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全国各地学前教育师资缺口都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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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 ， 市委召
开区委书记会 ， 通报了大兴区
“11·18” 重大火灾事故和朝阳区
红黄蓝幼儿园涉嫌伤害儿童事件
处置情况 ， 专题部署保平安工
作。 市委书记蔡奇强调， 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认识维护首
都安全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守土
尽责， 确保一方平安。 市政协主
席吉林、 市委副书记景俊海出席
会议。

蔡 奇 指 出 ， 近 期 发 生 的
“11·18” 重大火灾事故和红黄蓝
幼儿园涉嫌伤害儿童事件， 触及
的都是首都安全稳定底线。 我们
正面临安全发展的考验， 各级领
导干部对此要有充分认识， 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 以对党和人民高
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 确保首都
安全稳定， 为党中央站好岗、 放
好哨。

蔡奇强调， 必须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 首都的安全稳定再
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要把维护首

都安全稳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
任。 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 重
发展轻管理、 重救火轻防火、 未
审批失监管的思想偏差。

蔡 奇 强 调 ， 要 深 刻 汲 取
“11·18” 血的教训， 发展绝不能
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要严格
落实属地责任， 坚持党政同责，
层层压实责任。 要督促企业和物
业业主切实负起安全生产和员工
安全的主体责任。 要加强统筹协
调， 形成工作合力。 对重大安全
事故要严肃问责。

蔡奇强调， 要以清理 “三合
一” “多合一” 等重大消防安全
隐患经营场所为重中之重， 坚定
有序地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
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把威胁城市
安全的 “灰犀牛” 关进笼子。 一
是要坚定， 坚决扛起对人民生命
负责的责任，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
宝贵。 专项行动按照市安委会统
一部署稳步推进。 二是要有序，
要注意方式方法， 防止个别地方
简单化， 防止急躁情绪。 要坚持
一点一策， 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开

展清理整治， 讲清政策要求， 做
好疏通引导， 保证人员安全。 注
意把握工作节奏， 给分流群众留
出时间。 要注重人文关怀， 加大
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 清除消
防安全隐患是一场持久战， 不可
能毕其功于一役， 要抓紧制定消
防安全隐患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坚决将消除安全隐患进行到底。
要全面加强各类幼儿园安全规范
管理， 切实维护好广大儿童的身
心健康， 让家长和社会放心。

（徐飞鹏）

蔡奇在区委书记会上强调

坚持守土尽责保一方平安
吉林景俊海出席

本报讯 经公安部门工作，大
兴“11·18”火灾排除人为放火嫌
疑， 起火原因系埋在聚氨酯保温材
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樊某
某等20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已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2017年11月18日， 大兴区西
红门镇新建二村一自建房屋起
火，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按照市
委市政府统一部署， 市公安局迅
速成立联合调查组， 夜以继日开
展调查取证工作。 通过开展现场
勘查、 复勘， 物证检验、 鉴定，
抓捕审讯嫌疑人， 现场指认， 走
访询问相关人员， 组织遇难人员
尸体检验， 组织专家论证等各项

工作， 综合目前工作情况， 此次
事故排除人为放火嫌疑。 樊某某
等20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
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经调查， 樊某某自2002年至
2006年， 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先后
分三次建成地下一层 、 地上二
层、 局部三层楼房， 建筑面积共
计约20000平方米 ， 并陆续用于
出租、 经营。 2016年3月 ， 为出
租和经营目的， 在未经相关部门
审批情况下， 组织人员在地下一
层修建隔断墙， 准备建设冷库。
2017年2月、 3月， 分别与相关公
司签订制冷设备购销合同和防水
保温工程施工合同， 开始冷库建

设施工。 期间， 樊某某多次安排
李某、 王某等人在自建房及地下
冷库内铺设接连电线， 相关作业
人员均无专业资质。 起火前， 地
下冷库正处于安装调试阶段， 尚
未投入使用。

