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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
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对中
小学生竞赛活动作出了具体的
规定。

《办法》对申请举办竞赛的
组织主体、申报依据以及需提交
的相关材料作出了非常详细具
体的规定，这是从源头上严格规
范竞赛活动。《办法》提出：竞赛
组织主体应为在中央编办、民政
部登记注册的正式机构，必须具
有法人资格。 主办方必须信誉良
好，无不良记录。 竞赛依据文件
的效力等级不得低于国务院部
门规章或部级规范性文件。 竞赛
申报材料必须包括申报单位法
人登记证书、竞赛具体实施办法
以及有关承诺书等材料。

严格准入条件是规范管理
竞赛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办法》
明确指出，教育部负责面向中小
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
作，并委托专业机构负责具体受
理、初核工作。 具体流程是：每年
3 月， 受托专业机构集中受理有
关部门、单位、社会组织关于举
办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的申请。 每年 4 月，受托专
业机构集中对申请举办的竞赛
活动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科
学性、 严谨性进行充分论证，或

开展实地调查， 提出初核意见。
每年 5 月初，受托专业机构将初
核意见报教育部，教育部按规定
程序研究，对同意举办的，将活
动主办方、时间、内容、范围、组
织方式、监督方式等信息在教育
部官网公布。 同意举办的竞赛活
动， 有效期限原则上为 1 年，期
间一般举办 1 次。

《办法》首先明确了责任主
体，强调指出，申请举办竞赛的
部门、单位、社会组织对竞赛活
动的全过程承担主体责任。

同时，《办法》明确规范了具
体办赛行为，切实整治一些竞赛
乱象。

一是在竞赛属性方面，强调
竞赛应坚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主办方、承办方不得向
学生、学校收取成本费、工本费、
活动费、报名费、食宿费和其他
各种名目的费用， 做到“零收
费”，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嫁竞赛
活动成本。

二是在办赛原则方面，强调
组织竞赛应坚持自愿原则，不得
强迫、诱导任何学校、学生或家
长参加竞赛活动；竞赛应对符合
条件的中小学生平等开放，不得
设置任何歧视性条件；举办竞赛
过程中，不得面向参赛者开展培
训， 不得推销或变相推销资料、

书籍、商品等。
三是在结果使用方面，强调

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学
招生入学的依据，在竞赛产生的
文件、证书、奖章显著位置，要标
注教育部批准文号以及“不作为
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等字样。

过去竞赛活动的乱象，与监
管机制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办
法》建立、完善了面向中小学生
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全过程监督
管理机制。

一是实行清单管理制度。 经
研究认定同意举办的面向中小
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将列入

清单，每年动态调整一次，在教
育部门户网站公布并正式印发
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清单之外
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所谓全国性
竞赛活动均不合规。

二是压实地方教育部门和
学校责任。《办法》明确要求，地
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中小学
校、各类教育机构不得组织承办
或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清单之外
的冠以“全国”“国家”“大中华”
等字样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
动， 不得为违规竞赛提供场地、
经费等条件，一经发现，将予以
严肃处理。

三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教
育部设立了专门的举报投诉电
话（010-66092315），同时要求地
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公布投诉
举报电话，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教育部将通过调研、 巡查等方
式， 强化对竞赛活动的监督检
查，对违规举办的，将严肃处理，
有关处理情况及时通过教育部
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告。

今年是贯彻实施《办法》的
第 1 年，教育部决定于 2018 年 9
月，委托中国教育学会接受举办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
动首次申报，10 月进行集中论证
调研，11 月教育部集中进行研究
决定，各有关申请单位可登录中
国教育学会官网 www.cse.edu.
cn， 按通知要求进行申报。 从
2019 年起，将按《办法》规定，每
年 3 月集中接受申报。

近年来，面向基础教育领域
的全国性表彰、挂牌、命名、论坛
等活动也存在一些违规举办的
问题， 影响了基础教育生态，人
民群众反应强烈。《办法》明确要
求，对这些活动要参照《办法》进
行管理，各地要加大查处工作力
度，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
规范管理基础教育领域的各类
活动，为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 �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 9 月 16 日在北京
闭幕。 在为期 3 天的会议中，代
表们认真学习了开幕式上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致词。 代
表们纷纷表示，五年来，我国残
疾人事业发展成就巨大， 未来，
将满怀豪情继续推动新时代残
疾人事业走向更美好未来。

