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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这项教育督导工作落实咋样？
“提前供暖”背后的那些事：

念好“早供晚停”这本经

今年9月起，
“双减”专项督导半月
通报制度正式实施，
各地每两周报送“双
减”工作落实进度，

“双减”督导已被列为
2021年教育督导工作

“一号工程”。
近两个月来，这

项“一号工程”落实情
况如何？通报材料有
何特别之处？基层又
如何看待？记者对此
进行了调查。

“

怎么报？报什么？

督导工作看点多

设置可操作性督导指标、
市区联合执法、督导结果透明
公开……9月以来，“双减”专项
督导半月通报制度在各地落地
开花。

湖南省教育厅日前公布的
“双减”专项督导半月通报材料
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压减了854个。

在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局公
布的“双减”专项督导半月通报
材料中，记者看到报告包含基本
情况、作业管理情况、课后服务
开展情况等“双减”政策相关指
标，督导结果均以数字、比例体
现，各项工作进展一目了然。

“每天都可以在监测平台看
到各个地方的填报率，进行实时
调度、督促和指导。”湖南省教育
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负责人
介绍，督导半月通报中校内减负
部分的内容通过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的监测平台生成，具体由学
校负责填报，市州和县市区审核
汇总，教育厅统筹调度。

为确保督导工作落实到位，
广州市教育局组织市、区两级责
任督学开展“五项管理”“双减”
督导。每月到校督导2次，每次
5至10所学校，秋季学期开学
以来，已组织市级联合执法43
次，市、区两级暗访150次。截
至10月中旬，广州市教育局实
地督查调研公、民办中小学校
23所，市级责任督学实地抽查
132所学校。

减负增质

督导工作收获多

9时，江苏省阜宁县沟墩实
验小学的操场上，上千名小学生
整齐排练“曳步舞”。作业负担
少了，课外时间多了，操场上欢
声笑语回来了。

阜宁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
室主任于利君介绍，全县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59所，目前各校的
作业时间、课后服务时间全部达
标。

记者翻开语文老师成玉兰
的“老师试做本”，10月20日的
作业她用6分钟完成。“老师布
置的作业，自己要先试做。”阜宁

县沟墩实验小学校长赵才广说，
“学生完成时间基本是老师的2
倍，我们将各科作业总量控制在
1小时以内。”

在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
学，校长帅亮介绍，学校建立了
作业校内公示制度，统筹布置作
业，并严格按照要求控制作业时
间，每周统一把数据上传。

“逛超市”“逛大集”“玩闯
关”……没有书面考试，不代表
就没有考核测试。各地多家小
学采取多样考核评估方式，助
力学生学习减负增质增趣。“比
如当一回小老师讲解一道题，
就把算数考了；演一出小剧、来
一次看图说话，就把语文和英
语考了……”青岛市崂山区第
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李莉说。

校内改方法、校外抓违规，
“双减”督导工作“双管齐下”，效
应初显。

针对民众反映较多的校外
培训机构违规培训问题，广州市
教育局做好登记和督办工作，由
属地教育主管部门联合有关部
门核查并作出相应处置。

截至10月21日，广州正在
营业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从
1153家减少至677家，学科类
校外培训周课时数由高峰值91
万课时下降至19.1万课时。

边推进边改进

督导工作“不缩水”

“‘双减’工作并不只是某一
个部门的事情，督导数据向社会
公示，有利于挤掉数据中的水
分，让工作成效经得起检验，也
让相关部门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压力和紧迫感。”湖南省教育厅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负责人说。

“督导半月通报主动公开信
息，扩大了‘双减’政策的宣传力
度，也方便接受老百姓的监督。”
湖南省长沙市学生家长范成说，
可以感受到政府推进“双减”工
作的决心和力度，也更能理解和
支持这项工作。

督导半月通报制度的实施，
还能及时发现“双减”政策落实
中的盲点和难点，边推进边改
进，保证实施效果。

青岛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青岛市小学的校内
课后服务经费由市、区财政予以
保障，但在课后服务对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全覆盖的新要求下，初
中课后服务经费的保障标准和
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明确。

赵才广认为，“双减”工作还
要做好家长的宣传引导工作，帮
助家长克服对有偿补课和校外
培训的依赖，克服对考试成绩的
依赖。

“督导半月通报是一种工作
结果的呈现，但推进‘双减’不止
于此，湖南省教育厅还将进一步
完善‘双减’工作机制，如建立定
期的工作调度机制，加紧出台培
训教材的管理、机构收费监管等
相关政策文件。”湖南省教育厅校
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负责人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
电）

气 象 部 门 预
测，今年冬季将形成拉
尼娜事件，我国北方等
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低。近日，寒潮来袭，北
方一些城市提前供暖，
有的提前超过半个月。

“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近几年，越来越
多的城市不再沿袭“一
成不变”的供暖时间表，
有些城市甚至连续数年
提前供暖或延迟停暖。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牛小化
说，提前供暖是事关千
家万户的重要民生问
题，背后需统筹平衡企
业运营、社会管理等多
个方面，“早供晚停”这本
好经一定要妥善念好。

