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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府办发〔2017〕109 号

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印江自治县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

《印江自治县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 年）》

已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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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江自治县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

为促进我县学前教育快速、持续发展，全面提升学前教育质

量，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

意见》（黔府办函〔2017〕107 号）文件，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思想

坚持公益性、普惠性原则，进一步加大投入，注重规划，缩

小城乡、区域差距，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体，

全力构建广覆盖、保基本、兜底线、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着力提高幼儿园教育

质量，促进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全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5%以上，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9%以上。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园体制逐步

理顺，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基本建立，幼儿园运行保障能力显

著增强。幼儿园教师配备和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初步建立，师资力

量进一步加强。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监管体系基本形成，办园行

为普遍规范，“小学化”现象基本消除。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

本、兜底线、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二）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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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新建公办幼儿园 3 所,改扩建幼儿园 1 所，新增

幼儿专任教师 82 名，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覆盖率达 81%以上，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4%以上，创建县级示范园 5 所。

2018 年度：新建公办幼儿园 3 所，新增幼儿专任教师 82 名，

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覆盖率达 84%以上，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以上，创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1 所、市级示范性幼儿园 3 所、

县级示范园 5 所。

2019 年度：新建公办幼儿园 2 所，改扩建幼儿园 1 所，新

增幼儿专任教师 65 名，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覆盖率达 87%以

上，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以上，创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1 所、

市级示范性幼儿园 2 所、县级示范园 4 所。

2020 年度：新建公办幼儿园 3 所，新增幼儿专任教师 65 名，

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覆盖率达 89%以上，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到 95%以上, 创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1 所、市级示范性幼儿园 1

所、县级示范园 1 所。

三、各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2017 年度：

（一）招生目标

完成 4810 人的招生任务，在园（班）幼儿达 13808 人。

（二）幼儿园建设

1.投入资金 1516 万元，新建 2 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印江县

第四幼儿园、朗溪镇中心幼儿园）和提质升级 62 所山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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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园舍 7164 ㎡，分别购置设备设施 2 套，基本配齐必备设备

设施，确保 2017 年 8 月底前竣工并投入使用。

2.投入资金550万元，扩建1所幼儿园（木黄镇第一幼儿园）。

（三）师资队伍建设

1.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幼教专业教师 82 名，充实到公办幼儿

园和山村幼儿园。

2.继续实施幼儿教师“五年一周期”轮训工作，投入教师培

训经费 35 万元，完成 150 名公民办幼儿教师培训、15 名园长培

训以及 82 名新招聘教师上岗培训任务。

（四）学前教育管理

1.创建 5 所县级示范园（县第二幼儿园、木黄镇第二幼儿园、

县第四幼儿园、合水镇幼儿园、刀坝镇幼儿园）。

2.完善学前教育集体化办园暨学前教育教研责任区工作方

案，扎实推进学前教育集体化办园暨学前教育教研责任区工作。

3.完成 62 所山村幼儿园建设提质升级工作。

4.完成 6 所普惠性幼儿园的认定工作，对民办幼儿园进行办

学水平评估，依法取缔非法举办的民办幼儿园。

5.召开全县学前教育工作现场会，进一步推进全县学前教育

工作，让相对滞后的乡镇学有对象，赶有目标。

6.坚持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年检制度，并加大对整改意见落实

情况的督查，进一步规范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学行为。

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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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目标

完成 4850 人的招生任务，在园（班）幼儿达 13620 人。

（二）幼儿园建设

投入资金 1210 万元，新建 2 所公办幼儿园（县第五幼儿园、

罗场乡幼儿园），新建园舍 6228 ㎡，分别购置设备设施 2 套，

基本配齐必备设备设施，确保 2019 年 8 月底前竣工并投入使用。

（三）师资队伍建设

1.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幼儿教育专业教师 82 名，充实到公办

幼儿园和山村幼儿园。

2.投入教师培训经费 40 万元，完成 160 名公民办幼儿教师

培训、20 名园长培训以及 82 名新招聘教师上岗培训任务。

（四）学前教育管理

1.创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1 所（县民族实验幼儿园）；创建

市级示范性幼儿园 3 所（县第二幼儿园、木黄镇第二幼儿园、县

第四幼儿园）；创建 5 所县级示范园（沙子坡镇幼儿园、洋溪镇

幼儿园、杨柳镇幼儿园、朗溪镇幼儿园、红黄蓝幼儿园）。

2.开展幼儿园保教常规工作检查，大力整治幼儿教育“小学

化”，确保幼儿教育健康发展。

3.完成 3 所普惠性幼儿园的认定工作,开展学前教育资金使

用情况督查，规范普惠性幼儿园收费行为。

4.总结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试点工作成果，召开经验交流总

结会，深入实施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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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坚持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年检制度，强化整改意见落实情况

