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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2017年成都市教育均
衡化、现代化、国际化监测报告”结果公
布，武侯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总达成
度、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在全市领先。
在“百花绽放、百舸争流”的理念引领下，
武侯教育到底有哪些亮点？取得如此优
异成绩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接下来区
域教育的规划如何？为此，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对武侯区教育局党工委书
记、局长陈兵进行了专访。

陈兵：2017年，按照新修订的《成都
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监测指标体系》《成
都市区（市）县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
指标体系（2020）》和原教育国际化发展
水平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成都市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第三方，通过采集
各区市县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对教育均
衡化、现代化、国际化水平进行监测评
价。

此次监测有非常详细的指标。以
“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为例，有“教
育普及水平、教育公平程度、教育质量水
平、教育投入水平、教育信息化水平、教
师队伍水平、教育国际化水平、学习型社
会建设水平、教育治理水平”这9个A级
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区（市）县教

育 现 代 化 发 展 水 平 监 测 指 标 体 系
（2020）》，第一次把教育部《关于推进中
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和
《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试
行）》所规定的学生品德发展水平（行为
习惯、公民素养、责任心等），学生学业发
展水平（学业水平监测、初中毕业考试一
次性全科及格率），学生身心发展水平
（情绪行为调控能力、师生关系、体质健
康合格率等），学生兴趣特长养成水平
（发展潜能等）和学业负担状况（达到国
家规定作业时间比例、达到国家规定睡
眠时间比例等）五大指标纳入了监测体
系。这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具有极其
重大的意义。

陈兵：在2017年，武侯区教育局在
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建设“全市
一流、西部领先、全国知名的教育现代化
强区”，共育“百花绽放、百舸争流”教育
生态为目标，以“学校发展、教师发展、学
生发展”为主线，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
展，在教育综合改革、学校规划设计、教
育质量建设、教师队伍发展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

在这里有一组数据：2017年全区幼
儿园155所，在园幼儿35233人，入园率
达到了100%。小学入学新生达10560

名，义务教育段质量监测综合排名全市
前列，龙江路小学、川大附小在全市名校
集团学年度考核中分列小学集团一二
名，全区“新优质学校”已经增至14所。

此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
属中学、江安河中学也在加快建设，计划
新增学位4800个，以满足市民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需求。

我们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
置，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强区建设。教
育技术装备水平位列全市前列；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培训开展非常扎实；“未来学
校”建设力度加大，在成都市“未来学校”

建设年度考核中武侯区名列前茅；“互联
网+教育”、智慧课堂、“云+端”教育资源
等优势都很突出，特别是“云+端”教育信
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应用案例正式入
选了教育部2017年度教育管理信息化
应用优秀案例。

教育国际化是武侯教育的又一亮
点。武侯区借助国际友好学校交流平
台，深化国际理解课程体系建设，启动

“中美教育论坛”，开展“中英校级连线”
“中美千校携手”“中澳之桥”等国际化项
目，启动国际化学校建设，提升区域教育
国际化水平，全区100%学校开展国际理
解教育。

陈兵：2018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按照成都市“全面落实年”要
求，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促进公平为重
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持续加强教育现
代化强区建设，凝心聚力写好教育生态
建设“奋进之笔”，推动武侯教育事业有
新发展、有新突破。

“办老百姓满意的武侯教育”是武侯
教育人一直以来的追求。我们将积极实
施学校建设“五年行动”和“三年攻坚”，
扩大教育供给。完成10所学校、幼儿园

建设，新增学位8000余个，投资7个亿启
动礼仪职中新校区建设，新开办北京第
二外语学院成都附属中学、江安河中学、
西川中学新校区，新开办公办幼儿园2至
3所，进一步缓解学位矛盾。

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继续深化
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纵深推进教育综合
改革实验区建设，有效破解当前教育面
临的难点、热点问题，在现有公办学校稳
步推进“两自一包”改革试点。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我们将认真领会，加紧制定武侯
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切实
抓好骨干教师培养、教师学历提升、教学
成果奖励、人才引进等工作。

武侯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聚焦“核心素养”，创新推动艺术体
育科学教育发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把“每天一节体育课”、校园足球发展等
工作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教育音乐
厅”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艺术展演。我
们已经和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电子
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签订了“人工
智能项目”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人
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进课堂”，鼓
励并支持师生建立科技工作室，开展创
新创意工作，推动区域科技教育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寰
摄影刘陈平

2017成都教育监测报告出炉

武侯区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水平全市领先
专访武侯区教育局局长陈兵：办老百姓满意的武侯教育

陈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武侯区之所以取
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2018年武侯教
育的布局思路是什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监测报告”的监
测依据和意义是什么？

2月24日，春风明媚，天瓦蓝瓦蓝
的。双流区西航港青栏路成都中电熊
猫G8.6项目现场指挥部，火红的条幅
书写着“抢抓机遇，提升效率，确保项目
建设按期完成”的白色大字。厂房内，
1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各自岗位
上认真操作，为50英寸液晶面板产品4
月上旬实现量产作最后的试验和调试。

十几天前，这里，曾留下习近平总
书记的足迹。

2月11日，天色渐晚，总书记一行
首先来到企业产品体验中心，详细了解
中国电子集团的产业布局、战略定位
及四川省、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等情况。随后，他们一行深入到位于
第三楼的公司第二厂房参观通道进行
参观考察。

“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和竞争力在

哪里？”总书记关切地询问起成都中电
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学军。

孙学军自信作答：项目拥有三大核
心技术，首次导入五道光罩新型金属氧
化物制造工艺，相较传统工艺技术，生
产成本和产品性能上都更具优势，是中
国首条以金属氧化物为核心技术、面向
8K以上超高分辨率电视市场的液晶面
板生产线。

