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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关系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对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

作用。国家教育督导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等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政策，从教育投入、办学条件和师资队伍三个方面，

对小学和初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生均校舍建筑面

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教师学历合格率、中级职务教师比例等 6 个主要指标，

以 2000 年到 2004 年全国 2800 多个县(区)的年度教育统计资料为基础，根据东、

中、西部地区不同状况，同时结合国家教育督导团近年专项督导检查情况，对全

国及省域内城乡间、县际间义务教育公共资源配置状况进行了分析。本报告力求

客观反映现状，公正评价差异，跟踪监控进展，推动改进工作。  

  一、全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总体状况  

  “十五”期间，国家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

各级政府要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及时作出西部“两基”攻坚的战略部署和新

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重大决策。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先后实施

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制学

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及“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

“两免一补”等重要工程项目。这些政策措施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其效果十分明显。  

  本部分主要反映全国城乡之间以及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义务教育公共资源

配置总体状况。  

  (一)主要进展  

  1.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率农村高于城市，生均拨款的城乡之比有所缩

小  



  2000 年至 2004 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小学由 413 元增

加到 1014 元，年均增长 25%，初中由 534 元增长到 1074 元，年均增长 20%，

均高于城市 6 个百分点。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城乡之比都由 1.5∶1

缩小为 1.2∶1。  

  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增长更快，城乡差距缩小更为明显，

小学城乡差距由 2.6∶1 缩小为 1.4∶1，初中由 2.4∶1 缩小为 1.3∶1。  

  2.农村校舍增长较快，大部分省生均校舍面积城乡基本相近  

  2002 年至 2004 年，全国农村中小学新建和改造校舍 1 亿多平方米，农村小

学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从 4.7 平方米增加到 5.2 平方米；农村初中生均校舍建筑面

积从 4.8 平方米增加到 5.4 平方米。到 2004 年，全国大部分省中小学生均校舍建

筑面积城乡已基本相近。农村中小学新增校舍质量明显提高，许多校舍由土坯房

改建成砖瓦房、楼房。  

  3.教师学历合格率进一步提高，城乡间、地区间差距缩小  

  2002 年至 2004 年，全国农村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从 96.7%提高到 97.8%，

城乡差距从 2.2 个百分点缩小为 1.5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从

95.4%提高到 97.0%，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由 3 个百分点缩小到 2 个百分点；中部

与东部地区缩小到 1 个百分点左右。同期，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的城乡间、地区

间差距也呈缩小态势。  

  4.全国农村学校现代教育技术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城乡差距有所缩小  

  2002 年至 2004 年，农村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由 2.0 台提高到 3.2

台，增长近 60%，建网学校比例由 6.3%增加到 13.1%。农村小学每百名学生拥

有计算机台数和建网学校比例也有所提高，许多学校计算机配备实现了从无到

有。  

  (二)主要问题  

  1.生均拨款水平，中、西部地区过低，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2004 年，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东部地区平均为 1874 元，西部地区为 1017

元，东、西部地区之比为 1.8∶1。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东部地区平均为 304

元，西部地区为 121 元，东、西部地区之比 2.5∶1。与 2000 年相比，初中生均

拨款东、西部地区之比均有所扩大。小学情况也与之类似。  



  2004 年，中部地区小学、初中生均拨款均低于西部地区，其中生均预算内

公用经费约低 20%，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则更大。  

  全国尚有 113 个县(区)的小学、142 个县(区)的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

零，其中 85%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2.生均教学仪器设备配置水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依然较低，城乡间、地

区间差距均较大  

  2004 年，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农村 167 元，城乡之比为 2.9∶1；初中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农村为 269 元，城乡之比为 1.4∶1。  

  2004 年，小学生均仪器设备值东部地区为 382 元、中部地区为 266 元、西

部地区为 213 元，东、西部地区之比为 1.8∶1，东、中部地区之比为 1.4∶1。初

中生均仪器设备值东部地区为 474 元、中部地区为 289 元、西部地区为 242 元，

东、西部地区之比为 2.0∶1，东、中部地区之比为 1.6∶1，均比 2002 年有所扩

大。  

  3.义务教育学校的中级及以上职务教师比例，城乡间、地区间差距较大  

  2004 年，全国农村小学高级教师的比例为 35.9%，农村初中一级及以上职务

教师的比例为 32.3%，分别比城市低 8.9 和 14.5 个百分点。小学高级教师的比例、

初中一级及以上职务教师的比例，东、西部地区都相差 12 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教育督导团的专项督导检查，目前部分地区农村学校教师不足，城

镇学校大班额现象严重，校际之间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  

  二、省域内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状况  

  本部分主要反映 2000 年到 2004 年省域内城乡之间、县际之间义务教育公共

资源配置状况(2005 年大部分地区加大投入，注重解决薄弱环节，积极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但因 2005 年有关教育统计尚未结束，故本报告未能反映各地的

最新进展)。  

  (一)主要进展  

  1.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差距缩小  

  近年来，各级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农村中小学教师

工资拖欠问题基本解决，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城乡差距①与县际差距②

逐年缩小，小学尤为明显。  



  2000 年至 2004 年，有 29 个省份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城乡差距缩小，