督查工作，规范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办学行为。

2019 年度：

（一）招生目标

完成 4900 人的招生任务，在园（班）幼儿达 13720 人。

（二）幼儿园建设

1.投入资金 1060 万元，新建 2 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县第六

幼儿园、刀坝镇第二幼儿园），新建园舍 7164 ㎡,分别购置设备

设施 2 套，基本配齐必备设备设施，确保 2020 年 8 月底前竣工

并投入使用。

2.投入资金 550 万元，扩建 1 所幼儿园（天堂镇幼儿园）。

（三）师资队伍建设

1.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幼儿教育专业教师 65 名，充实到公办

幼儿园。

2.投入教师培训经费 45 万元，完成 180 名公民办幼儿教师

培训、25 名园长培训以及 65 名新招聘教师上岗培训任务。

（四）学前教育管理

1.创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1 所（县第四幼儿园）；创建市级

示范性幼儿园 2 所（县第四幼儿园、缠溪镇幼儿园、红黄蓝幼儿

园），县级示范园 4 所（县第三幼儿园、东方英才幼儿园、新芽

幼儿园、蓝精灵幼儿园）。

2.完成 1 所普惠性幼儿园的认定工作,加强普惠性幼儿园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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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水平综合评估，加大学前教育办学行为监管力度，确保学前教

育依法办园。

3.坚持年检工作制度，加大对整改意见落实情况的督查，规

范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学行为。

2020 年度：

（一）招生目标

完成 4950 人的招生任务，在园（班）幼儿达 13820 人。

（二）幼儿园建设

1.投入资金 1740 万元，新建 3 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县第七

幼儿园、县第八幼儿园、缠溪镇第二幼儿园），新建园舍 7164

㎡,分别购置设备设施 3 套，基本配齐必备设备设施，确保 2021

年 8 月底前竣工并安全投入使用。

2.投入资金 180 万元，创建 3 所村级幼儿园。

（三）师资队伍建设

1.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幼儿教育专业教师 65 名，充实到公办

幼儿园。

2.投入教师培训经费 50 万元，完成 200 名公民办幼儿教师

培训、25 名园长培训以及 65 名新招聘教师上岗培训任务。

（四）学前教育管理

1.创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1 所（红黄蓝幼儿园）；创建市级

示范性幼儿园 1 所（县第三幼儿园），县级示范园 1 所（县第五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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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学前教研指导，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3.坚持年检工作制度，加大对整改意见落实情况的督查，规

范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学行为。

四、重点任务

（一）做好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充分考虑二孩政策和城镇化

进程的需要，按照我县“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教育综合

改革的总体部署，编制第三期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加快建设覆盖

城乡、布局合理、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重点做好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农村贫困边远地区、易

地移民集中搬迁地区学前教育发展规划，保障适龄儿童就近接受

学前教育，着力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

（二）扩大普惠学前教育资源总量。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

重点加强贫困程度较深的乡镇、二孩政策新增人口集中地区和城

乡结合部公办幼儿园建设。支持鼓励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举办

的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扶持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高公办幼儿园在幼儿园总量中的比例，提

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民办幼儿园中的比例。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办园条件，满足基本保育教育活动需要。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发展学前教育

的责任。理顺机关、企事业单位、城镇街道办幼儿园办园体制。

建立与公益普惠要求相适应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切实解决

好普惠性幼儿园的运转保障问题。深化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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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补充机制和工资待遇保障机制改革。

（四）提升保育教育质量。深化幼儿园教育改革，坚持正确

的办园方向，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促进幼儿身心

全面和谐发展。建立健全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体系，推进幼儿园

质量评估工作。深入推进幼儿园集团化管理，全面推进教研指导

责任区建立。整体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

五、工作措施

（一）建立工作推进机制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县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工作

