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七所所民民办办学学校校将将享享““公公办办待待遇遇””
今年芝罘区将坚持“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推进三个工程

实现教育均衡发展

头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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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从芝罘区教体局获悉，
随着新学期即将开始，今年芝
罘区多项重点工作将陆续展
开，其中，芝罘区今年将继续实
施义务教育段全面禁止择校政
策，进一步完善划片招生、就近
入学举措，确保学生拥有平等
的入学机会。坚持“公办不择
校，择校到民办”，大力发展民
办教育。

近年来，芝罘区民办中小
学迅速发展壮大，涌现出一批
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
的优质民办学校，在满足群众

多元个性的教育需求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提高
民办教育办学质量，2015年，芝
罘区创新民办教育管理体制，
全面加强对民办教育的管理与
服务力度，把7所区属民办中小
学(烟台外国语实验学校、双语
实验学校、培英学校、东方外国
语实验学校、星海艺校、烟台崇
文学校、烟台中大德美学校)纳
入公办学校管理服务体系，一
视同仁、同等对待，构建民办学
校、公办学校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的新格局。

此外，今年芝罘区继续将

教师轮岗作为全区教育工作的
重点之一，进一步扩大轮岗范
围，增加轮岗人数，提高轮岗实
效，切实盘活内部教师资源。力
争 轮 岗 交 流 教 师 年 均 增 长
20%，到2020年全区50%以上教
师都有轮岗经历。

同时启动第二轮名师、名校
长培养工程。深入推进名师、名
校长培养工程，加强名师工作室
建设，通过专题报告、名师讲学、
观摩教学等多种形式，切实发挥
名师引领带动作用和示范引领
作用，促进全区教师队伍素质整
体提高。力争到2020年，全区学科

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占到35%以
上，省、市级优秀校长和教师人
数翻一番。建立科学的教师补充
机制，在新教师分配方面，重点
向薄弱学校倾斜。

今年芝罘区还将举行全区
小学业务干部课堂教学开放周
活动，进一步深化课堂开放研
究，促进各学校优质资源的交
流与融合。举办“新活力课堂”
同课异构活动，重点加强学科
教学模式的打磨、改进、推广，
打造芝罘改革新特色。力争用3
-5年时间，培植20所全市、全省
乃至全国闻名的课改名校。

据介绍，今年芝罘区为实现区
域内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将重点推
进三个重点工程。

一是校舍新建改扩建工程。着
眼于均衡全区优质教育资源，增加
优质学位数量，让更多的孩子享受
教育发展成果，今年将投入4 . 2亿，
新建改扩建烟台十一中、南尧小学
等14所学校，加固改造宫家岛小学
等6处老旧学校，姜家疃完全中学、
南山路小学等学校投入使用。

二是“数字化智慧教育”工程。
放大全国教育信息化综合试点效
应，围绕网络环境、泛在学习、云端
技术等五大领域开展试点工作，全
面打造“数字化智慧教育”全国示
范区、信息技术应用全国示范区，
实现“芝罘教育随网络走向广阔”。

三是塑胶操场改造工程。完成
29所学校塑胶操场改造工程，为体
育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深入
开展体艺“2+1”活动，严格贯彻落
实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让孩
子在阳光下健康快乐成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刘翼 魏波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陈莹
通讯员 孙小钧) 8日，由烟台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烟台市
文化馆承办的“三月春来——— 烟台
市女书画家作品联展”将在烟台市
文化馆展览厅举办。此次展览共展
出烟台市各县市区挑选的青年女
书画家优秀作品展集，包括油画、
国画、书法三个门类。参展人数共
12人，共60-70幅作品，绘画风格多
样，书法清灵隽秀。

女书画家作品展

周末亮相文化馆

全省首家

电力执法监察机构

在烟台成立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迟荣民 郑书河 ) 3

日，烟台市电力执法监察支队在市
经信委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山东省
首家电力执法监察机构，将加强打
击破坏电力设施、窃电以及非法阻
挠电力施工违法行为，确保烟台市
电网安全运行。

2月气质改善

福山区最好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王永军)
5日，烟台市环保局发布了2月各

区空气质量主要污染物现状及改
善情况，除PM10同比恶化，三种污
染物浓度同比向好，其中福山区
空气质量改善排名首位，其他依
次为牟平区、莱山区、开发区、芝
罘区、高新区。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李静
通讯员 蔡琛) 从烟台市森林公
安局了解到，为全力做好今春森林
防火工作，烟台市森林公安局将成
立6个巡查组，从即日起至5月31

日，分包县市区的森林防火工作，
进行不间断巡视暗访。

6个巡查组

紧盯森林防火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宋

佳 ) 本报联合毓璜顶医院妇
科开展的“‘三八’妇女节，我陪
妈妈检查”的活动启动以来，接
到各方读者短信报名。到目前
为止，共收到120多名读者的报
名。本报将于6日、7日统一以电
话的形式回复，报名的读者请
留意您的手机。

