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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今年将新增学位4.68万个

预计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45所

从东莞滨海湾新区获悉， 1

月12日， 东莞市大学筹建办公

室发布湾区大学

（松山湖校区）

工程勘察设计招标预公告。 公

告中披露， 滨海湾校区占地约

2100亩。

据悉， 湾区大学是由广东

省人民政府管理、 东莞市政府

投入保障为主的公办普通高等

学校， 拟按照“一校两区” 的

整体思路， 在滨海湾新区和松

山湖科学城同步建设两个校区，

校园总占地约2350亩。 湾区大学

滨海湾校区选址于滨海湾新区威

远岛板块， 背靠威远岛森林公

园， 面朝伶仃洋， 紧邻鸦片战

争威远炮台遗址和海战博物馆，

与广州南沙自贸区隔江相望。

为确保滨海湾校区尽快启

动建设工作， 自2020年 7月以

来， 新区联合虎门镇全力推动

湾区大学土地整备工作， 目前

各节点任务进展顺利、 如期推

进。 同时， 新区正积极在大学

北侧同步谋划湾区大学科技园，

将与湾区大学形成紧密联动发

展格局。

自2019年起， 东莞市正式

启动湾区大学的筹建工作。 主

要学科领域包括物质科学、 理

学、 先进工程； 后续还将开办

生命科学、 新一代信息技术、

金融管理等。 同时， 湾区大学

将集教育教学、 科教产融合以

及国际合作共三大功能于一体。

打造集合作办学、 访学交流、

学术研讨、 产学研用协作等功

能于一体的国际高校合作平台。

根据计划， 至2030年， 湾

区大学的招生规模达到1万生，

远期预留5000生； 本科生与研

究生规模比例达1： 1左右。

通讯员 东莞滨海湾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宣

今年将推动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

45所、新增学位4.68万个，公办幼儿园18

所、新增学位7000个……昨日，东莞市

召开打造品质教育新闻发布会。记者从

会上获悉，2021年， 市教育系统将围绕

扩容、提质、强师、服务、治理、改革六个

方面下功夫， 推动打造品质教育起好

步、开好局。

今年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18所

2021年，市教育系统将开展六大重

点工作。 一是扩容。 持续推进千日攻坚

行动，完善学位动态调整机制，编制基

础教育设施专项规划， 优化学校布局，

落实公办学位供给与商住用地出让联

动机制，完善高中教育用地保障，加快

学校建设，探索建立建设质量监测员制

度，确保“扩一所优一所”。 2021年将推

动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45所、新增学位

4.68万个， 公办幼儿园18所、 新增学位

7000个，确保各学段学位供需平衡。

二是提质。围绕办好家门口的每一

所学校，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

规范发展、均衡发展。 持续推进集团化

办学和品牌学校建设，新增品牌学校40

所。推进劳动教育，加快课程体系、教师

培养、实践基地和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建设，创新劳动教育东莞模式。 打造品

质课堂， 培育首批品质课堂示范镇街、

示范学校、精品示范课。启动特色学校、

特色项目“双特色”普通高中建设。优化

学前教育资源配置，规范各类幼儿园办

学行为。 启动民办教育分类管理试点，

推动民办教育规范优质发展。

三是强师。 以莞邑良师工程为抓

手，全面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 开展最美教师评选，优

化荣誉制度，加强监督管理。 加快高层

次人才引进， 探索年内集中招聘引进

100名高层次短缺人才。 加快推进校长

职级制改革，完善学校干部选任和教师

职称评聘机制，规范编外教师管理。

此外，还将围绕服务、治理、改革等

三大方面重点开展工作。 服务方面，将

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大力建设特色

专业群、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提高“双师

型”教师占比，拓宽中职高职衔接渠道。 推

进湾区大学、港城大

（东莞）

建设，推进东

莞理工学院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示

范校，推进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年内实现公办小学

提供校内下午课后服务基本全覆盖。年

内更新改造1万间教室灯光照明。

“十四五”确保“五个翻一番”

东莞市委市政府明确将“打造品质

教育”作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核心

战略，“十四五”时期将确保实现“五个

翻一番”。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增量翻一番。即

“十四五” 期间义务教育阶段新增的公

办学位，将比“十三五”期间新增的翻一

番。“十三五”期间义务教育阶段新增的

公办学位约12.5万个，预测“十四五”将

新增超过25万个；普通高中公办学位总

量翻一番。 2020年底，普通高中公办学

位为5.5万个，预测到2025年底将为约11

万个。

教育经费总投入翻一番。 即“十四

五” 期间全市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

将比“十三五”期间翻一番。 2020年教育

经费投入还没有最后核算，初步测算未

来五年，东莞市将加大公办学校建设力

度、加大教育经费保障水平。

公办中小学专任教师增量翻一番。

即“十四五”期间新增的公办中小学专

任教师数量，将比“十三五”期间新增的

翻一番。“十三五”期间新增的公办专任

教师数量接近1万名，预测“十四五”期

间将新增超过2万名公办专任教师。 高

级职称教师增量翻一番。“十三五”期间

新增的高级职称教师750多名，预测“十

四五”期间新增将超过1700名。

【现场问答】

如何协调处理个别镇街学位紧缺？

记者：本月初塘厦率先发布今年学位

预警，请问在全市统筹之下，

2021

年东莞将

如何解决学位供给问题？ 针对个别镇街学

位紧缺情况，教育部门如何协调处理？

市教育局：

根据全市学位需求情况

监测显示，2021年总体上全市公办学位

是供需平衡的。针对个别镇街因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不断增加、公办学位失衡的

实际，教育局将在四个方面予以积极协

调，努力增加学位供给，满足适龄儿童

少年的入学需求。

一是继续深入推进教育扩容提质

千日攻坚行动。二是提前做好辖区学位

资源规划和配置。三是多渠道扩充学位

资源。 对于个别学位紧张的镇街，要求

其在加快推进千日攻坚行动，增加学位

供给的同时，创新学位供给方式，通过

向属地民办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

（如购买

民办学校、购买民办学位，发放民办学位补

贴）

，扩充学位资源，满足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需求。 四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今年新动工69所学校项目

记者：

2021

年根据规划将再完成

45

所学

校项目，动工建设

69

所，具体情况是怎样？

市教育局：

2020年，完工新建改扩建学

校32所，增加学位约3.7万个，比2020年原

定计划超额完成了3所，新增学位超0.34万

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市公办学位不

足的压力。目前，东莞已确定了2021年公办

中小学的建设任务， 总投入约42.88亿元，

完成45所新改扩建学校项目； 总投入94.1

亿元，新动工69所学校项目。

对于今年完工的45个项目， 预计可增

加学位约4.68万个。 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33所

（小学

24

所，初中

9

所）

，投入26.53亿

元，新增学位约3.13万个

（小学学位

2.18

万

个 ，初中学位

0.95

万个 ）

；高中阶段学校12

所，投入16.35亿元，新增学位约1.55万个。

湾 区 大 学

公布规建面积

为2350亩

包括滨海湾校区

和松山湖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