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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威海海启启动动基基础础教教育育综综合合改改革革
明年中考体育成绩比重不低于10%，取消国家规定外所有加(降)分项

9日，威海市庆祝2015年教师节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启动大会召开，正式启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重点从推动课程改革
和教学方法创新等10个方面、开展德育综合改革等17项试点进行改革。推进学校管理向教育家办学转变，考试招生向多次机
会、等级表达、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转变，教学方式向以学定教、自主、合作、探究转变，评价标准向育人导向、多维维综合转变，
监督机制向社会参与、主体多元转变。

168名老师获

教师节表彰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刘洁
通讯员 王小钰) 9日，威海

庆祝2015年教师节暨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启动大会召开。大会对
取得优秀成绩的教育工作者、集
体进行了通报表彰，共168名教
师获得表彰。

9日，在第31个教师节到来
之际，威海召开庆祝2015年教师
节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启动大
会，对10个威海市师德建设先进
集体、98名威海市师德标兵、60
名市直教育系统优秀教师、10名
市直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予
以通报表彰。同时，威海公布了46
项2015年度教育科研创新成果
奖名单，其中一等奖14项、二等
奖18项、三等奖14项。大会同时
公布了威海市实验小学等10所
学校为威海市第二批特色学校，
至此威海市级特色学校达到28
所。

早 取消校长行政级别，扩大其用人权

2015年，在乳山市、高区
开展试点。取消学校和校长行
政级别，现任中小学校长具有
行政级别的，其行政级别纳入
档案管理。试点经验成熟后，
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推开。校长
采取推荐考察、公开招聘等方
式产生，由教育行政部门聘
任；副校长采取校长提名组织

考察、竞聘上岗等方式产生，
由校长聘任。在同一所学校连
续任职满2个聘期的中小学校
长，必须交流任职。

扩 大 中 小 学 办 学 自 主
权，扩大校长的用人权，赋予
校长在副校长提名和聘任、
中 层 干 部 选 聘 等 方 面 的 权
力。扩大学校在教师职称评

聘等方面的评价权，在奖励
性绩效工资、优秀教师激励
等方面的分配权，在内部机
构 设 置 、课 程 开 发 、经 费 使
用、高中自主招生、教育质量
评价等方面的管理权。建立
健全校务委员会制度、教职
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家长委员
会制度。

微信“扫一扫”

社区事都知晓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陈乃
彰) 在环翠楼街道办海城社区，
辖区居民只要对着“二维码”扫一
扫，就能加入该社区的官方微信
公共平台，随时了解社区里的大
小事。如果有紧急事情需要咨询，
居民只要对着“对讲机”提问，立
刻就有工作人员“接头”解决。

海城社区李主任说，辖区居
民只要登录手机微信，在“查找微
信公众账号”中添加海城社区，或
是对着时下流行的“二维码”扫一
扫，就能加入社区的官方微信公
共平台，随时了解社区里的大小
事。社区微信平台既可以一对一
接收、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等信息，还可以一对多群发。如果
有紧急事情需要咨询，居民只要
对着“对讲机”提问，立刻就有工
作人员“接头”解决问题。

社区的活动通知、惠民咨询、
政务、便民服务等原本张贴在社
区公告栏的服务信息，如今都同
步“登”上了微信平台，变身为微
信平台每天推送到每人手机上的
电子信息。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许君
丽 ) 威海市劳模(高技能人才)
创新工作室申报工作正在进行，
今年，威海市总工会决定，再命名
20个市级劳模(高技能人才)创新
工作室，符合条件的工作室须在
9月20日前申报。

在具备有场所、有制度、有团
队、有活动、有规划“五有”的基础
上，威海市劳模(高技能人才)创新
工作室的申报还需要同时具备以
下条件：所在单位必须是具有法
人资格、工会组织健全的企事业

单位；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要是
全国劳模、省部级劳模、市劳模或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省富民兴
鲁劳动奖章获得者或者是具有高
级以上职业技能资格等级的技术
领军人物；申报前2年内获得过市
级以上科学技术奖或2项以上省、
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或2项
以上全国、省系统性技术创新成
果或国家发明专利等。

申报工作将持续到 9月 2 0
日，今年，威海市共将命名20个
劳模(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

市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在申报

日前，威海下发《推进基础
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下
称《意见》)，威海将推动课程改
革和教学方法创新，全面深化
德育综合改革，加强未成年人

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到2016年
完成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教育
中心场馆建设，“十三五”期间
完成全部室外活动场地配套建
设；到2018年，荣成市、乳山市