领导小组，由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教育局。领导小组加强对学前教

育工作的统筹协调，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完善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各部门力量共同破解长期制约学前

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2.强化责任落实。教育、发改和财政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学前

教育各项经费使用和管理，建立专项资金审计制度，保证资金安

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人社部门、编委办要积极协调帮助幼儿

园解决教师缺额问题。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小区规划配建

幼儿园的指导和监督，确保小区建设提供相应规模的幼儿学位。

卫计部门要将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纳入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

内容，定期监督指导幼儿园膳食营养、健康检查、卫生消毒、疾

病预防与控制、饮用水卫生等卫生保健工作，督查妇幼保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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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落实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责

任。国土、公安、质监、安监、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根据职能分

工，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督指导。县政府教育督导室、县教育局要

根据规划，组织对学前教育普及率和普惠幼儿园覆盖率进行验

收，将第三期行动计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乡镇（街道）政府、

党政主要领导考核内容，每年集中公布一次。确保全县第三期学

前教育行动计划工作 2020 年顺利通过省人民政府验收。(牵头单

位：县教育局；责任单位：县编委办、县发改局、县公安局、县

财政局、县人社局、县住建局、县卫计局、县国土局、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县安监，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

1.加快城镇幼儿园建设。有条件的老城区、新城区、城镇小

区、易地移民集中搬迁地区要按相关规范标准配建幼儿园，并优

先办成公办幼儿园。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对未按

规定建设、移交、没有办成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要全面

整改，2019 年底前整改到位。

2.推进农村公办幼儿园建设。遵循农村以公办幼儿园为主体

的原则，加大农村学前教育投入，加快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公

办幼儿园建设。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规模变化，科学测

算学位供求，合理规划、布局和建设农村公办幼儿园，并不断改

善办园条件。每个乡镇（街道）在办好 1 所公办中心幼儿园的基

础上，原则上常住人口在 3 万人以上的乡镇（街道）办好 2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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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办幼儿园。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联合办园，可作为分园纳入

乡镇（街道）中心幼儿园统一管理。

3.鼓励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建立国有企事业单位和

集体办园的保障机制，完善支持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的有

效措施和扶持政策，提高其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利用

财政性资金建设和国有资产举办的幼儿园必须全部用于扩大公

办资源。

4.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制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

标准及具体实施办法，逐年确定一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通过购

买服务、综合奖补、减免租金、结对帮扶、培训教师、纳入集团

化办园管理及教研指导责任区等方式，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

展。将提供普惠性学位数量和办园质量作为奖励和支持的依据，

对达不到要求的要限期整改。民办幼儿园在审批登记、分类定级、

教师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幼儿园享有同等地位。（牵头

单位：县教育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住建局、

县国土局、县扶贫办，县经开区管委会）

（三）理顺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园体制

1.建立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制定全县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及相关政策并指导实施，明确全县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教师队伍

建设规划并保障落实，建立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与教育质量督导机

制。制定县域内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并统筹管理，规范幼儿园教师

人事聘任、考核制度，保障幼儿教师工资、津贴与福利待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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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县域内幼儿园规范运转。

2.理顺幼儿园办园体制。理顺机关、企事业单位、城镇街道

办幼儿园办园体制，实行属地化管理，通过地方政府接收、与优

质公办园合并、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确保其面向社会提供

普惠性服务。2018 年底前，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按照《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

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办法（试行）》完成事业单

位登记。利用财政性资金建设和国有资产举办的幼儿园改变公办

性质的，一律收回，并于 2017 年底整改到位。（牵头单位：县

教育局；责任单位：县编委办、县发改局、县国土局）

（四）健全多渠道投入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建立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生均拨款、收费、资助一体化的学

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2018 年底前，县级出台公办幼儿园生均

财政拨款指导意见，结合实际并根据幼儿园可持续发展需要，逐

步制定公办幼儿园生均拨款标准。参照公共财政对公办幼儿园的

综合投入力度，制定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等公办性质幼儿园的

生均补助标准，确保其可持续发展。根据经济发展状况、政府财

政补助、办园成本和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按照定价管理权限，科

学、合理地制定公办幼儿园的保育教育费、取暖费、伙食费。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可收取保育教育费、取暖费、伙食费，收费标准

