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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聽百姓訴求
：
口參問題關鍵
教育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胡衛看來，正是因為這些年中國經濟
的快速發展，才大力促進了中國教育的高速發展，而教育在充分發展之後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多的人才等智
力支持。但是，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教育體制、培養目標、培養手段等方面會有一定的不適應，出現不
能適應經濟發展需求的相對滯後，這對教育提出了諸多挑戰。而作為一位履職經驗豐富的政協委員，胡衛認
為，委員必須最大可能地深入一線調研，「要用政協委員的耳朵去聽，了解政府和百姓訴求；用政協委員的嘴
巴去說，講到關鍵處，參到點子上。」胡衛說。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1979年，胡衛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教
育系，從此開啟了他與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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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辦學校分類管理
新法新政穩妥推進

日前，司法部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辦教育促進法
實施條例（修訂草
案）（送審稿）》
公開徵求意見。胡
衛說，根據中央有
關對民辦學校實施
分類管理的決策部
署，按照民辦教育
新法新政的要求，
截至目前，已有 22
個省級人民政府制
定出台了相關配套
文。同時，由於各
方面思想認識還不
夠統一，加上對民
辦學校實施分類管
理是一項極其複雜
的系統工程，一些
地方還存在畏難情
緒，至今還有 9 個
省域未出台相關規
定，甚至有的區域
仍按兵未動。
他直言：「即使
已出台配套文件的
省域，也存在敷衍塞責、迴避矛盾現
象。其中，對分類後兩類學校特別是營
利性學校如何進行分類扶持的政策規
定，還不甚明確；對於現有民辦學校如
何平穩實施分類的過渡政策，普遍缺少
可操作性。」

在談及如何穩妥推進民辦學校分類管
理改革時，胡衛建議，首先應敦促各地
盡快出齊出細出實配套文件。教育部會
同有關部門要適時對各地配套文件制定
及實施情況開展督查，敦促各地盡快出
齊出好相關規定，並切實增強配套文件
的可操作性、可獲得感，以穩定民辦學
校舉辦者的預期和信心。
他指出，當務之急是要細化現有學校
分類平穩過渡的政策性規定，進一步明
確現有學校轉設所涉及的財務清算範圍
和組織方式、繳納稅費種類和標準、補
償獎勵的額度和取得方式等。「特別是
涉及舉辦者重大關切的問題，如剩餘財
產的補償獎勵，不應該含糊其辭，拖延
不決。」
他說，還要對相關法律規定作出相應
解釋說明，「從相關配套文件看，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修法決定精神還沒有很
好得到貫徹，甚至有的被誤讀和曲解。
譬如，有關現有學校過渡期問題，多數
地方規定是 5 年，有的地方規定是 3 年
（如上海），有的地方草案規定是 10 年
（如湖南），有的地方則不設過渡期
（如廣東），這造成了區域之間的很大
不平衡。」
他指出，由於一些配套文件對於過渡
期內現有學校的政策適用問題未作出明
確規定，還導致不少舉辦者誤以為過渡
期內仍可適用老法獲得合理回報。對
此，他建議教育部提請全國人大有關部
門作出法律適用解釋，用更加務實的辦
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業的不解之緣。胡衛回憶說：「民辦教育發
展之初，以業餘培訓教育為主。當時我們這
一屆考生因為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文化知識，
所以參加高考前會利用業餘時間集聚到學生
喜歡的學科老師那裡接受輔導，以後這種業
餘的群體輔導，慢慢演變為固定時間、固定
地點，收取一定費用的輔導班，而這種輔導
班其實就是民辦教育的雛形。」
而作為在改革開放旗幟下成長起來的一代
人，他也見證了中國民辦教育在這四十年的
巨大發展。「這四十年裡，中國民辦教育的
變化翻天覆地，波瀾壯闊。中國用最少的教
育經費支撐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規模，不可
謂不是一個壯舉。在我讀書時期，當時教育
設施非常差，毛入學率很低，輟學司空見
慣，經過四十年的發展，現在義務教育已有
超過90%的毛入學率，足見發展之迅速」。

