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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月6日讯 今
天下午，淄博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组织召开淄博市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新闻发布会，
邀请淄博市体育局、淄博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就
淄博市深化体教融合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相关
情况进行新闻发布，并回
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上，淄博市体
育局党组成员、副县级干
部李民介绍有关情况。

淄博市体育局和淄
博市教育局制定了淄博
市《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于2021年12
月22日正式印发。《实施
意见》重点任务共分5部
分、25款。

《实施意见》提出，加
强学校体育工作。要夯
实运动参与基础，加强科
学健身指导，普及儿童体

育活动，推动传统体育项
目发展，深化体育中考改
革，加强体质健康监测，
厚植体育教育学科建设。

巩固和完善青少年
体育竞赛体系。推进体
育赛事改革，规范运动员
和裁判员等级认证，加强
运动风险防控。

深化青少年体育后
备人才阵地建设。建设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培养
优秀体育人才，夯实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推动市县
级体校高质量发展，强化
提升运动员综合素质。

加强青少年社会体
育组织建设。规范社会
体育组织运行，规范社会
体育组织进校园。

健全青少年体育服
务供给体系。强化体教
融合大数据管理，推进学
校体育设施建设，提高体
育场馆利用率，提升体育
师资能力，落实体育师资
待遇，拓展体育特长生发
展空间，畅通优秀退役运
动员就业渠道，发挥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队 伍
作用。

全省
首个

淄博1月6日讯 今
天下午，淄博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组织召开《淄博市
河湖长制建设“十四五”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新闻发布会，淄博市水利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罡
就规划的编制情况以及
主要内容进行新闻发布。

《规划》于2021年11
月9日，在全市水安全工
程暨总河长会议上审议
通过，11月12日正式印发
实施。淄博是全省首个
正式发布河湖长制建设

“十四五”规划的地市。
《规划》以建设人民

群众满意的美丽幸福河
湖为目标，以强化河长制
湖长制为抓手，以“八水
统筹、水润淄博”水资源
保护利用行动为载体，大
力推进“引客水、蓄雨水、
抓节水、保供水、治污水、
用中水、防洪水、排涝水”
重点工作，着力实施水环
境治理、水资源集约节约
利用、水旱灾害防御、水
生态保护修复能力提升
重点工程，全面提升河湖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
到2025年，全市河湖

长制工作实现“责任明
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
保护有力”目标，河湖全
面实现“水清、岸绿、河
畅、景美、人和”目标，基
本绘就人水和谐共生的

“八水统筹、水润淄博”美
好画卷。

重点任务主要包括
“七个着力”：一是着力完
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河
湖长制工作水平；二是着
力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全面提高水资源保护利
用能力；三是着力强化河
湖岸线管控，全面推进河
湖岸线保护利用；四是着
力加强水污染防治和水
环境治理，全面改善人居
环境；五是着力加强水生
态保护修复，全面建设美
丽幸福河湖；六是着力加
强水旱灾害防御，全面提
升防灾减灾能力；七是着
力推动智慧河湖建设，全
面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具体指标共有23项，其中
约束性指标10项、预期性
指标13项。

淄博市教育局总督学赵志
远介绍，下一步，淄博市学校体
育工作将从三个方面促进学校
体育改革。

聚焦“教会学会”，提高学
校体育教学质量。以教会学生
科学锻炼和健康知识，让每一
名学生掌握1至2项终身受益
的运动技能为目标，实施小学、
初中、高中一体化体育分项教
学改革，推动形成“健康知识+
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
能”体育教学模式，并以教会了
什么为标准实施体育教学评价

改革，以突出学生体能和技能
的过程性评价为导向推动体育
中考改革，逐步完善“运动参与
+体质健康测试+运动技能测
试”的体育中考模式。另外，引
领学校通过体育社会组织进校
园和建立学校体育俱乐部等形
式，不断丰富学校体育课程“超
市”和学生体育社团活动。