总书记接着问：生产流水线上的智
能化水平究竟如何？项目这么大，国产
化率是多少？相比以前硬件和软件的
国产化水平有没有很大的提升？

孙学军告诉他，企业有15到20套
智能制造系统，覆盖整个产品生命周
期。项目硬件将近30%实现国产化。
检测系统的软件和智能系统的软件都
用的国产系统。

除夕，点亮58英寸液晶面板

2月11日傍晚，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期间，参观考察了位于成都市双流
区的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这家员工平均年龄仅26.8岁的年
轻团队，创下了“从项目开工到下线点
亮仅用时 16 个月”的纪录，创造了全
球同类型液晶面板项目建设最快的

“四川速度”。
4天后的除夕，在这间厂房里，该

公司第二款产品 58 英寸液晶面板成
功被点亮，为优化和下一步量产打下
了基础。

橙红色液晶面板旁，该公司80后
副总经理李广圣笑得特别灿烂。“我们
再一次挑战成功，提前了半个月完成
第二款产品点亮任务，这是我们向总
书记交的一份新答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
罗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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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时，总书记勉励企业抢抓机
遇，积极发展军民融合产业，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
牌转变。

李广圣说，大家在兴奋之余，感
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唯有不断创

新、不断奋进，才能交出更好的答卷。
4天后，是一年一度的除夕。万

家团圆的日子，依然有700余员工奋
战在工厂生产第一线。那天，一些员
工的亲人从千里之外的南京赶来陪
他们过年。李广圣和仇善海的家人
都来了，分享总书记勉励的喜悦。李
广圣的儿子冲他说了一句“爸爸，你

了不起！”就连一向内敛的妻子也对
李广圣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放
心，我以后会更加支持你的工作。”

那天下午，对于成都中电熊猫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来说，又创造了一个
新的奇迹：仅用15天时间，就完成了
公司第二款产品58英寸液晶面板从
投入玻璃基板到点亮屏幕的全流
程。这中间，玻璃基板要在流水线上
完成了200多个工艺，跑完15公里的

“长跑”。
“一般情况下，至少要花一个月

时间。”李广圣说，公司第一款产品于
2018年 1月 28日点亮，就花了1个
月。第二款产品尺寸更大，更复杂，
理应花更长的时间。

那天下午，李广圣和同事们依次
站在被点亮的58英寸液晶面板前拍
照纪念，他面带笑容，伸出大拇指做
出点赞的姿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

川人交出新答卷

总书记来了
关切国产化水平是否有大的提升

温暖
回忆

参观完厂房后，总书记一行从3楼
乘坐电梯下来。

一楼大厅，上百名公司员工等着总
书记。18时44分，电梯停稳后，总书记
走出电梯，掌声雷鸣般响起，不知道谁
喊了一声：“总书记好！”现场顿时沸腾
起来，“总书记新年快乐！”

“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向我们
走来。”李广圣当时站在第一排第3个
位置，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总书记，他很
激动，也很紧张。等待过程中，他一直
在揉搓双手。“万一总书记与我们握手，
我的手太冷了不礼貌。”李广圣说，他能
感觉到同事们与他一样的紧张。但是，
总书记那如沐春风的笑容打破了这种
紧张的气氛。

很快，总书记来到他们面前，说“我

来给大家拜年了！”，并主动伸出手，
依次与一线工人们相握。轮到李广
圣时，李广圣鼓足勇气打了声招呼

“总书记好！”然后，双手向前伸，紧紧
握住了总书记那只温暖的大手，此
后，他收起双手，放在胸前作双手
合十状。这个细节，还上了新闻联
播。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李广圣说：“总书记给我
们拜年了，我是用这样的姿势向总
书记拜年！”

负责工厂智能化建设的仇善海站
在中间位置，也与总书记握过手。至
今，生于1985年的他都觉得那瞬间“有
种从梦境到现实又到梦境”的感觉，他
记得，后排有的同事把手伸过来，总书
记也主动握了。

暖心握手后
员工双手合十向总书记拜年

创造新奇迹 15天点亮58英寸液晶面板使命
在肩

这个春节，对于仇善海来说，也
变得不寻常。最初几天，他处于兴奋
状。除夕那晚，他感到一股压力莫名
袭来。“我在思考，如何才能进一步提
高我们的智能化水平这个问题。”仇
善海说，春节期间，他重新梳理了工
作流程，计划重新采集数据，开展新
的算法，进一步优化程序。同时，他
还准备把图像识别技术和机器学习
技术结合到检测工作中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受
到勉励的不仅是我们，还有整个电子信
息产业。”同为80后的成都中电熊猫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指挥部综合管理

组副组长马群说，当他在朋友圈发布了
总书记视察工厂的图片后，他收获了很
多同行以及上下游企业的点赞。

马群还透露，公司正在努力争取
将第一款产品50英寸液晶面板产品
的量产节点由5月份提前至4月上
旬。“如果整个项目量产爬坡时间提
前一个月，在2018年将为公司多创
造近10亿元的产值。”

李广圣介绍，接下来，整个公司
将以“积极发展军民融合产业，提高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
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
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

品牌转变”为发展方向，为打造“百年
熊猫”、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作出更大贡献。

对于双流区来说，将深刻领会把
握“电子信息产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
产业”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构建千亿
级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双流区委
书记周先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接下
来，双流将依托中国电子8.6代线和
20平方公里成都芯谷项目，聚焦新型
显示、集成电路、信息安全、大数据、
物联网和智慧医疗等领域，加快构建
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力争到
2020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如提前一月量产 将多创造近10亿产值

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创下了“从项目开工到下线点亮仅用时
16个月”的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