教育是面向未來的事業
「教育是面向未來的事業，是傳遞人類文
明成果的事業，具有相對滯後期，應時代而

『變』因此成為教育的永恒主題。」胡衛
說，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民辦教育的發展環
境在變，發展方式在變，政府的管理模式也
在變化。在民辦教育發展早期，由於受計劃
經濟體制影響，從宏觀的教育方針政策制定
到微觀的教育教學活動管理，都由政府包攬
管理。政府對民辦學校的控制權力較大，社
會力量參與積極性不高，參與形式單一。隨
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教育有關行為主體參
與教育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政府管理
逐漸開始從管制向服務轉型。
他指出，特別是在當今大數據、雲計算等
高科技不斷發展需求下，教育需要滿足「隨
時隨地隨機」的要求，原來的教育是適應工
業化社會需求的，但現在社會機構不斷小型
化，一生一個崗位的專業優勢不再，「當今
社會對現代化教育提出新的挑戰，要求培養
的人才掌握多種語言，有很好的交往能力、
獨立判斷能力，這些都對教育提出了更多更
大的挑戰」。胡衛說。

深入調研方能建言有據
近年來，胡衛隨全國政協調研組先後赴河

南、貴州、甘肅、四川、吉林等多個省市自
治區分別就職業教育、民辦教育、扶貧攻堅
中教育信息化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農村留
守兒童教育、特殊教育、學前教育、農村兒
童營養餐計劃實施等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
究，足跡遍佈城市、農村、邊疆民族、連片
特困地區。他還隨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代
表團赴加拿大、美國等地調研了職業教育發
展問題。
胡衛說，每次參加全國政協尤其是教科文
衛體委員會組織的調研，他都希望利用參
觀、走訪、座談等形式，用政協委員的眼睛
去看，尋找經驗、發現問題。調研後，他還
會利用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和數據，精心撰寫
議政建言文章，核實情況，梳理觀點，提出
對策。
在針對職業教育的調研中，他看到很多地
方熱衷鋪攤子、建房子，忽視校企真正融合
的問題，就在調研文章中建議，職業教育必
須要打通辦學方和用人方之間的聯繫；重視
職業教育「場景」作用，把教學活動置於職
業場景中，用真實的技術、真實的設備來開
展教育，才能取得實效。

逾百提案 涉教科文等領域
案，為國計民生建言獻策。
在參加學前教育調研時，他發現由於編
制原因專業教師不足，造成很多幼兒園園
長、教師由中小學轉崗而來，不懂幼教規
律，只滿足於把孩子圈養在一起，學科
化、小學化
傾向嚴重，
直接影響教
育質量。為
此，他提出
改進幼兒教
師編制核定
標準，向農
村傾斜，建
立健全教師
編制的動態
管理機制。
在各地扶
貧攻堅調研
中，胡衛針
對發現的農
村學校出現
「空心化」
現象、「麻
雀學校」以
及「空巢學
校」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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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加大對

作為一名有豐富履職經驗的政協委員，胡
衛認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
只有深入調研，才能做到選題準、調研深、
情況明、分析透、建議實。每年上海和全國
兩會前，他都會準備較多的書面發言和提

貧困地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加強農
村學校均衡發展的標準建設，建立生均經
費、生均公用經費、校舍建設、師資隊伍
標準。
在特殊教育調研中，他發現各界認識尚有
偏頗，往往將特殊教育窄化為學校教育，特
殊教育體系中高中和職業教育是短板。針對
此，他在撰寫的報告中建議，特殊教育體系
要全面覆蓋各級各類教育；體系不光建在課
堂和學校圍牆內，還要延伸到學校圍牆外；
不能向普通教育看齊，而是要在「特殊」上
做文章。
近年來，他先後提出 100 多條提案，涉及
教育、科技、文化、社會管理等領域。其
中，「提升教育經費使用效益」、「培育核
心價值觀」兩篇提案分別被列為2013、2015
年全國政協重點督辦提案。「關於治理擇校
熱需標本兼治」的提案被評為十二屆全國政
協優秀提案。他關注多年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法問題，2016 年 11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明確了對兩類
學校的扶持政策，為民辦學校未來發展提供
了路徑和法律保障。
他還被邀請在全國政協有關職業教育的專
題協商會、全國政協以攻堅扶貧為專題的常
委會、圍繞學前教育建言獻策的雙周協商座
談會上發言，把調研成果反映到國務院領導
及國家有關部門，藉以推動教育事業的進一
步發展。

