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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B〕

池教体办〔2020〕56 号

关于市人大四届三次会议第 34 号

建议的答复

刘柳燕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主城区幼儿教育优质发展的建议收

悉，现就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主城区学前教育基本情况

1.幼儿入园情况。主城区现有幼儿园 45 所，教职工 1225

人，在园幼儿 10990 人。其中：公办园 8 所，教职工 302 人，

在园幼儿 3416 人，占主城区在园幼儿总数的 31.1%，班级活

动室 76 间，平均班额 44.9 人；民办园 37 所，教职工 923

人，在园幼儿 7574 人，班级活动室 228 间，平均班额 3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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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育费收取情况。公办园保育费每学期每生 1850 元。

民办普惠园综合考虑办园成本、保教质量等因素，并报发改

部门备案，保育费每学期每生在 1400 元至 3200 元不等。高

端民办园每学期每生收取总费用 8500 元，其中保育费 6000

元。

3.保教质量情况。公办园每班按“两教一保”配备教师，

游戏为基本教学活动，保教质量较好。少数民办园鉴于办园

成本，每班仅按“一教一保”配备教师，保教质量不及公办

园。

4.园所建设情况。房地产企业配建幼儿园 55 所，已竣

工 40 所（实际启用 36 所），未竣工 15 所（其中在建 5 所）。

另有政府投资在建公办园 2 所。

二、主要做法: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据统计全市

68 所幼儿园（公办园 31 所、民办园 37 所）均建立了党组织，

其中单独设立党支部的 13 个（公办园 7 个、民办园 6 个），

设立联合党支部 55 个，198 名党员正常参加党组织生活。各

县区教体工委安排党建指导员帮助提升幼儿园党组织建设

规范化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幼儿园工作。

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快速推进公办园所建设。自 2011

年以来，累计新建公办园 64 所（城区 6 所、农村 58 所），

基本实现一个乡镇一所公办园，改扩建公办园 33 所，并增

设村小附属园和幼教点 135 所。全市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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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的不足 60%提升到 2019 年的 90.94%,公办园（含村小

附属园和公办幼教点）在园幼儿占比达 49.35%，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 91.23%。

三是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工作，建立并完善规范治

理长效机制。在全省率先出台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工作方

案，成立领导小组，市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推进治理工作。

开展小区配套园全面排查综合治理。对标整改，对主城区 37

所民办园进行调研，对其办园基本情况、安全保障能力、科

学保教水平、师资力量、收费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实行“一

园一台账”管理。全市 27 所小区配建园治理任务基本完成，

其中转为普惠园 25 所、回购 1 所、新建 1 所。省委教育工

委编印的第 16 期《安徽教育工作》介绍了我市工作做法。

四是坚持公民办园并举，扩大普惠园资源供给。全市普

惠性民办园 102 所,在园幼儿 15301 人，占在园幼儿数的

41.88%。市教体局会同市财政局和发改委出台了《池州市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普惠性民办

园动态管理。通过结对帮扶、名园长、名师工作室送教等途

径，鼓励薄弱园提升保教质量，实现全市学前教育均衡协调

发展。2019 年，组织全市 17 所省市一类园对口帮扶 34 所乡

镇中心园、民办园，34 个园所对口帮扶 68 所薄弱园和看护

点,促进全市学前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此项创新性工作，省

委李锦斌书记在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上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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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坚持依法监管，保教质量逐步提升。对标整改，对

主城区 37 所民办园进行调研，实行“一园一台账”管理。

通过落实幼儿园挂牌责任督学制度、规范办园行为专项督评

估、民办园年检、科学保教活动、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幼

儿教师才艺技能和教学技能比赛、优质课比赛、幼儿园游戏

案例评选等手段，推动落实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游

戏活动已成为全市幼儿园基本教学活动。贵池区幼儿园余璐

大班游戏案例《三打白骨精》，市实验幼儿园汪莹大班游戏

案例《秘密空间》荣获教育部优秀游戏案例，全国有 130 个

案例获奖，安徽省仅有 5 个案例获此殊荣。

三、目前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

诚如您提案中所言，我市主城区学前教育发展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

1.学位总体不足。近年来，幼儿园建设项目主要安排在

农村，人口聚集的城区幼儿园总体不足，存在大班额现象。

主城区现有幼儿园 45 所，教职工 1225 人，班级活动室 304

间，可提供标准学位 9120 个，与目前实际在园幼儿相比，

学位缺口 1870 个。

2.公办园学位短缺，班额大，存在入公办园难现象。全

市 83 所公办园，城区仅有 16 所，学位仅 6107，占城区学位

数的 40.6%，导致城区公办园入园难矛盾突出。主城区 8 所

公办园标准学位仅 2280 个，实际在园幼儿 3323 人，占主城

区在园幼儿总数的 31%，学位缺少 1136 个。老旧小区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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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不足，“就近入园难、入公办园更难”的问题同样

