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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长安宣

推进教育扩容提质作为东莞长安

2020 年 10 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 记者

近日获悉， 今年长安计划投资 6.5 亿元

发展教育， 以改扩建的方式新增学位

1310 个，并同步推进新建学校项目用地手

续等，以加快解决长安教育资源不足，满足

群众对优质公办学位日益增长的需求。

至2022年力争改扩建公办学校8所

根据计划， 今年长安将通过改建扩

建新增学位 1310 个，年内完成长安中学

新宿舍楼工程， 加快实验小学二期工程

建设进度；并将完成长安实验中学、第一

小学、乌沙小学、中山小学、厦岗小学 5

所公办学校的扩建方案等， 全面推进教

育扩容提质。目前，长安正开展这 5 所学

校改扩建工程前期的方案设计工作，并

将同步推进新建学校项目用地手续。

日前出台的《长安镇教育扩容提质

千日攻坚实施方案》也指出，通过千日攻

坚行动，2020 至 2022 年， 全镇力争完成

改扩建公办高中、中小学项目 8 个，其中

高中阶段项目 1 个，初中阶段项目 1 个，

小学阶段项目 6 个； 可新增设公办学位

4845 个，包括高中学位 1200 个，初中学

位 900 个，小学学位 2745 个。

为推进教育扩容， 完成市规划新增

公办学校建设任务， 长安目前已在全镇

初步选址了 6 个地块， 拟用于建设公办

学校，至 2025 年，有望新建公办中小学

6 所，预计新增公办学位 17940 个。

长安中学新宿舍楼有望 9月启用

再过两个月， 长安中学学生宿舍楼

就可以正式启用。 届时，1024 名学生将

入住其中，而它的启用，也必将为长安教

育扩容提质打响了第一枪。 记者从长安

镇住建局了解到， 长安中学学生宿舍楼

工程早在今年 4 月 20 日已封顶，目前正

开展墙砖、地板砖、水电等铺设工作，整

个工程已完成 74%， 预计 8 月底可全部

完工，9 月正式交付使用。

“这个工程原本计划在今年 5 月底

可以完工，受疫情影响，工程进度稍有点

滞后，目前我们正安全有序地抢抓进度，

以保障 9 月新学期启用。”长安住建局办

事员蔡宗宏如此告诉记者。

据了解， 长安中学学生宿舍楼工程

预计总投资 2420.62 万元，总建筑面积为

7692.71 平方米，建筑层数共 10 层

（另含

1

层地下室 ）

， 建筑规划总高度为 37.3

米。该工程完工后，预计可提供 8 人间学

生宿舍共 128 间、1024 个床位，另外还设

置有学生活动室， 将大大方便长安中学

学生课内课后开展活动。

而长安实验小学二期工程于 2018

年 5 月动工，包含运动场、报告厅、低年

级教学楼、体育馆等四个子工程项目，目

前，除了体育馆工程还在造价审核中，运

动场工程已完工， 报告厅工程总体已完

成 75%， 低年级教学楼工程也总体完成

了 92%。

年内力争 100%实现校内午餐午休

为保障教育扩容提质取得实效，长

安还将积极推动镇属中小学品牌培育工

程，深化集团化办学，公民办学校结对帮

扶等办学模式改革， 并落实民办学位补

贴等制度，逐步扩大校内课后服务，力争

年内实现 100%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

学生提供校内午餐午休服务，60%以上

公办小学提供校内下午课后服务。

同时， 为有效推进教育扩容提质千

日攻坚工作， 长安成立教育扩容提质千

日攻坚行动分指挥部， 并将相关部门和

社区纳入其中，明确分工，细化任务，责

任到人，多措并举落实教育民生实事，全

力破解公办学位供给不足难题。

据了解， 长安镇教育扩容提质千日

攻坚行动分指挥部下设 2 个工作组和

5 个专责小组， 统筹指挥辖区内公办

学校建设工作。 同时，制定工作议事

制度和建立督查督办制度，协调解决

学校建设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

问题、难点问题和共性问题，加强教育扩

容提质千日攻坚行动工作督查督办，确

保取得实效。

东莞市

艺术中学挂牌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又多了

一个“身份” ———东莞市艺术中

学。 6 月 28 日， 东莞市第五高

级中学加挂“东莞市艺术中学”

