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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于
雪莲) 淄博小学考试自11月起
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和鼓励
性评语的评价办法。16日，市教
育局印发《全市普通中小学规
范办学行为达标展示活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力争到
2016年6月底前，全市所有中小
学校基本实现规范办学行为达
标，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
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

针对长期以来普通中小学
规范办学行为管理工作普遍存

在的种种久治不愈的违规办学
重点和难点问题，市教育局创
新管理方式，按照底线管理思
路，印发《方案》，组织开展中小
学规范办学行为达标展示活
动。《方案》明确了违规办学行
为的整改重点，即课程开设、作
息时间、假期安排、课业负担、
考试管理、教辅管理、学生管理
等七个方面。其中小学考试管
理方面要求，小学考试取消百
分制，实行等级和鼓励性评语
的评价办法。

《方案》提出，按照统一要

求、主动整改、网上展示、社会监
督的推进策略，县域统筹、逐校
落实，即时规范、即时展示。活动
时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6月
底，分宣传发动、主动整改、网上
展示三个阶段依次进行。

据了解，我省自2008年就
出台了“规范办学40条”，要求
学生家庭书面作业实行总量控
制，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评价体系，在中小学全面推行
日常考试无分数评价，减轻中
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促进
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但多

年来，教育围绕考试“指挥棒”，
单纯追求升学率和考试成绩的
顽疾久治不愈。

据市教育局基础教育课相
关负责人介绍，市教育局组织
开展中小学规范办学行为达标
展示活动，变教育管理部门被
动查处为学校主动整改、变教
育内部监督为社会监督，可充
分调动学校积极性。为保证活
动成效，市教育局将分阶段对
各区县规范办学行为达标学校
情况进行统计并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

全市普通中小学规范办学行为
达标展示活动变教育内部监督为社
会监督，市教育局公布了三部电话，
若遇违规办学，可拨打电话投诉。三
部 投 诉 电 话 分 别 是 3 1 8 3 7 4 7 、
3183976、3181889。

《方案》要求，各区县教育行政
部门按照市教育局统一要求，制定
活动方案，部署安排，并利用各媒体
广泛宣传，广造舆论，真正形成教育
行政部门、学校、家长、学生和社会
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规范办学行
为活动氛围，让教师乐教、学生乐
学，赢得社会支持、家长赞誉。

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和学
生家长的经济负担，《淄博市普通中
小学规范办学行为规定》要求，小
学、初中使用山东省统一审议选用
的1套教材配套练习册，免费提供给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使用，城市
学生自愿购买。高中按照有关规定，
从省教辅材料评议公告中选择1套
教辅材料供学生自愿选用。毕业年
级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的选用按照
省教育厅有关规定执行。

市教育局采取抽样检查、专项
督导和举报查处等方式对各区县学
校规范办学行为达标情况进行督查
落实，对发现弄虚作假、整改不力的
区县或学校，将按照《山东省对违规
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
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55号)

给予严肃处理。规范办学行为达标
学校检查结果将作为区县教育现代
化建设年度测评、普通高中年度考
核相应指标的重要参考。

本报记者 于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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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

规范办学行为达标是对
学校教育教学行为的底线要
求，也是新形势下促进教育
公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重
点问题所在。16日，市教育局
发布《淄博市普通中小学办
学行为规定公示(修订稿)》(以
下简称《规定》)。市教育局基
教科相关负责人表示，《规
定》从课程设置、作息时间、
作业管理、考试管理等方面
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
担，引导学校深入实施素质
教育。

在作息时间方面，《规定》要
求，小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包
括自习)不超过6小时。早上到校
时间不早于7:30，上课时间不早于
8:00。

初中走读生每天在校学习时
间(包括自习)不超过8小时，早上
到校时间不早于7:30，上课时间不
早于8:00。寄宿制学校学生早上统
一起床时间不早于7:00，晚自习结
束时间不晚于21：00。

高中走读生每天在校学习时
间(包括自习)不超过8小时，早上
到校时间不早于7:00，上课时间不
早于7:30。寄宿制学校学生早上统
一起床时间不早于6:30，晚自习结
束时间不晚于22：00。