江苏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
长万力说，致词鼓舞人心，让人
倍感振奋，同时自己也感到身上

的责任重大。“残疾人事业进入
新时代， 也给我们提出了新要
求，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解放
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服务好残疾人群体，让每
一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惠及全
体残疾人。 ”万力说，“目前，江苏
省大力推进因残致贫群众的脱
贫攻坚，光伏扶贫和政府购买人
力资源服务辅助残疾人就业两
大举措正在铺开。 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将实现以残疾人需求为
导向的精准脱贫、 精准就业，全

面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

“身为一名残疾人，我得到
了党和残联太多的关爱，我自己
就是中国 8500 万残疾人美好生
活的一个缩影。 ”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残联副理事长张丽莉说。 6
年前，她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为救
自己的学生而重伤残疾，被誉为

“最美女教师”。 如今她成为一名
优秀的残疾人工作者，为残疾人
事业奉献力量。“正是因为党的
关爱、残联的支撑，才让我们在
奔向美好生活的路上倍感幸福、
豪情满怀。 今后，我们会密切联
系残疾人朋友，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发挥好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作用。 我们将瞄准残疾人的困难
和问题，积极开发能够有效带动
贫困残疾人脱贫解困的产业项
目和特色经营项目，坚决打赢贫
困残疾人脱贫攻坚战。 我会努力
成为‘高尚的、擎着火把为残疾
人照亮生活道路的人’。 ”

“过去的我根本不敢想象
自己能成为盲文出版社的部门
主任， 带领一个健全人组成的
团队工作。 ”北京市盲协主席何
川深有感触，“我在失明中度过
了 40 年， 经历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残疾人康复、教育、文化等
各项事业的巨变。 我的人生转
折与改革开放的重要节点同
步， 跟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
追求我的理想。 ”谈到未来残疾
人文化事业的发展， 何川充满
期待和信心 ：“致词中提出的

‘五个必须’是党和政府对残疾
人事业下一步的要求， 这些都
必须要靠我们残疾人工作者的
努力来实现。 我们接下来将进
一步推进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通过 400 家公共图书馆与盲人
群众建立密切联系， 为他们提
供均等化、无差别的精准服务，
同时， 在未来大力推动人工智
能技术在残疾人服务领域的研
发和应用， 为残疾人信息无障
碍提供更多便利。 我相信随着
科技的进步， 残疾人必将打破
信息的壁垒， 在互联网的时代
畅行无阻。 ”

北京市海淀区精协副主席
谈苏一直从事社区残疾人工作，
她用“兄弟姐妹”亲切地称呼残
疾人群体，对基层残疾人文化服
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残疾人
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服务好残
疾人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将重视
并开展手语、康复、社工等各项
培训，用更专业的技能帮助残疾

人生活更美好。 同时，也要把提
高残疾人自身素质作为重要任
务， 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们计划为残疾人提供更高水
平的文化服务，包括专业的心理
咨询、文化学习培训等，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残疾人活动
中，提高残疾人文化素质，并引
进劳动项目，帮助残疾人实现价
值，获得自豪感。 ”

吉林省代表、长春市九台区
善满家园智障人康复托养中心
主任胡艳苹在 21 年间收养了
48 个智障儿童， 并先后建立了
智障人康复托养中心、就业餐厅
等助残机构，被人们称为“阿甘
妈妈”。“这五年来，国家对残疾
人事业的投入上升了 123%，这
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事业
格外重视，让残疾人和残疾人亲
友看到了希望，也让我们工作更
有动力。 ”胡艳苹说，“致词不但
指出了问题， 更提出了解决方
法。我会把党中央的嘱托和大会
精神传达给残疾人和他们的亲
友，和他们携起手来，不等不靠，
加快事业步伐，让残疾人能自食
其力、融入社会，以实实在在的
成绩回馈社会，不辜负党和政府
的期望。 ”

（据《光明日报》）

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中残联七代会代表热议新时代残疾人事业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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