其中有一半的省较为明显，山东、湖北、吉林和内蒙古缩小幅度高出全国 1 倍。  

  2004 年，城乡差距较小且农村生均水平在本地区较高的省，东部地区有北

京、辽宁和浙江；中部地区有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地区有内蒙古、青海和云南，

这 8 省份的城乡差距均在 1.1∶1 以下。  

  与 2000 年相比，2004 年有 21 个省份的小学、19 个省份的初中生均预算内

事业费的县际差距也呈缩小态势。  

  2.教师学历合格率差距进一步缩小  

  “十五”初期，省域内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的城乡差距和县际差距已经较小，

初中教师的城乡差距也较小，但县际差距较为明显。经过几年的努力，小学、初

中教师学历合格率的县际差距均在缩小。  

  2002 年至 2004 年，各省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的县际差距均有所缩小，其中

广东、广西、山西等 15 个省份缩小了 5 个百分点以上，陕西、贵州和青海尤为

明显，缩小 9 个百分点左右，且最低组的县教师学历合格率平均从 70%左右提高

到 80%以上。  

  2004 年，有 13 个省份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的县际差距较小，在 10 个百分

点以下，其中，上海和北京县际差距最小，均在 3 个百分点之内，其最低组的县

平均水平已达 96%以上；浙江和吉林的县际差距均在 5 个百分点左右，其最低组

的县平均水平达到 94%。  

  3.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大部分省的城乡基本相近，县际差距缩小  

  近年来，校舍建设与改造工程的实施，使各地区农村和低水平县义务教育生

均校舍建筑面积明显提高，城乡差距、县际差距进一步缩小。  

  2002 年以来大部分省小学、初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的城乡差距逐年缩小，

到 2004 年有 24 个省份城乡基本相近，其中原来小学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城乡差距

较大的山东、江苏、天津、河北、河南、安徽、甘肃、新疆、西藏、贵州等 10

个省份，农村小学生均校舍面积增长较快，到 2004 年城乡基本相近，差距已很

小；原来初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城乡差距较大的贵州等 5 省份，农村初中生均校

舍面积逐年增长，到 2004 年城乡基本相近。  

  (二)主要问题  



  我国省域内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中级及以

上职务教师比例的城乡间、县际间差距依然较大，部分省还在扩大。  

  1.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县际差距较大  

  公用经费水平直接关系到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初中、小学生均预算内

公用经费县际差距很大，有 2/3 的省县际差距在 10 倍以上，初中尤为严重。相

当多的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保运转”问题依然突出。  

  2004 年，东部地区的江苏、广东、天津，中部地区的河南和河北，西部地

区的陕西和广西都有相当一部分县(区)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不足本省平均

水平的一半，县际差距较大。上述省除广东、天津外，都有 10 个以上县初中生

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甚至为零。  

  2.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差距明显，1/3 以上省份的差距还有所扩大  

  学校的理科实验、音体美、计算机等教学仪器设备的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到

课程教学质量提高和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有些省的义务教育生均设备值过低、

县际、城乡差距过大，已成为办学条件不均衡的突出问题。  

  2004 年，所有省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的省内县际差距均在 3 倍以上，

其中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江西，县际差距在 10 倍左右且生均值低于本地区平均水

平。各省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的县际差距也较大。  

  2000 年至 2004 年，有 10 个省份的小学、15 个省份的初中生均设备值的县

际差距还在扩大。  

  3.中级及以上职务教师比例的差距较大  

  初中、小学中级及以上职务教师的比例是反映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

指标。这一比例的城乡、县际差距较大，分布不均衡，初中尤为突出。  

  各省农村初中一级及以上教师比例普遍低于城市，城乡差距过大，有 27 个

省份超过 10 个百分点。城乡差距较大且农村初中一级及以上教师比例较低的省，

东部地区有浙江和北京，中部地区有山西，西部地区有重庆。  

  2004 年，绝大多数省初中一级及以上职务的教师比例县际差距更大，有 28

个省份超过 20 个百分点，其中有 16 个省份超过 30 个百分点。  

  三、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督导意见  

  根据本次对全国及各地区义务教育公共资源配置状况的监测分析，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差距是今后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要全面落实国务

院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要求，尽快建立起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

制，为公共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创造条件。  

  一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合理配置义务教育公共资源，缩小本地区

义务教育城乡差距、县际差距，列为政府教育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二是在继续

加大对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扶持力度的同时，高度关注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问

题。中部各省要把省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成果的重点。

三是各地要积极探索缩小义务教育校际差距的新路子。研究制定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的基本标准，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把每一所学校都办成合格学校。四是切实

解决农村教师数量不足、水平不高、骨干教师短缺问题。建立县域内校长、骨干

教师城乡交流制度，重点解决农村教师缺编和代课人员多问题，缩小城乡间教师

资源配置的差距。五是建立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督导制度。各地要开展对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的监测和督导评估，向社会发布监测和评估报告。当前要把

义务教育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作为督导评估政府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注①城乡差距用生均指标平均值的城乡之比(之差)来反映。  

注②县际差距是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县(市、区)平均分为 5 组，用最

高组与最低组生均指标的平均值之比(之差)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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