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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11日讯（记
者 修从涛） 今年9月10日
是第33个教师节，济南高新
区1700多名教师收到了一份
最昂贵的“节日礼物”。他们
放下教师编制，加入到基础教
育集团，成为了一名“集团
人”。据悉，岗位聘任是济南高
新区为打造高新教育品牌而
实行的一项重大教育系统改
革，这也是济南高新区体制
机制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

今年秋季开学前夕，济
南高新区34所学校纷纷召开
全体教师大会，《济南高新区
教育系统岗位聘任管理办法

（试行）》等文件发到每一位
教师手中。其中，大家关注已
久的“全员岗位聘任”详细方
案赫然在列。据悉，只要全校
教师自愿申请比例达到80%
及以上，该校便可申报进入
岗位聘任管理体系。不到三
天，全区34所学校中有33所
学校递交了申请，1700多名
教师自愿放下在编身份，加
入到济南高新区基础教育集
团接受岗位管理。

岗位管理如何管理？济
南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方奎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
绍，教育集团根据进入岗位
聘任管理体系的人员，打破

身份界限，实行企业化管理，
原有编制身份将封存入档。
实行档案工资与实际薪酬相
分离、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与
合同聘任管理相分离的“双
轨运行”管理。

“以前，有的教师凭借着
事业单位身份，以‘不能开除’
为挡箭牌，让你对他一点办法
都没有。改革后，只要踏踏实
实地干就有回报，身份不重
要，重要的是岗位和责任，大
锅饭就这样打破了。”济南高
新区第一实验学校校长常宝
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成为“集团人”也意味着
从校长到普通教师都要接受
KPI考核。根据考核管理办
法，学校按学年度考核，教职
工按月、学期和学年度进行
考核。“工资和绩效的比例，
今年是6:4，未来三至五年达到
5:5，让能力的作用更突显。”方
奎明介绍，绩效奖励和教师的
职称没有关系，破解了长期以
来教师职称评审的困扰，也解
决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
干坏一个样的痼疾。

据悉，此次岗位聘任改
革打响中国教师编制改革第
一枪，也是济南高新区实行
体制机制改革继续深化的又
一重大举措。

我省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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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立伟

随迁子女入学
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

根据要求，山东省将加强
城乡居住区配套学校建设。调
整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规划，并做好与新型城镇化规
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衔接。

保障学校建设用地，实行
教育用地联审联批制度。各级
政府要实施“交钥匙”工程，加
快城乡居住区配套学校建设，
新建居住区首期项目要与配
套学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
用。已建成的居住区，当地政
府要统筹建设配套学校，确保
有足够的学位满足学生就近入
学需要。

加快乡村寄宿制学校建
设，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保留
必要的教学点。合理制定闲置
校园校舍综合利用方案，严格
规范权属确认、用途变更、资产
处置等程序，并优先用于教育
事业。

针对流动人员子女上学问
题，山东省提出，要强化流入地
政府责任，将随迁子女义务教
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
障范围。适应户籍制度改革要
求，加强居住证管理，建立随迁
子女登记制度，及时沟通有关
信息。

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
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随迁子
女特别集中的城区，可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坚持以
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就
学，教育行政部门要提前公开
学校空余学位、入学条件、入学
程序等，通过信息平台实行入
学申请登记。加强随迁子女教
育管理服务，实行混合编班和
统一管理，保障随迁子女平等
接受教育权利。

制定完善
大班额防控规划

建立大班额防控长效机
制。扎实推进解决城镇中小学
大班额工作，确保到2017年年
底前全面解决城镇中小学大班
额问题。各级要依托中小学学
籍管理平台，建立班额定期监
测、通报制度。

统筹考虑城镇化进程、人
口流动、户籍管理和计生政策
变 化 等 因 素 ，制 定 完 善
2018—2020年大班额防控规
划，加大城乡居住区配套学校
建设，留足教育用地，建立健
全教师资源动态调整机制，满
足教学需要，构建起大班额防
控长效机制，确保不出现新的
大班额问题。