诊疗活动将于3月8日在
毓璜顶医院餐厅会议室 2楼
举行，持续一上午时间。由于
妇科疾病需要详细询问病史
等，要保质保量地为每位参
与到活动中的读者服务，报
名人数控制在 6 0人，报名参
加诊疗的读者限制为30岁到
6 0岁的已婚女性。参与活动

的读者将免挂号费、诊疗费，
对需要做宫颈癌TCT检查的
读者，将免费提供价值200元
的检查项目。

由于此次活动名额有限，
因此我们将把机会留给有更急
切需要的读者。医生筛选出60

位读者，将由本报工作人员于6

日、7日统一以电话的形式回

复，请报名的读者们留意。
本报继续接受报名。请

编 辑 短 信 发 送 至
15063831079，短信内容包括：
参与活动的读者姓名、年龄、
联系方式、既往合并症、现妇
科存在的不适症状，报名截
止到3月7日中午12点，名额有
限，赶快行动起来吧！

““三三八八””节节免免费费诊诊疗疗，，已已有有百百余余人人报报名名
本报将于6日、7日两天电话通知，报名的读者请留意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李
静 通讯员 高海宁 ) 为
助推烟台葡萄酒产业的发
展，丰富烟台产区葡萄酒文
化，烟台市葡萄与葡萄酒局
招标拍摄了首个烟台葡萄酒
产区形象宣传片。5日，烟台
葡萄酒产区宣传片出炉，涵
盖了从烟台葡萄酒的历史到
葡萄酒种植、酿造工艺，酒庄
发展等多个方面，短短 9分
钟，带你走遍美丽的国际葡
萄酒城。

5日，首个烟台葡萄酒产
区形象宣传片出炉，填补了烟
台葡萄酒产区无形象宣传片

的空白。
据介绍，宣传片从去年5

月招投标，经过数月的实景
拍摄和后期处理，前后修改
了七稿后，最终成稿，时长9

分4秒。片中讲述了烟台葡萄
酒发展的历史与文化，介绍
了烟台葡萄酒产区的现状与
未来。

“宣传片分为中文版和英
文版，以后将通过不同的渠道
播放。”烟台市葡萄与葡萄酒
局的工作人员说，宣传片不仅
会上传到官方网站，还会在全
国各地的糖酒类展销会上播
放。

本报记者 李大鹏

珠穆朗玛峰以世界第一的
高度挺拔于世，很多登山爱好
者以登上珠峰为荣。2014年，多
年在外的牟平老乡王忠为终于
成功攀登上了珠峰，实现了自
己多年的愿望。春节期间，王忠
为回到家乡，与亲朋好友分享
了他登上珠峰的激动心情。

王忠为现在在北京工作，
业余时间喜欢登山，他曾登上
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山。多年以
来，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
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
峰，2014年5月底，他终于实现

了这一梦想。“登珠峰我们前
前后后准备了52天，主要是拉
练。”王忠为说。

王忠为参加的登珠峰活
动，是一次国际性的登山运
动，他所在的团队是12支参赛
队伍里唯一的中国代表队。

王忠为是土生土长的牟
平人，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牟
平读书，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
情。虽然在北京工作，平时很
忙，但只要是过年，他就会赶
回牟平。王忠为说，他每次回
来都能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
的变化，印象中的小县城正在
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经过数月拍摄处理，前后修改七次

首个葡萄酒产区宣传片出炉

提前准备近两个月

牟平老乡成功登上珠峰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蒋
大伟) 5日，记者从济南铁路
局烟台车务段获悉，预计6日
至9日前后，烟台车务段管内
各客运站将出现持续客流高
峰，6日客流量将达到最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2 . 8万人次，其
中青荣城铁车站预计发送旅
客1 . 7万人次，占总发送量的
六成左右。

随着高校陆续开学，6日
起到9日前后，学生流、务工流
相互叠加形成节后出行高
峰。“6日当天预售票目前有
8000多张，预计烟台站将发送
旅客10000人次，目前烟台到

金华西、广州、北京、青岛、成
都、贵州、西安、昆明等城市
的车票基本售完。”烟台火车
站的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动车方面由烟
台南站去往即墨、荣成、济南
方向的动车；由荣成站去往
烟台、即墨方向的动车；由威
海北站去往即墨、济南方向
的动车；由莱阳站去往济南
方向的动车票额较为充足。

“3月3日以后，务工人员
开始陆续返程，烟台站到站
旅客较多，预计6日到9日还将
有一个务工人员返程的高峰
期。”烟台站的工作人员说。

火车站北广场，一辆列车到达，乘客们陆续走出车站。元宵
节过后，火车站将迎来返程高峰。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烟烟台台站站今今迎迎客客流流高高峰峰

预预计计发发送送旅旅客客万万人人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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