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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两会

·建言献策

省教育厅厅长景李虎回应初中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实施问题

初中综评工作会充分尊重家长意见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孙小鹏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王智汛 何小敏 孙小鹏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昨日，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式开幕。 当日下午，

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人大代表就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议，

并就广东的发展建言献策。

针对信息时报聚焦的初中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实施问题，列

席分组审议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景李虎回应表示，教育部门会

尊重学校及家长意见，推动这项工作落实。 除此之外，还有省

人大代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民营经济发展等问题。

关注教育

“掐尖”等违规招生，发现一例查处一例

两会期间， 信息时报聚焦教育话

题， 就广东各地市开展初中综合素质

评价工作的问题进行专题报道。 记者

通过采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校校

长、微社区街坊等，就该话题进行广泛

讨论， 各方积极为破解初中综评的难

题建言献策，引起广泛关注。

对此，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景李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深圳市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

（试行）

》

试行后， 深圳市教育局又发布了新的

修订征求意见稿， 对之前的方案进行

了调整， 现在来看也得到了不少家长

的支持。 各地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

其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别， 会尊重学

校及家长意见，推动这项工作落实。

据了解， 广东省将在试点的基础

上，全省从2020年初中一年级新生开始

实施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

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办法改革。

此外， 日前家长们非常关心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是否摇号招生的问题。

在去年4月广东省教育厅举行的2019年

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气会上，

负责人表示， 各地要将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明确

区域内招生计划和区域外招生计划以

及录取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不

得以面试、面谈、人机对话、简历材料

等任何形式为依据选择生源； 支持各

地市、县

（市、区）

教育局对报名人数超

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采取电脑随机

派位方式进行招生。

那么， 广东各地市将如何落实这

项工作呢？ 景李虎回应表示，各地市可

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细则。 如有靠“掐

尖”等违规招生行为，只要有证据，发

现一例查处一例。

关注湾区建设

建议成立“香港理工大学广州医学院”

国家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湾区内高校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

拓展发展空间、 谋求实力提升提供了

千载难逢的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

求，但同时也提供了新舞台，高等教育

改革必须迈出更大的步伐。 粤港澳大

湾区内高等医学教育具有较大的差异

性和互补性， 而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

正为开展合作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省人大代表、 广州医科大学副校

长刘金宝表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

念的提出与工作推进， 在体制尚存差

异的前提下， 湾区内高等教育该如何

发展和深度合作， 特别是独立医学院

校如何借助大好机遇实现突破性发

展，“一校两制” 的发展模式值得去探

索。

他建议， 大湾区内地高校借鉴国

内内地高校“一校两制”的模式，提出

大湾区内高校与香港、 澳门的高校合

并的设想，实现深度合作，开展“一校

两制”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医疗卫

生及教育的全方位合作。 例如，探索香

港理工大学与广州医科大学深度合作

成立“香港理工大学广州医学院”，在

遵循“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实施“一校

两制”，以此拓展学校的办学空间和办

学资金， 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

多的支持。

关注民营经济

建议进一步出台鼓励政策和措施

省人大代表、 广州市儒兴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总裁许珊作为民营科技企

业的代表， 尤其关心广东民营经济的

成长和发展。 在她看来， 今后只有加

大研发投入， 走专业化、 高质量成长

的道路才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不二

法门。 因此， 需要继续在思想和行动

上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

她建议， 应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

的产业链思维， 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开

放经营， 加强产业上下游协作， 向专

业细分市场要效益； 加大支持研发创

新能力强的重点企业、 头部企业， 以

及市场终端开拓能力强的尾部企业，

从而推动民营企业对产业进行上下整

合， 形成有效拉动， 产生强大的产业

示范效应； 进一步松绑高校科研机

构， 激发科研人员活力， 支持民营企

业创新发展， 发挥产学研协同创新优

势， 实现高效率科研成果转化， 增强

民营企业的创新研发后劲。

除此之外， 她还建议， 进一步出

台鼓励政策和措施， 鼓励民间和社会

资本向长期投资方向发展， 向产业基

金领域靠拢， 向科技创新聚焦， 助推

民营企业专业化做大做强。

关注交通

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上半年投入使用

在省人大十三届三次会议江门代

表团媒体开放日上， 江门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应武， 江门市市

长刘毅就江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

面相关热点话题回应媒体提问。

林应武表示， 江门 2019 年地区

生产总值突破 3000 亿元关口， 工业

总产值突破 5000 亿元， 进出口总额

突破 1400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突破 1500 亿元。 工业经济稳中有

为、 稳中有进， 年产值超 50 亿元的

大型企业达到 7 家， 工业投资、 工业

技改投资规模在全省排第 5、 第 6

位。 大力开展精准招商、 以商引商，

全市共引进投资超亿元项目 209 个，

投资额近 1300 亿元， 各市

（区 ）

均

实现引进超 20 亿元项目的目标， 实

际利用外资金额增幅排全省前列。 珠

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进展顺利， 预

计今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珠江肇高

铁、 深南高铁项目作为 《粤港澳大湾

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 近期实施项目

加快推进， 珠江肇高铁力争今年动工

建设，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黄茅海跨海

通道今年也计划开工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 中提

出支持江门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

作重要平台， 刘毅认为这是国家赋予

江门的新定位和新使命， 江门将积极

打好‘侨牌’， 推动侨资源优势变成

侨动力。 刘毅表示， 去年， 江门组织

参与了多场海内外华侨华人交流活

动， 有力提升了江门的国际知名度。

今年， 江门将以“固根、 筑魂、 圆

梦” 为主线， 开展三大工程， 打造华

侨华人的精神家园、 文明互鉴的交流

典范、 共建共享的文化实验区、 华侨

华人青年的创业创新高地。

大湾区内地高校借鉴国内内地高校“一校两制”

的模式，提出大湾区内高校与香港、澳门的高校合并

的设想 ，实现深度合作 ，开展 “一校两制 ”下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医疗卫生及教育的全方位合作。

———省人大代表刘金宝

应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的产业链思维， 支持鼓

励民营企业开放经营，加强产业上下游协作，向专业

细分市场要效益。 ———省人大代表许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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