至少建成1个综合性、多功能未
成年人校外实践基地，各类学
生活动中心、科技馆、博物馆、
图书馆、体育馆、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免费向中小学生开放。

早 图书馆、体育馆免费向中小学生开放

本报记者 刘洁 通讯员 王小钰

《意见》要求深化体育、卫
生和艺术教育改革。实施普通
中小学运动场地提升工程和体
卫艺设施器材配备工程，到
2016年所有中小学塑胶跑道、
运动场地、体卫艺设施器材均
达到国家和省规定标准，寄宿
制中小学和在校学生超过600

人的非寄宿制中小学设立医务
室，其他中小学设立保健室。启
动体卫艺教育师资配备计划，
到2016年所有中小学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配备到位，到2017
年所有中小学体育艺术教师配
备到位。

深化体育艺术招生考试制

度改革，到2016年，体育与健康
成绩占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总成
绩的比重不低于10%，逐步将足
球、游泳列为体育与健康考试
科目，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结
果纳入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
艺术素质测评结果作为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录取的参考依据。

早 明年中考，体育成绩比重不低于10%

威海将改革考试招生制
度，深化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改
革，强化高中招生制度改革。
实行初中学生学业考试、综合
素质评价相结合的招生录取
模式。

自 2 0 1 6年起，清理规范

高中招生加(降)分项目，取消
国家明确规定以外的所有加
(降)分项目。合理确定学校自
主招生比例，由学校根据自身
办学需要和办学特色制定录
取方案，实行综合录取、特长
录取等多种方式。

2015年山东省取消了体
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
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
秀学生、见义勇为和先进劳模
5个加分项目。保留和调整了
烈士子女、自主就业的退役士
兵等5类考生加分资格。

早 明年起，规范高中招生加(降)分项目

《意见》规定完善教育评
价制度，健全教育质量综合评
价制度、改革校长评价制度、
改革教师评价制度、建立第三
方评价机制。

《意见》推进教育工作管
办评分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的形式，委托第三方对学校办
学水平、校长办学业绩、学生
体质、区域教育质量等进行评

价，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评价结
果；建立学生、家长评价学校
和群众满意度调查制度。鼓励
支持社会、学校等发展专业评
价机构。

早 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管办评分离

《意见》明确规定依法保障
民办学校教师待遇。民办学校教
师在资格认定、职称评聘、进修
培训、评先选优、课题申请、国际
交流等方面与公办学校教师享
受同等待遇。根据国家、省有关
文件精神，制定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教师社会保障与公办学校教
师同等待遇试点的指导意见。民
办学校教师被聘为公办学校在
编教师，其在民办学校期间的教
龄连续计算。

教育行政部门应有计划地
组织公办教师到民办学校支教，
支教人员工资福利由财政负担。
建立对民办学校政府补贴、购买
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
激励等制度。民办教育机构与公
办教育机构平等参与政府购买
教育服务，用电、用水、用气、用
热执行相同的价格政策。

民办教师评聘

享公办同等待遇

相关链接 现代吕剧《乳娘》

反响热烈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龙国栋) 日前，乳
山市吕剧团创编的优秀剧目大
型现代吕剧《乳娘》入选山东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优秀
剧目展演参演剧目，并在烟台胶
东剧院进行了两场展演。

《乳娘》用感人的故事和艺
术形象诠释了“慈母大爱”的真
谛，让在场观众感受了历史，接
受了红色教育。烟威地区的业界
专家、专业院团和戏曲爱好者对
演出给予了高度赞扬。在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乳娘》
于9月2日、4日在中央电视台11
戏曲频道九州大戏台播放。

另外，《乳娘》剧目的宣传演
出已让多名当年胶东育儿所的
孩子踏上寻亲路。宋玉芳、宋玉
芝、段桂芳等在胶东育儿所长大
的革命后代赠予乳山市吕剧团

“传大爱精神，凝民族忠魂”锦
旗。

为了方便市民交电费，威海供电公司在经区设置10个自助缴费
点，分别位于威海市齐鲁大道8号(一楼营业厅东侧)，南曲阜小区府安
社区(银湖物业)，凤林东海路家家悦(枫林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皇冠街
道办事处乐天社区(威海港华燃气)，长峰东公交站点，海埠村家家悦对
面，华夏山海城小区物业东民生银行内，温泉高架桥下温泉供电所，温
泉黄金顶小区物业，桥头供电所。 记者 许君丽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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