在公安部火灾调查专家指导
下， 联合调查组全力开展事故原
因调查工作。经查实，起火部位位
于地下中部冷库间南墙中部的墙
面上， 起火原因系埋在聚氨酯保
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目前， 公安机关正会同相关
部门， 进一步强化调查取证， 确
定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依法打击
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大兴新建二村火灾排除人为放火嫌疑
起火原因系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本报讯（记者 任洁） “红黄蓝
事件” 正在催生北京幼教管理的
全面升级。 北京市教委昨天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类幼儿园管
理的通知》，要求各区责成举办者
依法履行办园责任， 进一步明确
园长的管理责任； 并指导幼儿园
采取多种措施， 做好教职员工的
思想稳定工作。 针对社会关注的
幼儿教育师资问题， 市教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 各区要严格师资管
理，加强幼儿教师准入资质审查、
师德师风建设。

按照通知要求， 各区要责成
幼儿园园长指导幼儿园采取多种
措施，引导广大教师讲情怀、讲操
守，及时疏导教师身心压力，有序
开展保教活动，确保幼儿园平稳、
正常运行。

据相关数据统计， 目前全国
各地的学前教师缺口都比较大，
比如2015年甘肃省学前师资缺口
达到4万人；安徽省幼儿园教师缺
额达到5.72万。 教育发达省份如
江苏省学前教师缺2到3万， 缺口
额超过1/5。

幼教师资缺口问题在北京市
同样凸显。 北京社科院之前的一
份报告显示， 到2015年北京幼教
师资缺口接近2.5万，随着“二孩”
政策的放开， 中国将迎来新一轮
出生潮， 幼儿园师资缺口问题将
更为突出。 按照本市正在启动的
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看，目
前幼儿教师的数量远远不够。

中国教科院研究员储朝晖表
示，解决目前幼儿园师资的问题，
一要数量的增加； 二要质量的提
升， 并且要把质量提升放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
长汤丰林建议， 师范院校加强学
前教育专业师资的招生培养、 教师
培训工作； 地方教育部门和幼儿
园加强对师资的培训，多管齐下，
全面提升学前教育师资的水平。

当前， 本市不仅要加强幼儿
教师准入资质审查， 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 逐步提升幼儿园师资整
体水平， 同时要加大各类幼儿园
的全员培训力度， 加强举办者与
管理者依法办园的意识与能力，
提升各级各类幼儿园师资队伍专
业化水平。 比如针对近年来幼儿
园新聘教师， 各区可以组成有针
对性的培训班 ， 设置包括教育
学、 儿童心理学等综合课程， 对
这一群体的专业能力、 职业素养
进行培养。

“不管哪类幼儿园 ， 都需要
加强师德教育 。” 汤丰林建议 ，
幼儿园要提高教师对教育孩子、
教育方式方法的理解， 理解教育
在当前大背景下的变化， 不能仅
凭经验。

北京教科院早期教育研究所
所长、 北京教育学会学前教育研
究会秘书长苏靖建议， 重视幼师
职前、职后的培训，进一步强化师
德师风教育， 严格民办园的准入
制，对园长、教师都要有更高的要

求和监督举措。
据了解， 目前各区按照市教

委要求， 正在迅速开展幼儿园安
全隐患排查和治理， 切实加强幼
儿园监管工作， 促进幼儿园规范
办园行为。 汤丰林表示， 依法办
园， 要求幼儿园必须遵守我国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全面贯彻
《幼儿园工作流程》和《幼儿园工
作规程》，按照法制原则，在正常
合理范围内进行幼儿园事物的管
理、开展常规工作，依法维护教职
员工和受教育幼儿的合法权益。

储朝晖表示，“依法办学”的
重要内涵之一， 是按照民办教育
促进法的相关要求， 对目前无证
幼儿园按照一定标准和程序进行
规范登记。 他对北京市鼓励社会
力量办园、 设立社区办园点的做
法表示赞许，并希望“尽快实施”。

储朝晖表示， 由于目前学前
教育办园主体来源比较多元化，
不仅有政府办学，还有部门办园、
民办园， 这要求依法履行办学责
任的不仅是政府举办的公办园，
同时包括部门办园和民办幼儿
园。举办者履行办学责任，需要进
一步明确园长的管理责任， 包括
全面管理幼儿园、 履行相应法律
法规和政策、 制定相应工作计划
和管理制度、招聘和管理教师等。
“另外，按照建立幼儿园现代化治
理制度的要求， 幼儿园还需要改
变现有的行政管理方式， 通过设
立章程来进行管理。”

