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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配套幼儿园不得办成营利园
我市聚焦规划、建设、移交、办园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治理，让更多孩子就
近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夏季来了，转眼又快到幼儿入园季，不少幼儿家长已经开始焦虑，
能就近入园我家小区内的幼儿园吗？我家小区配套有幼儿园吗？
近日，
《亳州市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出
台，
聚焦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
建设、
移交、
办园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治理，
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让孩子就近享受普惠学前教育
据介绍，城镇小区配套建设幼
儿园是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重
要内容，是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的主要渠道，是满足人民群众就
近入园需求的重要保障。
《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标准》对城镇小区配套
建设幼儿园提出强制性要求，同时，
对幼儿园用地位置、面积和布局等
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2010 年以来，
《国务院关于当前
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和教育
部等部门《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
《关于实施
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
均对城镇小区配套建设幼儿园提出

明确要求。
2018 年 11 月，党中央、国务院发
布《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
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学前教
育坚持公益普惠的基本方向，提出
到 2020 年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
率 要 达 到 80% ，要 求 把 普 惠 性 幼 儿
园建设纳入城乡公共管理和公共服
务设施统一规划，列入本地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确保优先建设，强调规
范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使用，要求
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建园专项治理。
通过治理，进一步增加城镇普惠性
资源供给，让更多孩子就近接受普
惠性学前教育。

城镇小区要依标配建幼儿园
《方案》要求，各地要严格遵循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城 乡 规 划 法》和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在老
城区（棚户区）改造、新城开发和居
住区建设、易地扶贫搬迁中应将配
套建设幼儿园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并按照相关标
准和规范予以建设。城镇小区没有

规划配套幼儿园或规划不足，或者
有完整规划但建设不到位的，要依
据国家及省配建标准和要求，通过
补建、改扩建或就近新建、置换、购
置等方式予以解决。对存在配套幼
儿园缓建、缩建、停建、不建和建而
不交、改变用途等问题的，在整改到
位之前，不得办理竣工验收。

小区配套幼儿园要如期移交
《方案》要求，要确保小区配套
幼儿园如期移交。已建成的小区配
套幼儿园应按照规定及时移交给当
地教育行政部门，未移交的应限期

完成移交，已挪作他用的要采取有
效措施予以收回。有关部门要按规
定为移交的幼儿园办理土地、园舍
移交及资产登记手续。

要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使用
除了要确保小区配套幼儿园如
期移交，我市还将规范小区配套幼
儿园使用。
《方案》要求，小区配套幼
儿园移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后，应
当由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
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
利性幼儿园。办成公办园的，县级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做好机构编
制、教师配备等方面的工作；委托办
成普惠性民办园的，要做好对相关
机构资质、管理能力、卫生安全及保
教质量等方面的审核，明确补助标
准，加强对普惠实效及质量方面的
动态监管。

存在问题需逐一进行整改
《方案》要求，要全面摸底排查。各县区政府、
亳州经开区管委会要成立组织，制订方案，对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针对规
划、配建、移交、使用不到位等情况，分别摸清底
数、列出清单、建立台账，逐一提出整改措施、整改
时限。
推进全面整改。针对摸底排查出的问题，要推
进全面整改，认真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按照
“一事一议”
“ 一园一案”的要求，逐一进行整改。
对 于 已 经 建 成 、需 要 办 理 移 交 手 续 的 ，原 则 上 于

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对于需要回收、置换、购置
的，原则上于 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对于需要补建、
改扩建、就近新建的，原则上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
成相关建设规划，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项目竣工
验收。
同时，
《方案》还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对各县区
政府、亳州经开区管委会自查、摸排、整改等环节
加强督导、监督和评估，市教育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要针对关键环节适时进行抽查，对落实不力、
整改不到位的进行通报。

密切配合把任务落到实处
《方案》要求，要落实治理责任分工。按照小区
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园等各环节要求，
机构编制、发展改革、教育、民政、自然资源和规划、
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协调，切实
把摸底排查、全面整改等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方案》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参与小区配套
幼儿园规划、建设、验收、移交等各环节的工作。
发展改革部门要参与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项目规
划布局，对需要补建、改建、新建的项目按程序
及时办理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要根据国家和地方配建标准，统筹规划城
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将小区配套幼儿园必要建设

用地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按相关规定划拨建
设用地并负责建筑设计。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
强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施工建设、验收、移
交的监管落实。机构编制部门按程序做好小区配
套幼儿园移交涉及的机构编制工作，根据办园性
质，分别由机构编制部门和民政部门依法办理事
业单位法人登记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市
教育局担负起牵头责任，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积极
配合，会同有关单位，建立完善齐抓共管的工作
机制，确保摸排到位、操作到位、整改到位、监
管到位，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蒋加磊）

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广大学生家长朋友们：
近年来，我市城区学生家长乘坐、驾
驶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接送学生上下
学的现象日益普遍，严重影响了城区交通
环境，干扰了校园周边交通秩序。为规范
城区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保障广大学生的生命健康安全，市政
府决定，从即日起至 2020 年底开展城区电
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专项治理。为此，
向广大学生家长发出号召：

1.接送学生上下学应该使用合法合规
的交通工具，坚持安全第一、防范风险。
严禁学生家长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
三轮车和四轮车接送学生上下学。
2.家长接送学生时要自觉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和学校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做孩子
文明守法的表率。电动车要按规定停放，
不影响师生通行，不超速、不超员，确保
安全。
3.教育引导孩子学习掌握交通安全知

识，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从小养成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
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4.教育引导孩子拒绝乘坐非法营运的
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
5.教育引导孩子拒绝购买沿街、沿路
摆设流动摊点的商品。
亳州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美好
亳州”是每个亳州人的共同心愿和责任；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保护好孩子的生命健

康是每个家庭和社会应尽的义务。各位家
长朋友们，希望你们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支持、理解和参与专项治理。
最后，希望孩子们高高兴兴上学、平
平安安回家、健健康康成才！祝广大家长
朋友们家庭幸福、生活安康、万事如意！
亳州市城区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
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7 日

致广大流动商贩的一封信
广大流动商贩们：
长期以来，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
安全问题一直被社会各界所诟病，电动三
轮车和电动四轮车不遵守交通信号指示、
逆向行驶、乱停乱放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
我市城区交通管理一大难题。
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保

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提升城市整体形
象，加强城市管理水平，市政府决定，从
即日起至 2020 年底开展城区电动三轮车和
电动四轮车专项治理：依法纠正电动三轮
车和电动四轮车乱停乱放等行为，排查登
记流动商贩使用的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
车，全部导入流动摊点集中区，依法取缔

城区沿街、沿路摆摊设点、流动叫卖等
行为。
依法治理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工
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各级
部门的大力协作，更需要广大流动商贩的
支持、配合和参与。亳州是我们共同的家
园，建设“活力亳州、美丽亳州、幸福亳

州”是每个亳州人共同的心愿和责任。在
此，我们号召广大流动商贩自觉遵守交通
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城市交通秩序，共同
提升亳州城市形象。
亳州市城区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
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