突出。2016 年国家“二孩”政策全面实施，“二宝”已进入

学前教育阶段，预计 2022 年，主城区的学龄前儿童约 12000

人，按照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50%的要求，届时公办园学

位缺口约 3720 个。

3.公办园发展机制不畅，教师编制不足。主城区公办园

教职工 418 人，教师 302 人，其中聘用 220 人，在编 82 人，

导致一园两种教师身份，两种工资待遇，编外人员待遇平均

不及在编人员一半，不能实现同工同酬，不利于调动教师的

积极性。随着公办园数量的增长，以及编制数和机构数的总

体受限，此类矛盾日益突出。

4.民办园师资队伍薄弱，流动性大。民办园聘请的专任

教师持证率仅占半数，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待

遇低，平均月工资仅 2000 元左右，教师积极性受挫，保教

质量不高。

5.民办普惠园地方财政投入不足，财政扶持力度不够。

主城区民办普惠园 35 所，2017-2019 年市本级财政每年安排

800 多万元，用于民办普惠园较少；省财政厅和省教育厅出

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补助政策正在积极推进；因受疫情影

响，民办园资金短缺。

6.对民办园的监督与考评机制不够健全。部分民办园以

盈利为目的，办学目标不明确，保教收费不均衡，群众满意

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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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在努力推进的工作和下步对策

1.坚持党建引领，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

统筹抓好公、民办园党组织建设，将党建工作统一纳入

办学章程，努力打造一园一党建品牌，引领幼儿园保育保教

管理和学前教育发展，突出学前教育的社会公益性，保持正

确的学前教育办学方向。

2.扩充学前教育资源，加快公办园建设。

一是协调推进在建项目。定期调度 15 所未竣工小区配

套幼儿园在建项目，尽快竣工交付，扩充主城区学前教育资

源。列入主城区基础教育三年提升计划的三台山、桃源名著、

白沙、洋浦 4 所新建幼儿园即将交付，开发区幼儿园已列入

今年建设项目。

二是持续推进小区配套园治理。将新建小区配套园与小

区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由教育行政部门统

筹管理，优先办成公办园。适当增加老旧小区公办园布点，

补齐老旧小区配套园规划建设短板。

三是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学前教育项目。打捆全市 13

所新建园、3 所改扩建园项目，总投资 2.51 亿元,申报地方

政府专项债 1.255 亿已上报国家发改委。

3.创新机制，提升办园质量。

一是创新公办园管理机制。加快组建市直幼儿教育集

团，打造一个运转高效，资源集中，管理顺畅，质量一流的

公办幼儿教育紧密联合体，示范引领全市学前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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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立公办园投入保障与成本分担机制。逐步构建

“政府适当投入、家庭合理分担”的学前教育运行保障机制，

建立与办学成本、物价水平、财力情况联动的学前教育投入

稳定增长增长机制和保育费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幼儿园成本

分担机制。

三是建立幼儿园园长定期交流研讨机制。组建幼儿园园

长联谊会，搭建教育主管部门与幼儿园负责人定期沟通交流

平台，宣传解读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学习交流幼儿教育发展

动态和幼儿园管理经验，提升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在此基

础上，探索组建幼儿教育联盟。

四是加强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提升科学保教水平。争

取编制等部门支持，继续按现行方式招录编制内幼儿教师，

补充城区和农村公办园幼师队伍，通过补充优秀教师，带动

公办园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落实普惠性民办园奖补政

策，提高教师待遇，稳定幼教队伍。结合幼儿教师能力培训

和规范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开展“一日常规练兵”活动，

游戏评选与观摩培训、幼儿园优秀游戏活动案例征集、中青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继续开展国培，举办全市幼儿园园

长骨干教师培训班，有效提升教师素养和质量意识。

4.落实政策要求，规范城镇小区配套园建设

一是调度已规划配套园建设进度。按省小区配套园建设

管理规定，协调房产开发企业将在建的小区配套园与首期住

商品房同步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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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逐步补齐老旧小区幼儿园资源。按《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标准》，将幼儿园建设作为老旧小区改造重要配套，

解决就近入园难问题。

三是协调住建部门解决小区幼儿园物业费、租赁费收费

过高问题，减轻办园负担。

5.健全民办园监督与考评机制，扶持民办普惠园发展

一是采取购买服务方式扶持普惠幼儿园发展。按照省财

政厅和省教育厅出台的普惠性民办园补助制度的通知要求，

按照市本级 300 元/生·年和县区 200 元/ 生·年标准落实

生均奖补等扶持政策。贵池区已按生均 100 元标准发放 110

万元普惠性民办园补助资金，剩余部分财政正在积极筹措资

金，予以兑付。

二是规范民办普惠园办园行为。按照《池州市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范民办普惠园认定、

分类、管理和年检工作，健全管理机制，鼓励、引导和扶持

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

三是加强收费管理。民办园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要适时

调整和规范，明码标价，接受监督，坚决抑制过高收费。

四是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市县区统筹，29 所优质园与

60 所乡镇中心园、民办园结对帮扶，60 所乡镇中心园、民

办园对口帮扶 60 所薄弱园、看护点，构建覆盖城乡的幼儿

园结对帮扶体系,推进薄弱园教师专业素质、日常管理规范、

保教质量逐步提升，促进全市学前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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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落实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对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

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予以 500 元--600 元/生·学

期标准资助，减轻困难家庭经济负担。

6. 规范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特色营利性民办幼儿园，

鼓励学前教育多样化发展，满足幼儿家长选择性需求。

致

礼

2020 年 6 月 7 日

联系单位：池州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科；联系电话：2318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