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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

安徽省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一等奖
派奖
六等奖
派奖

全国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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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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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746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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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奖注数
0
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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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62
375639

0

0

每注金额（元）
6951733
114911
3000
200
10
5

3750000

2000000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3

“双色球”玩法

（第2019144期）

021215 192730

全国投注总额：448943976元，安徽投注总额：15767528元。奖池奖金：
991024359元。

中奖号码： 6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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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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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奖奖金
总额(元)

263120

62972

0

本期投注总额：1412468元，
奖池奖金：406199元。

“3D”玩法
（第2019335期）

“双色球”2019年
中大奖累计（截止2019144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512

23785

安徽中奖注数

38

747

下期奖池(元)：991024359；
双色球奖池过亿，2元可中1000万!

0305060911中奖号码

“乐透型15选5”玩法
（第20193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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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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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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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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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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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市投注总额：765214元，安徽投
注总额：136754 元。奖池奖金：
2637516元。

经绩溪县人民政府批准，绩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公开出让2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要求：（表格见下）
二、竞买人条件及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申请人竞得土地后，
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
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三、出让文件的取得及竞买申请：
本次公开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公开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17日至2020年1月6
日，通过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
xuancheng.gov.cn）本公告下方的“网上报名”，下载出让
文本，在线提出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后，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
6日10时（保证金进账时间以银行进账单时间为准），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月6日10时30分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
我局将根据申请截止时的申请情况，确定上述地块公

开出让的具体方式（拍卖或挂牌），并告知所有申请人。在
竞买申请期限内，凡符合竞买条件并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
人达到2家以上（含2家）的地块，按拍卖方式出让；竞买人
不足2家的地块，转为挂牌方式出让。同时竞买申请及竞
买保证金的到账时间将顺延至2020年1月13日16时。挂
牌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
具体公开出让方式，将于2020年1月6日11时前由绩溪县
土地交易中心告知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地块均设有出让底价，采用增价方式，
增幅为1万元整数倍，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公开出让时间和地点：
公开拍卖时间：2020年1月6日15时30分
公开挂牌日期：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1月15日

15时30分
拍卖（挂牌）地点：绩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

厅（2）室
六、其它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上述地块采用网上报名，申请人先注册成网员（国

土竞买人身份），然后提出竞买申请（报名），所需资料均以
扫描件方式在线完成。完成竞买申请（报名）审核通过后，
系统将会自动生成竞买资格确认书，请竞买人自行打印。
网上交易系统务必使用IE7、IE8、IE9、IE11（建议使用）浏
览器登录、使用，否则可能导致异常。如有疑问，可致电
0563-2616639 或 0563-2616620 进行咨询。具体步骤
为：登录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
xuancheng.gov.cn）-国土资源板块-选择需参与竞争的
项目-点击项目最下方我要报名-完成网员注册（填写基本
信息并上传扫描件）并提交备案-系统自动审核-审核通过
后重新登录账号（或刷新当前电脑页面）-选择需参与竞买
的项目-上传竞买申请（报名）资料-竞买申请（报名）审核

通过后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竞买人须于拍卖（挂牌）会30分钟前凭在宣城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xuancheng.gov.
cn）自行打印的资格确认书和出让文件要求提供的纸质报
名资料（原件，一式两份）到绩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领取号牌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七、联系方式和竞买保证金账户。
1.联系电话：0563-8159127
地 址：绩溪县会山路45号
联 系 人：陈 静（绩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保证金缴款开户单位及账号：
开户单位：绩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绩溪县

支行
账 号：934008010002848895

绩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7日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绩自然资规告字〔2019〕8号

