶沟教育健康发展。

2012年，县政府在县行政新区规划教育园区用地 1384亩，投资 16
亿元，兴建“五校一苑”。“五校”即新县高中，园区初中、小学、幼儿园，
江南实验学校，“一苑”即教师公寓翰林佳苑。目前，新县高中和江南
实验学校已投入使用，增加高中学位 6000 个，义务教育学位 4000 个；
园区初中、小学、幼儿园主体已完工，即将投入使用，可增加义务教育
学位 4860个，幼儿园学位 1080个。原县高中校址改建为寄宿制初中，
已投入使用，增加城区学位 3000个。

2013 年以来，利用下拨资金 3472 万元，自筹资金 1433万元，异地
新建了公办实验小学、金海路小学；投入 1 亿多元，新建了公办实验幼
儿园、改扩建秋实学校。目前，这四所学校均已投入使用，增加义务教
育学位 8300个，幼儿园学位 1080个。

调整老城区学校布局，将二职专合并到职教中心，回族小学整体
搬迁到二职专，投资 748 万元改建了回族小学；将实验幼儿园整体搬
迁到原回族小学，现为桐丘幼儿园；实验幼儿园原校址合并到红卫小
学，扩大了红卫小学规模；利用下拨资金 688 万元，自筹资金 2087 万
元，扩建了扶沟县新村小学。通过扩建回族小学、红卫小学和新村小
学，共增加义务教育学位 1680个，幼儿园学位 510个。

项城教体局坚持党建与教学融合抓、双提升，以党建的高质
量推动实现教育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今年 4 月，按照组织程序对基层党支部进行换届选举，选优
配强各学校支部领导班子。加强对新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
党建指导员的业务培训，扎实做好以案促改工作，强化师德建
设，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组织 1600 名中小学班子成员和财务人
员，分 26批次到项城市廉政基地接受教育。

教体系统先后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党建知识测试，开展“最
美教师”评选 、“我身边的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征集，以及“书香
浸润校园、经典伴我成长”咏读活动等，参加“我为祖国点赞”演
讲比赛，两人分别取得全省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一人在全
国总决赛中被评为“全国十强”。

实施“双培育工程”，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
业务骨干，把党员骨干推上领导岗位。通过学校推荐、理论测
试、演讲答辩、民主测评、外围评判和考核等方式，确定 100 名后
备校长和 100 名市级名师，入选人才库，对入选人员采取跟班学
习、挂职锻炼、外出培养、集中研训等形式，进行多角度培养、培
育，为项城教育未来打好基础。

深入开展“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个岗位就是一份责
任”的党员先锋岗创建活动。局机关党员干部走进乡村，关爱留
守儿童、关爱困难学生、关心困难家庭，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局
事业支部的党员走进学校，走进课堂，帮助教师和学生解决学习
中的困难；广大党员教师潜心育桃李，大爱铸师魂，让党徽在胸
前闪闪发光。

商水总人口 121.4 万，常年外出务工人口 30 万以上，是一个
劳务输出大县。该县坚持把加强职业教育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了《商水县职业教育发展意见》并严格落实。

早在 1997 年，该县便创新思路，开创了周口市乃至全省职业
学校春季招生的先河，实现了在全国职校招生普遍下滑的情况
下，该县职业学校招生逆势飘红的局面，经验在周口市、全省乃
至全国推广。至今，该县职业学校招生人数连续 22 年周口市领
先，对口升学连续 33 年稳居周口市第一，连续多年被评为“周口
市职业教育工作先进县”，荣获“河南省职业教育强县”称号。目
前，全县每年普通高中招生 4800 人，职业学校招生近 4000 人，普
通高中与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职业教育，该县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统筹
专业设置，将位居县城的周口女子职专、卫校、地处乡镇的一职
专、二职专全部纳入统一管理，提高管理效益。四所学校专业设
置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形成了既相互竞争、又协调发展的良好
格局。投资 3亿多元整合四所职业学校资源，实施建设占地面积
300亩的职教中心，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近些年，学生资助工作也成为商水县教育改革的一大亮
点。自 2016 年以来，该县共办理大学生生源地贷款 4.5 万余人
次，发放金额近 3.3 亿元，连续 4 年位居全省第一，贷款催收工作
在全省人数最多的情况下无一例逾期，商水县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连续四年被河南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评为生
源地贷款工作考核优秀单位。

2018-2019 学年度，淮阳县教育系统实现提升教育质量三年
攻坚首年“开门红”。

县实验幼儿园升级改造创建省示范幼儿园，县文正幼儿园
按省示范幼儿园标准建成并已投入使用，人民中学附属幼儿园
等 22 所新建、改扩建幼儿园投入资金 2678 万元，新增学前教育
学位 3600个，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 90%。