在师资方面，全面实施中
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
革，统筹城乡教师资源配置。根
据农村中小学教师需求，逐步
建立义务教育学段教师农村学
校服务期制度，使城乡之间、学
校之间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化。
盘活事业编制存量，用好临时
周转编制专户，完善教师招聘
机制，统筹调配编内教师资源，

着力解决乡村教师结构性缺员
和城镇师资不足问题。严禁在
有合格教师来源的情况下“有
编不补”、长期聘用编外教师。
严禁挤占挪用义务教育学校教
职工编制。

支持农村教师
在城区购买住房

意见要求，健全农村教师
待遇保障机制。健全工资管理
长效联动机制，确保县域内义
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全面落实农村
教师津贴补贴制度。在核定绩
效总量时，向农村学校适当倾
斜。

同时，落实提高班主任津
贴标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交通补助、短缺学科教师走
教补助政策，纳入绩效工资总
量管理。健全完善乡村学校特
级教师岗位津贴补贴。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加大对农村教师
教育培训的倾斜力度，选派骨
干教师赴省内外高水平大学
研修培训。实施义务教育教师
年度健康体检制度，所需费用
从学校公用经费中列支，有条
件的可由同级财政单列资金予
以保障。

将农村教师周转宿舍纳入
当地保障性住房建设范围，支
持农村教师使用公积金贷款、
低息贷款在城区购买住房。深
入实施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
革，健全校长激励机制，合理确
定校长绩效工资水平。

济南高新区启动教师编制改革

11770000名名老老师师放放弃弃编编制制全全员员聘聘任任

葛相关新闻

本报济南9月11日讯（记者
张玉岩） 11日，国务院安委

会第26综合督查组在山东展开
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记者了
解到，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综
合督查是近年来规格最高的一
次，此次在山东的督查从9月11
日开始，持续到9月22日，将赴
济南、莱芜、淄博、潍坊、烟台、
青岛6市，以及12个县（市、区）、
24家企业进行现场督查。

综合督查组组长、全国妇
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介

绍，本次综合督查，重点检查各
地区依法严厉打击惩处一批违
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
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
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
企业，联合惩戒一批安全生产失
信企业，曝光一批严重违法违规
和重大隐患典型案例等。

此次检查，重点检查国务院
安委会安全生产巡查及今年以
来明察暗访发现问题隐患的整
改落实情况；大检查期间自查自
改发现问题隐患的整改落实等。

重点检查各地区对大检查工作
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以及重
大隐患不整改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严肃问责的情况；对大检查期
间发生事故的单位和有关责任
人严肃查处追责等。

山东省安监局局长付伟介
绍，自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山
东共发生8起较大事故，省政府
安委会对每起事故都进行了挂
牌督办。目前，已办结1起，对负
有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的
1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司法

机关对4家涉事企业的14名责
任人追究法律责任；给予3家责
任企业定格处罚并吊销1家企
业证照。其余7起较大事故的前
期调查工作已完成，正在按程
序推进。

去年1 0月份，国务院安
委会第三巡查组对我省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了巡查，反馈
了问题和不足。截至8月底，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层 面 存 在 的
1 4 4项问题，已全部整改完
毕；政府及部门层面存在的

95项问题，已整改完成93项，
正在整改的有两项。

督查组将把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考评纳入综合督查统筹
安排，从被督查地区中选择部
分基层政府和企业开展抽查检
查进行考评。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根据大检查各督查组考评
结果，结合大检查督导、“回头
看”检查等有关情况，进行综合
考核评分。考核结果直接纳入
2017年度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工
作考核总评分，占10%。

国务院安全生产综合督查组进驻山东

66个个市市和和2244家家企企业业将将接接受受安安全全大大考考

近日，省政府就贯彻国发
〔2016〕40号文件统筹推进县域
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
展下发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
见，到2020年，全省义务教育与
城镇化发展基本协调，城乡学
校布局更加合理，城镇大班额
问题全面解决，乡村小规模学
校（含教学点）达到相应要求，
城乡师资配置基本均衡，乡村
教师待遇稳步提高、岗位吸引
力大幅增强，义务教育普及水
平进一步巩固提高，九年义务
教育巩固率达到98%。

为提高教学质量，近年来济

南高新区各学校大力推行教学改

革。（资料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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