编号

2019-40
2019-41

土地位置

上庄镇凤栖湾
长安镇庄团村

土地面积
m2

2453.4
4939.6

亩
3.68
7.41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6
≥1.0

建筑密度
≤35%
≥40%

绿地率
≥10%
≤15%

起始价（万元）

111
63

竞买保证金（万元）

34
13

2019年12月31日后，
宣城市将不再受理

退役士兵社保接续申请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

题的意见》（厅字〔2019〕3号）和中共安徽

省委办公厅、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

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工作举措的通

知》（厅〔2019〕41号），我市部分退役士兵

社保接续工作于8月初正式启动，截至12月

15日，全市已录入申请信息4904人，受理

4362人，市直和部分县市已启动缴费工作。

根据上级文件和我市社保接续公告，部

分退役士兵社保接续申请工作将于2019年

12月31日结束，此后，将不再接受新提交的

申请，逾期未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材

料有以下几项：

1.入伍批准书或应征公民入伍政审表等

入伍证明材料（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

印件，档案由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管理的不需

要提供）；

2.退出现役登记表（加盖档案保管单位

印章的复印件，档案由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管

理的不需要提供）；

3.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相关缴费记录，在多个地区参保的，须

提供多地缴费证明或个人账户查询单等缴费

记录凭证。

距离申请最后时限只有15天了，请符

合条件的退役士兵抓紧最后的时间，尽快

就近到所在乡镇（街道）咨询并提交申请材

料，也可直接到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

交申请。如本人无法赶到，可委托他人代

为办理，也可通过网络方式提交材料，工作

人员双休日正常接受申请材料。

咨询电话：
宣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3020766；

宣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3010823；

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7016603；

广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6055022；

宁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4026088；

泾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5100832；

绩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8159233；

旌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8611002。

宣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19年12月17日

（上接第一版）
“哭嫁”是旌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几年王

梓兰还挖掘这一民俗，用诉说和吟唱的方式把“哭
嫁”搬上舞台。“‘哭嫁’这种极具民俗特色的婚庆方
式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王梓兰将它再次演绎
后，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了旌德这一特色民俗，是
对民俗文化的又一种传承。”

●送戏敬老院彰显爱老情
“夕阳美”成立7年来，每逢节假日，艺术团都

会主动开展关爱老人义务慰问演出活动。
“我们坚持免费演出，每次去敬老院大家都会

自己掏钱给老人们买点生活用品、零食送给老人
们。”王梓兰说，如今旌德县的大大小小所有的敬老
院，艺术团几乎送戏达到“全覆盖”。

11月29日，在旌阳镇敬老院，“夕阳美”带来的
节目受到了老人们的叫好。老人们说：“平时只能
在收音机和电视上看戏，现在大家聚在一起看现场
表演，心里好快活。”

观众看得投入，演员演得开心。“夕阳美”艺术
团的成员们说：“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能为他们尽
些义务，大家都觉得很光荣！”

如今，随着排练演出的常态化，王梓兰更坚定
了文艺传递正能量的信心。她说，下一步艺术团将
打磨更多好的作品，继续走街串巷进行表演，传递
改革好声音、惠民好消息。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
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
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
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精神，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
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为教师安心、静心、舒心
从教创造更加良好环境，按照《中共中央办
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
负的通知》要求，现就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
1.重要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承载着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重任。营造教
育教学良好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
人工作，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各级
党委和政府的职责所在，是全社会尊师重教
的基本体现。

2.主要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
工作，在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进程中，坚
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在
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推进教师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落实教师待遇保障等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同时
要看到，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体制机制方面
的原因，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还存
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种督查
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
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
的布置随意；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安全
稳定、扫黑除恶、创优评先等工作时，经常
向学校和教师摊派任务。这极大地干扰了
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了
额外负担。对此，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
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
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
把时间还给教师。

3.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
关于教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党
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遵循教育教学规
律，聚焦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主责主业，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坚持分类
治理，从源头上查找教师负担，大幅精简文
件和会议。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区域、
城乡、学段等不同特点，避免“一刀切”。坚
持标本兼治，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
教学无关事项，突出重点，大力精简治标；协
调好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关系，提高水平，
发展专业治本。坚持共同治理，调动各级各
部门、社会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切实减轻中
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宽松、宁静的教

育教学环境和校园氛围，确保中小学教师潜
心教书、静心育人。

二、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
4.依法依规开展督查检查评比考核。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一部署和依法依规开
展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工作。各部门开展涉
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
项，按照归口管理原则，实行年度计划和审
批报备制度，年初分别报同级党委办公厅
（室）、政府办公厅（室）研究审核，由党委办
公厅（室）统一报党委审批。除教育部门外，
其他部门不得自行设置以中小学教师为对
象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确需开展的要
商教育部门，按程序报批后实施。涉及中小
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由同
级教育部门统筹协调开展，同类事项可合并
进行，涉及多部门的联合组团开展，严格按
要求按程序进行，不能层层加码、扩大范围、
增加环节、延长时间，坚决避免对学校和教
师随意提出要求。

5.清理精简现有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
项。省级党委和政府要对现有涉及中小学
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进行一
次集中清理，严格控制总量和频次。要对各
类校园创建活动严格审核把关，能合并的尽
量合并，能取消的坚决取消。经过清理，确
保对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
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清理后
保留的事项实行清单管理。

6.改进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方式方法。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完善考核评
价体系，体现差别化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
加强常态化了解，坚决纠正机械式做法，尽
量简化程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表格数据
材料检查。注重工作实绩，不得简单以留痕
作为评判工作成效的标准，不得以微信工作
群、政务APP（应用程序）上传工作场景截
图或录制视频等方式来代替实际工作评价，
不能工作刚安排就开展督查检查评比考核，
坚决克服重留痕轻实绩的形式主义做法，避
免干扰正常教育教学活动。

三、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
7.规范部署扶贫任务。教育扶贫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大
力推进、取得实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
按照党中央有关要求，引导广大教师关心支
持教育扶贫工作，充分运用校园和课堂教育
帮助贫困地区学生坚定脱贫信念、认真学
习、掌握本领、健康成长，通过扶智方式为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多作贡献。