通过“全面改薄”、校安工程、教育装备等教育类项目投入资
金 4.23 亿元，改扩建学校 493 所，完成农村寄宿制标准化学校 66
所，全县中小学宽带网接入率达 100%，多媒体教室覆盖率达
85%；投入资金 1.6 亿多元，为 204 所农村中小学建设了餐厅；投
入资金 1645 万元，打造了平安校园；投入资金 1130 万元，为 136
所学校进行了绿化和文化建设；投入资金 4055 万元，补齐了装备
和信息化建设缺口。136 所农村标准化学校旧貌换新颜，66 所农
村寄宿制学校“升级换代”，满足了留守儿童的寄宿需求，一大批
乡村小规模学校“小而优”“小而美”，高标准顺利通过了市级复
核、省级评估验收。

乡村教师补助、乡镇工作补贴、教龄补贴和班主任津贴及农
村困难教职工帮扶计划全面落实。教师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
保障及住房公积金等按上级政策全部落实。

成立了由 40 名县域名师组成的淮阳县名师委员会，承担教
学、教研、科研任务，举办名师论坛、读书会、专题研修报告会等
交流互动，成功申报了 12 个周口市名师工作室，积极开展全县教
师继续教育培训，组织开展优质课的观摩和研讨，收集、推广优
秀教学案例，有效提高了课堂教育教学质量。

2019 年中考 600 分以上达 288 人，优秀率、及格率、上线率明
显提高；高考多项指标进步明显，近 200 名学子取得了 600 分以
上的优异成绩，淮阳中学李申申以裸分 700 分勇夺周口市第一
名、河南省第二名，9 名同学被清华、北大录取，2 名同学被香港中
文大学录取，一本上线 2125 人，首次突破 2000 人大关，上线率由
上年的 16.67%提高到 20.1%，二本上线 6709 人，上线率由上年的
59.32%提高到 63%。

近年来，太康县把“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的工作目标摆在重
要位置，把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保障教育公平、为群众办实事、促
进社会和谐的重点工作，积极鼓励、动员社会爱心人士捐款捐物，支援家
乡教育发展，为企业家搭建捐资助学的平台，营造兴教助学氛围。

自 2013 年全县成立教育基金会，累计收到爱心企业捐款、捐物
940 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2000 余人。每年对考入北大、清华学生给
予 10 万元的奖励，对普通高考前 100 名学生、中招前 100 名学生、小学
六年级、初中九年级班主任分别给予不同奖励，为太康县教育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家乡的教育发展引起了知名人士的广泛关注。许家印先生累计
捐赠 16 亿元支援家乡建设，其中 12 多亿元用于教育事业，捐建了家
印高中、家印中学、家印小学。2018 年，在许家印先生的回乡之旅中，
为进一步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再捐赠 3 亿元新建一所高中，再捐赠 2.5
亿元扩建家印高中。

在县教育助学基金会和许家印先生善举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县
涌动捐资助学热潮。据统计，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全县自筹资金 3600 多万元用于学校小规模建设。各乡镇中心校、
学校更是积极吸纳本村、本乡镇在外成功人士捐资助学。2018 年以
来，老冢、马头、高朗、杨庙、张集、五里口、马厂等乡镇或行政村先后
成立捐资助学基金会，目前全县乡镇、行政村已成立教育基金 49 个，
累计收到捐款、捐物共计人民币 1000多万元。

捐资助学热潮中，涌现出了很多感人事例，马头镇 104 岁的孙李
氏老人，听说学校有困难，在孙子的搀扶下，把平时舍不得花的 200 元
捐给了学校；老冢镇西村村民吴巧云已经 80 多岁高龄，无经济来源，
带着平时积攒下来的 20元钱来到捐款现场……

振兴乡村教育，首在办好“两类”学校。近年来，沈丘县把加
强“两类”学校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作为工作重
点，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优化布局，逐步形成小规模学校、完全小
学、寄宿制学校互补的局面。目前，全县已建成第一批寄宿制学
校 103 所，每个乡镇（办）平均 5所，每个学校规模 500-1000 人，完
全可以满足留守儿童的需要。

提高“两类”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县财政累计投入
5100 万元，改善餐厅设施条件，寄宿制学校全部配备有淋浴房，
有条件学校的淋浴房安装了空调等取暖设施。财政投资 1500 万
元，扶贫办从兜底户、边缘户和脱贫不稳定户中选择符合条件人
员，政府购买服务，安排公益岗位，为寄宿制学校配备宿舍、食堂
管理人员和保安 1100 名。搞好心理健康教育，建立一对一疏导、
心理健康进课堂等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机制，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打造一支具有“四有”要求的乡村教师队伍。采取分流、轮
岗、支教等方式，优化教师资源配置，为农村寄宿制学校配备师
资，提高教师待遇。突出学生中心角色，打造“互联网+教育”农
村特色的寄宿制学校。累计投入 1.1 亿元，完善信息化基础设
施，全县 303 所学校均可实现同步课堂。为“两类”学校量身订制
教研活动方案。实行联片教研、开展名师“菜单式”送教下乡、

“以课代训”，实现城乡学校和区域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办好“两类”学校，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建立“控辍保学”