聚焦“勤练常赛”，完善学
校体育竞训体系。按照“周周
有活动、月月有比赛、人人都参
与”的总体要求，统筹规划学校
课外活动、课余训练、体育家庭

作业、校园比赛和春秋季运动
会，丰富市、区县体育节、体育
联赛和市学运会等赛事比赛项
目、形式和内容，完善“市、区
县、学校、班级”四级竞训体系。

聚焦“选苗育才”，完善后
备人才选拔培养体系。市区县
教体部门协同配合，不断优化

“二、四、八”学校体育课余训练
网络，系统构建小学、初中、高
中相互衔接、梯次递进的学校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力争
打造更多在全国、全省有影响
力的学校高水平运动队。

实施小学、初中、高中一体化体育分项教学改革
逐步完善“运动参与+体质健康测试+运动技能测试”体育中考模式

淄博市体育局党组成
员、副县级干部李民介绍，在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
面，淄博目前主要巩固和完
善三大主要阵地：一是把学
校体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
基础阵地；二是把各级体校
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的主要支撑；三是社会体育

俱乐部尤其是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作为拓宽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的渠道。

从体校改革角度来说，
要更好地发挥体校在体育育
人方面的作用，还要充分发
挥体校场地资源及专业教练
员的作用，带动、引领体育
教 育 和 体 育 训 练 质 量 的

提升。
此外，要通过改革，促进

体校教育的全面发展和提
升，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体校
学生文化教育方面各项措
施，推动优质中小学教育资
源与体校教育深度融合，用
体育和教育资源共同推进体
校深化改革和全面发展。

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把学校体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基础阵地

随着体
教融合
工作的
推 进 ，
在未来
学校体
育改革
可能会
有哪些
举措？

记者提问

体校作为
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
培养的重
要阵地，
市及区县
体校在新
时期如何
继续发挥
作用？

《淄博市河湖长制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七七个个着着力力 2233项项指指标标
绘绘就就““八八水水统统筹筹、、水水润润淄淄博博””美美好好画画卷卷

定期开展河湖长制监督检查
建立追责问责机制

淄博市河湖长制保障服务
中心副主任韩克泉介绍，“十四
五”期间，淄博市河长办工作重
心将转到履行组织、协调、分
办、督办职责，落实总河长、河
湖长确定的事项，当好总河长、
河湖长的参谋助手上来。

强化落实责任主体。强
化各级河湖长履职规范，发挥
好各级河湖长的指挥棒作用；
深化多种形式的河长办集中
办公，突出抓好河长办统筹协
调、标准制定、责任落实、督查
考核、提请问责等职责定位；
细化各成员单位河湖管理保

护职责，共同推进河湖管理保
护工作。

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定
期开展河湖长制监督检查，建
立追责问责机制，对于河湖管
理保护履职不力、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河湖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的，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规
依纪依法处置。对于主动担
当、履职尽责、落实好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各项任务、河湖管
理保护成绩突出的区县和优
秀河湖长、相关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通报

表扬并推广经验。将河湖长
制落实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资源环
境专项审计和政策落实情况
跟踪审计以及高质量发展综
合绩效考核“生态河湖”指标
的重要内容。

完善强监管长效机制。
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健全多部
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
进一步加大对河湖的监管力
度。加快推进河湖长制立法
工作，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贯穿河湖管护的全过程，严厉
打击水事违法行为。

淄博市河
长办将在

“十四五”
期间重点
采取哪些
措施来落
实河湖长
制“十四
五”规划？

记者提问

选好用好“民间河长”“企业河长”“义务河长”
打造具有品牌效应的河湖保护志愿者团队

淄博市河湖长制保障服务
中心副主任韩克泉介绍，将进
一步拓展社会监督。完善社会
公众参与机制，畅通公众监督参
与渠道，落实好有奖举报制度，
鼓励社会大众监督河湖管理保
护，引入第三方评估，逐步形成

规范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发

挥好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的
重要作用，选好用好“民间河
长”“企业河长”“义务河长”，打
造具有品牌效应的河湖保护志
愿者团队，引导社会力量主动

参与河湖管护。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社
区宣传等多种方式，提高社会
公众对河湖长制建设重要性
的认识，共同参与到河湖管理
保护工作中来。

“十四五”
期间在社
会公众参
与河湖管
护方面有
哪些计划
安排？

本版稿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莉莉 高钊

细化25项重点任务

淄博深入推进学校体育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