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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教师工资普遍
“半路打劫”中央政策

正逢今年教师节之际，贵州省

毕节市大方县因拖欠教师工资补

贴、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等问题，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发布的督

查情况通报显示，根据群众在国务

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上反映的问

题线索，国办督查室派员赴贵州省

毕节市大方县明察暗访，发现大方

县自 2015 年起即拖欠教师工资补

贴，截至今年 8月 20日，共计拖欠教

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

费用 47961 万元，挪用上级拨付的

教育专项经费 34194万元。

通报称，从督查情况看，大方县

长期拖欠教师工资补贴，违规挤占

挪用教育经费，严重侵害了教师合

法权益，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通报发布后，贵州省委决定对

大方县县长作停职检查处理，对大

方县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县长和分管

教育工作的副县长作免职处理。

贵州省委、省政府称，9月 10日

前将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的政策落实到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分析，在拖欠教师工资方面，大

方县是一个典型，“在各地做调查发

现，这种情况肯定不止大方县一个

地方”。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首先

是伤害到当地教师的利益，其次是

影响了当地的教育发展，最后也使

中央的政策被“半路打劫”，难以实

现预期目标。

在储朝晖看来，这也是一个值

得警醒的案例。大方县的教育经费

被挤占挪用不止一年，属于知法犯

法，全国所有县市区政府都要对照

这个案例自查，是否存在挤占挪用

教育经费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硕

士生导师傅添告诉记者，虽然我国

近些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

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保障和提

升教师待遇，但各地拖欠教师工资

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大方县并非

个例。

傅添认为，拖欠教师工资会给

基础教育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式的

恶果：对于现有的教师队伍来说，会

直接加重他们对职业的倦怠和不满

情绪，加速优秀教师向其他地区、其

他行业、甚至向私立教育机构流失，

从而影响基础教育质量。

基层政府财政紧缺
紧盯政绩忽视教育

根据公开信息梳理，拖欠教师

工资补贴问题在多地都有发生。

2015 年 8 月，江苏省宿迁市泗

阳县被曝拖欠上百名教师工资。

2014 年 7 月，经省一级主管部门批

准，泗阳县对教师基础性绩效工资

调整，由每年每人 2.5 万元调整为

3.8万元。2014年 7月至 12月，共 6
个月的增资部分没有补发到位，总

计 600 多万元。此事被曝光后，泗

阳县称拖欠教师工资部分在 2015
年 8月底补发到位。

2019 年 4 月，陕西省延安市延

长县多名特岗教师反映，当地出现

300多名特岗教师被拖欠工资及五

险一金等待遇问题。经媒体报道

后，延安市对此纠正，不但按月发放

工资，还补发此前拖欠的工资并为

教师们补缴社保。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将教

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水平的法律义务落实到

位。

根据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 2019
年 12 月督导检查发现，2018 年，河

北省有三分之一的县义务教育教师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2018年，云南

省有 56 个县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

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均作出

规定，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

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那

么，为何国家法律没有得到切实执

行？

储朝晖分析称，直接给教师发

工资的是县一级政府，教师工资的

保障跟县一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息息

相关，如果县一级政府的理念主要

在于GDP，就会挪用教育经费，把本

该用于教育上的财政资金，用于发

展经济，导致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

政策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

方平告诉记者，相关的监督制度没

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也是原因之

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督学制度，

在地方设置了督学职位，职责包括

对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行教育职责情

况进行督导，现在看，督学制度没有

发挥出作用。

程方平认为，地方政府敢于拖

欠教师工资和挪用教师经费，是因

为地方个别领导认为教育法律是

“软法”，即使违法也没有受到什么

惩罚，久而久之忽视教育法律成为

必然结果，教育法律但凡有一点威

慑力量，违法必受惩罚，这种现象就

会大大减少。

在傅添看来，这种现象背后的

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很多基层政府

的财政紧缺、负债过多、入不敷出，

因而不得不经常“拆东墙补西墙”。

这根源于我国基层财政体制中一些

由来已久的、盘根错节的制度性弊

病。因此从事实上来看，我国很多

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基

层政府的财力的确常常难以全额、

按时负担基层教育经费，尤其是教

师的绩效工资。

傅添分析称，其次，地方政府的

执政理念不够科学，对当地经济发

展方式思考不足，目光短浅，再加上

GDP 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方式，导致

容易挪用教育经费去搞投资、基建

工程等能够快速出政绩的项目，而

非静下心来发展教育，修炼“内功”，

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地方政府对于教育不够重视，

没有把教育真正置于关乎国计民生

的根本大业的地位上，教育在地方

行政中属于非常弱势的部门，师生

属于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和‘软

柿子’。”傅添说，“最后，对于教育经

费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一

方面，对教育经费使用的督导工作

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师

生家长缺乏便捷、有效的申诉和维

权途径，上诉无门。”