牌子， 学校将对标省内一流的艺

术高中， 加强与国内一流艺术高

校的联系， 努力办成省内一流乃

至全国知名的艺术特色学校。

“如果说， 2002 年创办时，

成立第一个美术音乐混合班， 开

启了我校艺术教育发展的 2G 时

代， 那么后来美术音乐分别独立

成班则是进入 3G 时代， 而艺术

班组建成艺术年级， 艺术高考成

绩斐然， 更是步入了 4G 时代。

现在 2020 年， 18 岁， 我们加挂

东莞市艺术中学， 可以说， 我校

艺术教育发展正迈向全新的 5G

时代。” 在揭牌仪式上， 东莞市

第五高级中学校长杨志坚展望了

未来学校额发展方向， 定下了争

创艺术特色教育省内一流、 文化

学科教育市内一流的发展目标。

杨志坚表示，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

学、 东莞市艺术中学将对标省内

一流的艺术高中， 加强与国内一

流艺术高校的联系， 努力办成省

内一流乃至全国知名的艺术特色

学校， 成为未来艺术家的摇篮。

目前，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

已开设了音乐、 美术、 舞蹈、 传

媒、 书法等 5 个特色专业， 由具

有专业学科素养的专职教师为学

生授课。 《东莞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 明确提出， 要促进

普通高中教育优质特色发展， 建成

一批在省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

高中。 今年以来， 东莞市全面实施

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行动， 在

大力扩充学位供给的同时， 积极

推动各学校深化改革创新、 打造

特色品牌， 提升内涵品质， 努力

办好每一所学校， 让每个孩子都

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东莞市教育局局长梁凤鸣认

为，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积极顺

应教育发展潮流， 坚持“突出特

色， 整体发展” 的办学思路， 大

力发展艺术特色教育， 着力打造

艺术中学品牌。 经过多年的探索

发展， 学校形成了浓厚的艺术教

育氛围， 打造了一支专业过硬、

结构合理的艺术教师队伍， 已成

长为一所艺术特色鲜明、 艺术教

育质量突出， 在全市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特色高中。 第

五高级中学加挂东莞市艺术中学

牌子， 不仅是学校发展史上的里

程碑事件， 同时作为全市的第一

所艺术高中， 这也是东莞高中教

育特色多样发展道路上的一件大

事。 东莞市教育局将高度重视东

莞市艺术中学的办学发展， 进一

步统筹资源， 大力支持学校打造

成为东莞市高中艺术特色教育的

标杆学校。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广科校长承诺：疫情结束后举行毕业典礼

6 月 26-27 日， 广东科技学院迎来

了财经学院两批共 1300 多名 2020 届毕

业生返校办理毕业手续。 如约而至的广

科学子让沉寂已久的校园充满了欢声笑

语。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统一部署以及学

校毕业生离校工作实际情况，学校 2020

届毕业生采取的是“分期、分批、分学院、

分专业”错峰返校，该校校长承诺毕业典

礼将在疫情结束后正常举行。

为更好地统筹和安排毕业生工作，

学校成立毕业生返校离校工作领导小

组。 学校对自愿返校的毕业生进行了全

面摸排，并做好毕业生返校前 14 天健康

监测工作， 确保对每位返校学生的身体

健康状况进行精准摸底。

据该校教务处负责人介绍， 广东科

技学院于 6 月 19 日召开了学位委员会

评定会议，对 2020 届应届毕业生进行了

学位评定。 今年，广科共有 4330 名 2020

届毕业生毕业， 其中本科毕业生 4154

名，专科毕业生 176 名。 共有 4119 名本

科毕业生被授予学士学位。其中，授予工

学学士 1386 名、管理学学士 1431 名、经

济学学士 465 名、文学学士 687 名、艺术

学学士 150 名。

为表彰优秀学子，学校根据“广东科

技学院优秀毕业生评审条件”，经各二级

学院推荐、教务处和学生处审核、学校审

定，决定授予曾嘉倩等 130 位同学“2020

届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统一部署以及学

校毕业生离校工作实际情况 ， 学校

2020 届毕业生采取的是“分期、 分批、

分学院、 分专业” 错峰返校。 6 月 26-

27 日迎来的是财经学院毕业生， 共计

1300 余人。 此后两周， 管理学院、 计

算机学院和外国语学院、 机电工程学

院、 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将按照规定分

批返校， 办理毕业手续。

受疫情影响， 今年很多高校都无法

如期正常举行毕业典礼。

日前，该校校长梁瑞雄、党委书记

吴念香共同致信全体 2020 届毕业生，承

诺“广东科技学院 2020 届毕业生的学位

授予仪式、 毕业典礼将在新冠肺炎疫情

结束后正常举行！ ” 届时将邀请全体

2020 届毕业生回校参加。 信中还提及，

即使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或因路途遥远而

不能亲临现场， 学校依然会保留专属座

位， 由委托的至亲挚友代替完成毕业仪

式， 届时毕业生还可以通过观看网络直

播感受现场的热烈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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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投6.5亿发展教育

长安年内新增公办学位1310个

今年长安

计 划 投 资

6.5

亿 元 发 展 教

育。

毕 业 生

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