“

多地提前供暖

比常规供暖时间提前
13天，10月12日，家住山西
省朔州市朔城区鄯阳小区
的林女士家里已经来了暖
气。“现在室内温度达到
24℃。最近几年都提前供
暖，入冬时不再受冻了。”林
女士感叹。

朔州市供气供热保障
中心主任韩文告诉记者，朔
州每年正常供暖时间为10
月 25日，今年考虑到寒潮
天气提前，自10月1日起，
辖区各县（市、区）就已陆续
启动供暖，其中中心城区自
10月6日启动。截至10月
14日，全市各地已全部开始
供暖。

东北地区以及山西、内
蒙古等北方较为寒冷的地
区提前供暖较为普遍。9月
中下旬以来，黑龙江省黑
河、鹤岗、七台河、佳木斯、
牡丹江、大庆等多个城市均
比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
有的地方供暖提前超过半
个月。如内蒙古鄂尔多斯
的正常供暖日为 10 月 15
日，自今年9月28日起，部
分市属旗区便已陆续开始
供暖。此外，一些城市明确
表示，将根据气象条件灵活
供暖。

记者调查发现，一方
面，提前供暖的城市不断增
加；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已
连续数年提前供暖。

自 2016 至 2017 年采
暖期以来，天津市已经连续
6 年提前启动集中供暖。

2016年、2019年，北京市打
破11月15日的法定供暖时
间，提前启动供暖。

据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统计，2019至2020年采暖
季，北方采暖地区55个主
要城市中有 41 个延长供
暖。2020 至 2021 年采暖
季，纳入监测的76个城市
中有64个延长供暖，平均
延长14天，其中60个提前、
45个延后。预计今年这一
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决策标准与成本分担是焦点

按什么标准决定供暖
时间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记者注意到，提前供暖
的法律依据通常来自各地
制定的供暖条例。许多地
区除了在条例中明确常规
供暖时间外，还提出“如遇
气温出现异常低温情况，政
府可决定提前供暖和延期
停热”等内容，为灵活决策
提供了空间。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在实际工作中，提前供
暖这一决策通常由政府召
集多个部门进行气象会商
后统一作出，由城市管理等
供暖主管部门具体执行。

一些受访专家坦言，大
多数城市相关规定较为笼
统，缺乏详细的提前供暖标
准、触发机制、保障措施等
内容。

提前供暖会增加多少
成本呢？黑龙江省宁安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办
主任张福岐说，全市城区集
中供热建筑面积约381.2万
平方米，刚开始供暖时，企
业日均消耗煤炭550吨左
右，煤炭加人工、水电日均
成本约70万元。

因提前供暖成本增加，
一些地方对供热企业进行
补贴。不过，在有些地方，
提前供暖的成本则需要企
业自己承担。

黑龙江一家供热企业
相关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当地供热今年需要煤
炭21.7万吨，支付煤炭资金
预计2.1亿元，人工、水电、
维修等费用约为0.8亿元，
总费用为2.9亿元，收取的
供热费约1.98亿元，在没有
补贴的情况下，亏损约0.92
亿元。“如今提前供暖，亏损
还会继续扩大。”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煤
炭价格上涨，对冬季提前供
暖造成一定影响。据山西
省大同市供热主管部门介
绍，以4000以上大卡的煤
为例，价格由去年的每吨

330元上涨到了每吨1250
元，提前供暖意味着提前烧
掉储备量，各热源电厂煤炭
储量不足，预计整个采暖期
缺口约200万吨。

针对煤价上涨给供暖
用煤带来的压力，各地正采
取措施积极应对。目前，北
京市已基本完成供热设施
检修，华能电厂燃煤机组市
级燃煤储备达5万吨。门头
沟、房山、顺义、怀柔、密云、
延庆6个区落实清洁煤16.7
万吨。黑龙江多地对供热
企业煤炭储备情况进行日
监测、周调度，精准掌握储
煤进展情况，及时监测煤炭
供需关系变化。

灵活精准保障民生供暖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
明确，将全力保障供暖用煤
生产和运输，依法打击煤炭
市场炒作，鼓励地方对供气
供热企业给予合理支持。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
表示，正研究建立规范的煤
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引导
煤炭价格长期稳定在合理
区间，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
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
冬。山西、内蒙古、陕西等
地也通过多措并举，推动煤
炭价格理性回归。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随
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以及
城市居民对居家舒适度要
求的提高，灵活集中供暖将
成为大趋势。

“关键是完善科学决策
体系。”牛小化认为，除了依
据气象部门对气候变化的
研判，还可以增加更多作为
决策参考的维度，如提高社
会参与度，听取市民、企业
和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使
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效
果更为精准。

此外，要调整成本分担
机制，完善政府储备煤制
度，解决供热企业成本增加
问题。

牛小化认为，未来应该
从“按时供热”模式向“按需
供热”转变，要实现以居民
末端调控为主的新型智能
化运行的供热方式，让老百
姓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取热，
满足舒适供热的需求。

“这对供热行业将是一
个巨大转变，需要结合供热
体制改革和供热立法工作，
推动供给侧的革命，推动供
热行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
升级，促使行业早日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牛小化
说。（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