倡構建
「國家營養餐改善計劃」
監測評估體系
隨全國政協調研組赴雲南調研時，當
地農村義務教育兒童營養餐改善計劃存
在的問題吸引了胡衛注意。
針對調研發現的營養餐計劃中存在的
問題，胡衛專門形成提案建議，建立監
測指標體系，學習借鑒國際先進監測工
具及方法，結合中國國情，嘗試構建一
套「國家營養餐改善計劃」實施監測評
估指標體系。
他了解到，自開展營養改善計劃以
來，雲南省截至 2016 年底義務教育學校

食堂建設共投入資金 68.94 億元（人民
幣，下同）。每天供應三餐以上的學校
比例從 2012 年的 35.3%上升到近 90%，
雲南省教育廳提出的8套食譜，每套食譜
供一周五天使用。以縣為單位的農村義
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覆蓋率逐年提
高，至2016年已達到97.67%。
據有關督導報告顯示，連片貧困地區
農村學校普遍建立了食堂，改善了學生
就餐條件，不少地方農村義務教育兒童
從沒飯吃、吃不起飯，到吃得飽並逐步

委 員 簡 介
胡衛，1961 年生，祖籍四川，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
員、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上海市中華職教社副主任，中國宋
慶齡基金會理事，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先後承擔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民進中央、教育部、國家社科基金
教育學重大項目。20 多項課題和提案榮獲國家地方教育科學和參政
議政成果獎。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

向吃得好過渡。胡衛說，從中國大部分
地區營養改善計劃實施情況看，目前解
決的基本還是「吃不飽」，要從「吃得
飽」向「吃得好」、「吃得營養」跨
越，還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
他指出，不少地方配餐不夠科學合
理，餐食品種過於單一。因為實行統一
採購，如果配餐這天吃土豆，所有學校
千篇一律都吃土豆，而這一天菜市場的
土豆價格也被推高。配餐不符合當地學
生的飲食習慣。例如，營養餐大多實行
「牛奶+雞蛋」的固定搭配方式，雲南
地區學生早餐喜歡吃米線，不習慣喝牛
奶，喝了會拉肚子；也不愛吃雞蛋，有
的學生偷偷把雞蛋帶出學校扔掉，結果
影響了營養攝入。
他表示，有效投入不足帶來許多矛
盾，國家標準有待提高。人均 4 元的國
家補助標準顯得有所偏低，導致一些學
校只能選擇價格便宜的食材，結果達不
到國家要求的膳食營養均衡和提升的要

求。地方配套經費跟不上，多數特困地
區政府財力不足，無力承擔國家所要求
的相應食堂配置設備設施投入以及食堂
聘用人員開支。據測算，僅中西部農村
義務教育階段食堂建設缺口所需資金高
達790多億元。
他發現，餐食管理問題比較突出，食
材採購存在弊端。供應食材單位選擇缺
乏招標程序，餐食安全存在隱患，監管
事權劃分不清晰。
「營養餐實施以來，儘管普遍做到了
讓學生吃飽，但相關部門調查發現，學
生當中超重肥胖率有所上升，學生生長
發育及營養狀況仍處於較低水平。」
他建議，建立數據庫並定期提供分析
報告，由教育部、衛生部聯合建立國家
級學生營養健康監測與評估中心，在集
中連片貧困地區所屬省、自治區設立學
生營養健康監測與評估分中心，每年至
雲南省某小學學生吃午餐對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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