北京加强幼儿教师准入资质审查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27日下
午， 大兴区西红门地区举办专场
招聘会， 为该地区在安全隐患大
排查、 大清理、 大整治专项行动
过程中因安全隐患风险突出而关
停的 “三合一”、 “多合一” 场
所中的人员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 参
加本次招聘会企业有27家， 提供
就业岗位508个， 岗位类型涉及
文员、 司机、 营业员、 保安员、
医院管家 、 保洁员 、 车间操作
员、 药品复核等101种。

据了解， 参加此次招聘会的
企业当中既有北京以岭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这样的生物医药科技型
企业， 也有北京金益卓信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这样的劳务输出型企
业， 当中既有服务岗位， 也有管
理岗位， 最大程度的满足不同群
体劳动者的就业需求。 同时， 还
有很多区内知名企业在陆续举办
更多的就业招聘， 提供更多样的
就业选择， 使大家能够在更加安
全、 更有保障的环境下工作。

记者了解到， 为解决好群众
就业， 大兴区每年都会定期组织

不同形式的招聘会， 为企业用工
和劳动者就业搭建平台， 包括有
再就业需求的， 积极提供再就业
平台和机会。 目前， 正值全市安
全隐患大排查、 大清理、 大整治
专项行动期间， 部分存在 “三合
一”、 “多合一” 等重大安全隐
患的企业、 场所被关停， 大兴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区总工
会、 区工商联和西红门镇政府联
合举行本次专场招聘会， 就是为
了解决部分人员的就业需求。

为持续做好就业服务工作 ，
促进充分就业， 大兴区后续还将
继续利用网络平台和各级就业公
共服务机构， 提供线上岗位信息
发布和线下招聘活动相结合的就
业援助服务， 陆续在全区开展招
聘活动。

西红门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为确保专项行动中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得到保障， 镇政府还成立
了临时救助小组， 提供应急临时
救助服务。 被救助者可以向临时
救助工作小组提出申请， 通过登
记和身份信息核录后即可获得相
应的临时救助。

西红门为关停“三合一”“多合一”
场所中人员举办专场招聘会

(上接第1版)
蔡奇指出， 要深刻吸取

火灾教训， 任何时候都要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坚持
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 没有
什么比生命更宝贵。 安全隐
患不除， 就是对人民群众最
大的不负责， 就是严重失职。
作为城市的 “守夜人”， 我们
要敢于担当， 坚定有序推进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
治专项行动， 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各
级党委政府应尽的责任。

蔡奇指出， 专项整治要
体现人文关怀， 要讲究方法，
工作要做到家。 要高度关注
人的走向 ， 人要随产业走 ，
不能跟着隐患走。 企业是法
定责任人， 要尽到应有责任；
企业之间也要开展互助。 政
府要主动帮助企业妥善安置
务工人员的生活和出路， 人
社部门可以组织企业到西红
门举办用工招聘会， 帮助务
工人员再就业， 对所有困难
群众都要实施社会救助。 今
后还要规划建设一批租赁房，
解决住有所居问题。

陈吉宁先后两次赴朝阳
区检查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清
理情况， 听取乡镇一线干部
的意见建议， 并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物流快递企业运行问
题， 要求帮助相关企业做好
消防安全整改， 消除重大安
全隐患， 保持正常的生产生
活秩序。

陈吉宁对基层同志在专
项行动中的辛勤工作表示感
谢， 他强调， 要以消除城市
重大安全隐患、 维护群众生
命安全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 深入细致有序地开展专
项行动， 确保首都安全的底
线 。 要做深做实群众工作 ，
讲清政策， 做好引导， 积极
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各
区各部门要加强统筹联动 ，
协调各方资源， 尽最大努力
及时对困难群众给予帮扶 。
相关企业要切实树立生命至
上理念， 担负起员工安全主
体责任， 各区各部门也要协
助企业解决好员工安置、 生
活等具体问题。

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参加
检查。 （徐飞鹏 王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