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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余人参与报名

492 人通过资格初审

日照市 2013 年选报招募高
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网上报名
工作已于 8 月 10 日结束。今年
安排的 155 个招募岗位共吸引
800 余名高校毕业生参加报名，
有 492 人通过网上资格初审。

从报名通过情况来看，本
科学历 449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4 3 人，分别占报名总人数的
91 . 26% 和 8 . 74%。

据了解，日照市此次共计
划招募 155 名“三支一扶”大学
生，其中：支教 37 人，支农 27

人，支医 31 人，就业保障服务
38 人，农业技术推广 9 人，农村
文化建设 7 人，贫困村整体推
进 6 人。

招募范围为普通高校应
届及 2011 年、2012 年未就业
的日照生源毕业生及驻日照
普通高校毕业生。要求本科
及以上学历。已签订就业协
议 的 毕 业 生 不 能 报 名 参 加

“三支一扶”计划。继续坚持
优先安排家庭经济困难的毕
业生、优先安排高学历毕业
生、优先安排回生源地的毕
业生的原则。

因无毕业生报名

38 个岗位取消

今年计划招募的 155 个岗
位，一个岗位招聘 1 个人，“一
个萝卜一个坑”。日照市人社局
就业促进科工作人员说：“因为
部分岗位没有毕业生报名，所
以岗位从原定的 155 个缩减到
了现在的 117 个。缩减的岗位
中，不少是支医岗位。”

据介绍，一些岗位没有毕
业生报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
两个原因。一是岗位确实没有
毕业生报名。二是有毕业生报
名，但未通过审核。

记者了解到，岗位缩减是
正常现象，每年各个地市都会
出现。不少毕业生选择报考公
务员、事业编，或者直接就业，
放弃了“三支一扶”的机会。

报考农卫茶类岗位少

最激烈录取比达 15：1

记者看到，日照市 2013 年
“三支一扶”报名结果显示，卫
生类、农学类、茶学类、植保类
等岗位报名人数较少，受欢迎
程度相对较低。

与 352 名高校毕业生竞争
117 个岗位形成鲜明对比，巨峰
镇农村文化建设岗位的录取比
例达到了 15：1。

“与去年部分岗位 38：1 的
录取率相比，今年的竞争不是
很激烈。”该工作人员介绍。

本周六举行笔试

23 日领取准考证

笔试由省“三支一扶”办公
室统一组织，全省统一命题，统
一考试时间，考点设在日照师
范学校。考生须于 8 月 23 日(上
午 8：30-12：00；下午 2：30-6：
00)持身份证到市“三支一扶”办
公室领取《 2013 年日照市选拔
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笔
试准考证》。

考试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24

日下午 2：00-5：00。考试科目
为《综合知识和能力测验》，笔
试成绩将在日照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网站上公布。

面试结束后，按笔试、面试
成绩各占 50% 的比例，百分制
计算报考人员考试总成绩。考
核主要考察毕业生的政治、思
想表现及报考资格等情况，考
核合格者参加体检。

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
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
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新招募者培训上岗

不得单方中止协议

对新招募的“三支一扶”大
学生，日照市“三支一扶”办公室
统一组织上岗前的集中培训。

培训主要内容为党和国家
关于基层工作特别是农业、农
村、农民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日
照市基层工作的现状，拟服务
单位和岗位的基本情况等，同
时对服务地的生活、民情、风俗
等予以介绍。

培训结束后，于 9 月中旬
全部安排上岗。具体培训时间
和地点详见日照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网站。

已考取“三支一扶”计划的
高校毕业生须严格执行“三支一
扶”有关规定，除因不可抗力因
素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继续服
务的要提出申请，经省、市“三支
一扶”办公室同意外，一律不准
单方中止协议或擅自离岗。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日照市 2013 年“三支一扶”考试将于 8 月 24 日开考。今年共有
800 余名高校毕业生参与报名，有 492 人通过网上资格初审。因为部
分岗位没有毕业生报名，所以岗位从原定的 155 个缩减到了现在的
117 个，取消了 38 个。

为准确评价“三支一扶”大
学生在岗服务期间德才表现和
工作实绩，日照市日前部署
2013 年服务期满“三支一扶”大
学生考核工作。

考核坚持客观公正、民主
公开、实事求是和注重实绩的

原则，采取与日常考核相结合、
个人总结、民主评议和组织考
核相结合的方法，对“三支一
扶”大学生德、能、勤、绩、廉五
方面内容进行全面考核。

期满考核合格的颁发服
务期满合格证书，凭期满合格

证书享受期满相关优惠政策。
对服务期满未就业的“三支一
扶”大学生，各级毕业生就业
主管部门将采取跟踪服务、重
点推荐等方式促进其尽快实
现就业。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服务期满大学生
面临 5 方面考核

相关新闻

本报 8 月 22 日讯(记者 张萍)
22 日，记者从日照市教育局获悉，

为了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日照市将以“校对校”的方式来实现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秋季开学后，
所有市直中小学都要与一所或者几
所农村学校结对进行对口支援教育
工作，市直学校教师到乡镇农村基
层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任职经历
还将于教师职称评定挂钩。

按照日照市教育局《关于推进
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的意
见》要求，每所市直中小学都要与一
所或几所农村学校结对、对口支援
教育工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对
校”对口支援关系，市直学校教师到
乡镇农村基层学校或薄弱学校任
教，任期一年。因派出支教教师形成
的空缺，由相应农村学校派教师顶
岗补充。

为了调动教师支教的积极性，
教育部门将支教时间与各项职称评
定相挂钩。根据有关规定，城镇以上
中小学校教师推荐县级以上荣誉称
号，必须具有一年以上农村学校任
教经历；中小学教师评审高级教师
职称和竞聘高级教师岗位时，须有
近 5 年内在农村中小学从事教育教
学工作 1 年以上的经历。没有农村教
学经历的，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学校
支教。各单位可根据实际，优先安排
近几年拟晋升高级教师职称的教师
和近几年安排的免费师范生。

据悉，支教老师在支教期间，编
制、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不变，工龄、
教龄和教师职务任职年限连续计算。

新学期市直教师

下乡“校对校”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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