法律政策已有规定
加强督导实现目标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保障

教师工资待遇工作，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教师队伍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

2018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印发，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专门面向

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其中强调要

完善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机制。健

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

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2018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

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要求各

地加强省级统筹，强化政府责任，调

整优化支出结构，优先落实义务教

育阶段教师工资收入政策，力争用

三年时间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

资待遇问题。

今年 3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发布通知，对 2020年义

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落实情况督导

作出具体安排。通知明确，此次督

导主要围绕 2020 年底前实现义务

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

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总

体目标。

今年 7月 1日，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开通“义务教育教师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

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举报平台”。

如果有拖欠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学

校所在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方面的情况，可以实名举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将对收到的实名举报线索汇总整

理，督促有关地方核查处理。对义

务教育教师反映强烈、带有普遍性

的重要问题线索，将派员进行督

查。经查证属实，较为典型的问题，

将予以公开曝光。

在傅添看来，这一举报平台能

够为各地遭受工资拖欠的教师提供

很大的维权便利。以往教师求助无

门，被阻拦、约谈甚至恐吓报复的情

况屡见不鲜，教师缺乏有效的意见

反映机制和寻求权利救济的途径。

“但教师举报成功之后，工资拖

欠的问题是否能得到及时、有效的

解决，还要看后续的效果。”傅添称。

储朝晖认为，开通专门举报平

台“是有价值的”，毕竟有些地方确

实存在信息通道不畅问题，但这个

平台能发挥多大作用，还是要以谨

慎的态度来对待，毕竟实名举报者

还要在当地生活。

预决算须公开透明
完善监管问责机制

今年 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

好庆祝 2020 年教师节有关工作的

通知》，要求加快完善惠师举措，健

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

切实保障教师工资待遇。

那么，未来该如何从制度上彻

底解决教师工资待遇问题？

在储朝晖看来，如果要从源头

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规范地方政

府的预决算，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

预决算要公开透明，由地方人大对

地方政府的预决算审查监督，使地

方政府在预算法治化轨道上运行。

“同时，提升地方政府依法执政

理念和水平，改革上级政府对地方

政府的考核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压

缩权力运行的灰色空间，为解决教

师工资待遇问题提供良好的社会环

境。”储朝晖说。

程方平认为，从源头上解决这

个问题，应该修订相关法律，更加明

确违法者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尤

其是不能让法律责任落空；应该依

法明确地方党政“一把手”抓教育的

责任，地方党政“一把手”对教育的

重视不能停留在纸面上，需要有制

度加以保障；应该发挥监督作用，在

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纠偏。

傅添建议，应改革基础教育经

费制度，适度调整基础教育经费的

分担机制，加强省一级的统筹，让省

级政府在教师的工资，特别是绩效

工资上负担起更多的责任，甚至是

主要责任。省级政府要完善并落实

绩效工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

立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转移支付的

单列制度，确保该经费的专项使用。

“同时，完善教育经费监管机制

和行政问责机制，把基础教育的经

费使用工作纳入对地方政府的绩效

考核体系内。”傅添建议，“推动政务

公开，确保地方教育预算信息、经费

投入和使用情况等信息的公开透

明，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文/图据《法治日报》

教师待遇仍未落实
拖欠工资问题屡有发生

教育经费缘何成了
“唐僧肉”？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近日举

行的发布会上称，确保今年年底前全国所有

县级区域都要把“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的要求落实到位。

根据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教师的

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

工资水平。地方政府拖欠教师工资或者侵犯

教师其他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实践中一些地

方拖欠教师工资的做法，直接侵犯了当地教

师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当地的教育发展，使国

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在当地的执行大打折

扣。

专家称，要想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规范地方政府的预决算，依法确保预算公

开透明，实现政府预决算的法治化，同时加强

对教育经费的监管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把

基础教育的经费使用工作纳入对地方政府的

绩效考核体系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