8.合理安排专项任务。各级党委和政
府统一部署的维护稳定、扫黑除恶、防灾减
灾、消防安全、防艾等重要专项工作，确需中
小学教师参与的，由教育部门严格按要求依
程序统筹安排，一般不得影响正常教育教
学，不得安排中小学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
的场所开展相关工作。如遇特殊时期、紧急
情况，根据形势和实际需要，由教育部门根

据上级要求布置。
9.合理安排城市创优评先任务。各级

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开展的文明、卫生、绿
色、宜居、旅游等城市创优评先活动，涉及
中小学校的，由教育部门严格按要求依程
序统筹安排，原则上不得安排教师上街执
勤或做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不得
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未经教育部门同意，
有关部门不得擅自进校园指导教师开展相
关工作。

10.合理安排街道社区事务。街道社区
要通过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助力区域内中小
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
学情况下，积极吸引中小学校参与社区建设
相关活动。街道社区对教师参与有关活动
提出不合理要求或所提要求影响正常教育
教学的，学校有权予以拒绝。

11.科学安排有关教育宣传活动。面
向中小学生开展的教育宣传活动，要根据
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需要，由
教育部门整体规划、分类指导、统筹安排进
入校园。如中小学课程已有类似内容，可
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融入教学安排，不得重
复安排。

12.坚决杜绝强制摊派无关事务。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工
作，特别是不得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
等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和工作（如庆典、
招商、拆迁等）强制摊派给中小学校，并向教
师下达指令性任务，不得随意让学校停课出
人出场地举办有关活动。

四、统筹规范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
13.规范精简各类报表填写。各级党

委和政府及教育部门要严格规范涉及中小
学教师的有关报表填写工作，根据需要统
筹安排各类报表填报工作，精简填写内容
和次数，不得一味要求学校和教师填表格
报材料，杜绝重复上报各种数据及多头填
写表格现象。

14.严格规范教育统计和调研工作。严
格落实《教育统计管理规定》有关要求，规范
中小学校教育统计工作。除国家统计局外，
其他部门开展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教育
统计工作须向同级政府统计机构报请审批
备案。针对中小学教师开展的调研活动，须
经教育部门同意并部署，坚决避免不同部门
多头和重复调研。

15.提升数据采集信息化水平。各级教
育部门和学校要加强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建立健全各类教育信息数据库，进一步规
范基本信息管理和使用，努力做到一次采
集多次使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
是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育管理工作的信
息化、科学化水平，切实做到让信息多跑
路、让教师少跑腿。

五、统筹规范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
16.从严规范借用中小学教师行为。教

育部门统筹中小学教师安排使用工作，严格

限制和规范有关部门对中小学教师的抽调
借用。对于借用中小学教师参与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任务的，在不影响学
校正常教育教学情况下，应经县级以上教育
部门同意，并报同级党委审批备案，借用期
限原则上不超过半年。

17.切实避免安排中小学教师参加无关
培训活动。教育部门统筹安排中小学教师
培训活动。针对教师的专业培训，要结合教
师工作和生活实际，优化内容、改进形式、合
理开展，避免硬性安排，坚决杜绝走形式、走
过场。注重采取多种方式做好对教师的教
研指导，通过多个维度观测教师教学水平，
科学开展考核评估。对于非教育教学方面
的培训，教育部门要严格把关，除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依法依规开展的培训外，能取
消的取消，能合并的合并，不得拉教师拼凑
充数，把无关培训摊派给教师。

六、强化组织保障
18.加强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

重视，切实履行责任，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
担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严格落实审批和
报备制度，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推进。各级党
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宣传
引导、督促落实。各级教育部门要在党委和
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落实好组织实施工作。
要依法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和中小学教师
各项权益，合理核定工作量，激励教师肯干
能干做出成绩。严禁挤占、挪用、截留编制
和有编不补，事业编制要优先保障农村学校
教师需求，根据乡镇寄宿制学校实际需要，
积极探索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宜通过
市场方式提供的事项（如学校安保、生活服
务等）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确保乡镇寄
宿制学校运转良好。

19.加强督导。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纳入对省级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督导中。省级教育督
导部门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作为
教育督导和开学检查的重要内容。严格按
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
查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注重运用信息技
术手段，以督促减，以减增效，指导各地做
好落实工作。坚持定期督导与长期监管相
结合，将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有
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
要参考，对于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要严
肃问责。

20.加强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教育
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广泛
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党中央关于教师队伍建
设的决策部署，广泛宣传中小学教师教书育
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
命，大力倡导尊师重教，努力引导全社会进
一步理解教育工作、关心中小学教师发展，
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省级党委和政府要根据本意见精神，列
出具体减负清单，扎实推进减轻中小学教师
负担工作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