网格化管理机制，组织 3000 多名教职工走村入户开展大排查；建
立学生数据共享、工作对接、动态管理、研判会商、结对帮扶“五
项”资助机制，投入资助经费 3033 万元，惠及学生 4.5439 万人次；
2019 年生源地贷款办理 9146 人，贷款金额 6956.69 万元，发放资
金到账通知书，资助结果到户入档，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及时掌
握资助结果。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入学，保障 891 名残障儿童接受
义务教育；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级关爱教育网络，累计帮扶留
守儿童 1万多人次。

西华县制订了《西华县创建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工作实施
方案》，今年六月中旬通过市级复核验收后，又召开了“大干四十天、
冲刺均衡县”动员大会，针对反馈的问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每
10 天召开一次推进会，营造了义务教育均衡县创建的强大气场，高质
量完成了市级反馈的整改任务，顺利通过了省级验收和回访督导，目
前正在申请国家认定。

围绕“有学上、上好学、不失学”和“应享尽享，应助尽助”工作目
标，该县建立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生活
保障制度，落实教育资助扶贫政策。2014 年以来，累计资助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前教育保教费和生活补助、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生生
活补助、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助学补助等 1.29 亿元。对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大学生办理助学贷款 1.75 亿元。确保每一个家庭贫困子
女都能享受国家的资助政策。同时按照《西华县义务教育阶段控辍
保学实施意见》要求，全面落实“政策控辍、责任控辍”措施，建立县
乡、学校、家庭三级监管网络，明确“控辍保学”任务，确保义务教育阶
段 6-15岁适龄学生应入尽入；对特殊儿童不能入学的实施送教上门，
确保了每一个贫困家庭子女不因贫困而辍学。

该县依托西华县职业教育中心，引进先进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
不断加大与外地名校的对接交流、合作办学力度，按照专业技能培训
需求购买了专业设备，新建 2 个实践实训教学基地，改建 30 个多媒体
教室，新增 2 个计算机机房、180 台教学计算机，争取项目资金 890 多
万元，用于河南省数字化校园建设、特色专业建设和信息化提升工
程。该县职业教育每年招生均在 1300 人以上，连续多年招生人数增
幅全省第一，本科上线率全市第一。

近年来，郸城县深入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优先发展教
育，郸城教育实现了由“强起来”到“名起来”的飞跃，创造了全省有名
气、全国有影响的郸城教育经验和郸城一高名校。

郸城通过优先教育预算、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创新投融资机制，
千方百计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切实做到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保证
各项教育配套资金 100%落实到位，城镇教育费附加足额征收并全部
拨付教育使用。近三年全县用于教育的财政投入超过 30 亿元，占当
年财政支出的 25%以上，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在周口市率
先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家验收。教育园区内的郸城一高
新校区、第二实验中学、第二实验小学、特殊教育学校等城区学校建
设，政府实行“交钥匙工程”。郸城二高需要扩建，县政府投入 1 亿多
元，郸城二高周边 200 多户居民服从大局，拆掉、规划、建设顺利进行，
书记、县长、主管县长经常到工地现场办公，扩建后的郸城二高校园
面积由原来不足 30 亩扩大至 110 亩。郸城一高整体搬迁之后，位于
中心城区的老校区仍然继续办学校，投资 300 多万对学校进行修缮之
后，实验小学已搬入使用。高标准规划建设高新区学校、商务中心区
小学。累计投资 3.19 亿元，改造农村薄弱学校 620 所，建设标准化学
校。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达到 265 所，“家门口的好学校”越
来越多，乡村学校生源逆势增长。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原则，郸城大力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同时加大高水平高学历教师、偏远
乡镇学校岗位教师、职业学校专业教师、幼儿教师和紧缺学科教师招
考力度，解决教师队伍结构性缺编问题。2012 年以来，每年都招录不
少于 300 名教师充实到农村学校。落实教师教龄补贴、班主任补贴、
农村教师生活补贴等，建设 1000 套教师周转宿舍和 2000 套教育园区
住房。创新培训模式，实行分级、分层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每年开展“十佳”师德标兵和师德先进个人评选活动，树立名
师名校长典型，县财政每年都拨专款对优秀教师和基层教师进行表
彰奖励，全县营造了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全县教师不但爱拼，而且
愿拼，先后涌现出党的十九大代表刘成章、践行焦裕禄精神的好校长
张伟、最美老人侯一风等一批最美教师和道德模范，全省评 40 个最美
教师，郸城王西梅、张永华两人上榜。

近三年，郸城每年高考学生均超过 12000人，80%以上都考上了大
学。被大学录取的考生中，农村家庭孩子占到 70%以上，众多农村家
庭靠教育改变了命运。秋渠乡于寨村，全村 3000 余人，考上一本 124
人，考上本科 311 人，村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本科生。2019 年高考，郸
城 43 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3844 人升入一本，本科生达 9111 人，中
招 600分以上 615人，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办好“两类”学校
振兴乡村教育

沈丘

““家门口的好学校家门口的好学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让每个孩子都快乐成长

项城 党建教学双提升

商水 续写职教新华章

淮阳 三年攻坚“开门红”

太康 捐资助学涌热潮

郸城 教育花开别样红

西华 快马加鞭勇攻坚

城区扩容提质
努力消除“大班额”

扶沟

（周口市教体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