由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成本扣除政府财政补助部分自行核定，报

同级价格、教育、财政部门登记后执行。加强幼儿园收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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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幼儿园要严格实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家长

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牵头单位：县财政局；责任单位：县

教育局、县发改局)

（五）构建幼儿园教师队伍保障体系

1.多形式补充幼儿园教师。县编委办要会同教育、人事、财

政等部门根据当地实际，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合理核定当地公办

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并结合岗位设置的情况，逐步配齐幼儿园教

师。结合实际，可调配的教育编制资源优先向学前教育倾斜。民

办幼儿园要根据办园规模，参照公办幼儿园岗位设置和教职工编

制标准，足额配备各类人员。

2.规范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管理。把提高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

作为重点工作，依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幼儿教师专

业标准》等有关规定，完善学前教育从业人员准入制度。以需求

为导向，开展新一轮幼儿园教师全员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不断完善和全面落实符合学前教育实际且有利于幼儿园

教师专业发展的职称评聘标准，积极探索教职工退出机制。

3.依法保障幼儿园教师合法权益。完善幼儿园教师工资福利

等社会保障政策，确保幼儿园教师的各项工资福利待遇落实到

位。采取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农村幼儿园

教师工资待遇偏低问题，逐步实现同工同酬。结合实际，做好当

地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指导工作，引导和监督民办幼儿园依

法配足配齐教职工并保障其工资待遇，落实情况作为幼儿园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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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民办幼儿园教师在教师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

办幼儿园教师享有同等权利。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房

建设项目要覆盖乡村幼儿园。幼儿园教职工依法全员纳入社保体

系。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幼儿园教师全员持证上岗。 (牵头单位：

县编委办；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教育局、县人社局)

（六）加强幼儿园质量监管和业务指导

1.加强幼儿园监管力度。落实县级政府对幼儿园和培训机构

的监管责任，加大监管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力度。县教育局要按照

教育部相关要求，建立完善幼儿园质量评估体系，将县内各类幼

儿园纳入评估范围。完善幼儿园动态监管机制，以集团化办园为

抓手，规范办园行为，探索农村乡镇幼儿园和村幼儿园一体化管

理机制。健全幼儿园内部财务制度，加强幼儿园经费使用和收费

行为的监管。到 2020 年，按国家和省市相关要求，健全学前教

育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学籍管理。

2.加强幼儿园业务指导。全面推进教研指导责任区建设，建

立健全城乡教研指导网络。以区域教研为依托，指导幼儿园深入

贯彻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规范幼儿园内部管理，根据幼儿发展需要制定教育计划、创设教

育环境、指导游戏活动、安排一日活动。加强玩教具配备，为幼

儿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完善教研制度，扩大优质资源共享，切

实发挥优质幼儿园和乡镇中心幼儿园辐射作用，加强农村幼儿园

业务指导。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面向家长和社区开展公益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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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岁早期教育指导。

3.加强幼儿园安全管理。切实加强幼儿园安全基础设施建

设，落实“三防”措施，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工作责任

制，加强幼儿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幼儿园园长及安全管

理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幼儿园安全管理水平。健全幼儿园卫生保

健制度并采取有力措施预防和减少疾病发生，保障儿童身心健

康。(牵头单位：县教育局；责任单位：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县发改局、县编委办、县卫计局、县公安局)

（七）加大农村学前教育资助力度

按照“政府主导、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原则，

在全县整体推进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向在

农村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和经教育部门批准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农

村民办普惠性学前教育机构就读的儿童提供营养膳食补助。2017

年春季学期实现全县 15 个乡镇（街道）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

计划全覆盖,在家庭承担基本生活费用的基础上，为农村学前教

育儿童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 4 元，全年按照学前

教育儿童在园时间 200 天计算，每生每年补助 800 元。补助资金

全部用于提高供餐质量，不断提高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健康水

平。加强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的资金监管、供餐管理

等工作，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障食品安全。加强儿童营养

健康水平监测评估，确保政府补助的资金在家长交费的基础上切

实起到提高供餐质量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资助政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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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情况适时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学

前教育的资助标准，逐步扩大资助覆盖范围。(牵头单位：县教

育局；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扶贫办、县卫计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10 月27 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