同时，《规定》提出，保障学生
每天体育锻炼不少于1小时。严格
按照国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开
齐、开足、开好课程，不得以任何
名义增加或缩减规定的课程、课
时。严格按课程表上课，不得随意
调课、缺课。

《规定》要求，控制学生家
庭作业量和难度。小学一、二年
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
级语文、数学书面作业总量每
天不超过1小时，其他学科不留
书面家庭作业；初中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书面作业
总量每天不超过1 . 5小时，其他
学科不留书面家庭作业；高中

布置作业要涵盖所有学习领域
且总量不超过2小时。

书面家庭作业应分必做
和选做，以使学习程度不同的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基本
完成，提倡布置活动性、实践
性家庭作业。禁止利用练习册
和各种复习资料不加选择直
接布置作业；禁止布置机械重

复、照抄照搬的作业或惩罚式
作业。作业批改要及时、准确，
书面作业要全批全改。禁止给
学生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学生
家长代为评改作业。

对此，孩子正读小学五年
级的孙先生表示，孩子有时中
午都带着作业回家做，希望相
关规定能尽快落到实处。

据市教育局基教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违规办学之所以
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是因为
部分学校单纯追求升学率，以
学生成绩评价学生和老师。

一、二年级每学期可进行
一次语文、数学学科期末考
试，三年级以上每学期可进行
一次语文、数学、外语学科期
末考试，其他学科以考查为
主，不进行期末考试。小学考
试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和鼓

励性评语的评价办法。
初中除学业考试外，学校

每学期可自行组织思想品德、
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期中
和期末两次考试。任科教师平
时可根据学科单元(模块)学习
完成情况进行必要的单元检
测、自测；高中在每个模块学
习结束后可自行组织一次模
块考试，进行学分认定。对不
及格的学生，要在适当时间安

排补考。除学业水平考试外，
学校可组织学生参加由市级
教育行政部门在第一学年末
统一组织的一次模块考试和
在第三学年第二学期统一组
织的一次高考模拟考试。同时

《规定》特别强调，学生考试成
绩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可单
独反馈给学生。不得按学生考
试成绩对教师和学生排列名
次，不得作为评价、奖惩教师
和学生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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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铁龙品牌创始人安德
烈·雪铁龙一句经典名言至今
仍觉振聋发聩：“汽车厂商卖的
不仅仅是汽车，还有无微不至
的服务”真正具有跨时代意义
的是，雪铁龙是第一个将服务

置于产品之上的厂商。雪铁龙
推出了“家一样的关怀”服务理
念，给广大消费者带来温馨感。

汽车服务后市场被称为
汽车业的“黄金产业”，东风
雪铁龙在此领域的深耕细作

也收获了累累硕果：成都车
展上，东风雪铁龙将“2 0 1 5中
国车市口碑榜最佳口碑汽车
品 牌 ”揽 入 怀 中 ；在 2 0 1 5 年
J . D . P o w e r售后服务满意度
( C S I )、售时满意度 ( S S I )评选

中，东风雪铁龙分别获得了
主流汽车品牌第一、第二的
优异成绩，成为唯一一个连
续三年售时售后两项满意度
排名均进入“前三甲”的主流
汽车品牌。

本报讯 近日，由教育部主办
的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
大赛在南京隆重举行。山东轻工职
业学院吕宁、彭佼、王晓颖三位教师
组成的教学团队提交的参赛作品

《Manager Assistant, I’m Coming!》
在突出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的同
时，注重教学实施的可行性和实际
教学问题的解决，得到评委组一致
好评，勇夺大赛高职组信息化教学
设计赛项一等奖。

大赛的获奖是山东轻工职业学
院信息化教学水平提升的有力体
现，也是学院教学改革成果的强力
展现。学院高度重视信息化教学工
作，将信息化作为推进教学改革和
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抓手。通过开
展校内信息化教学大赛等活动，着
力提升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和信息化
教学水平，有力促进信息化教学手
段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从而推
进教学改革创新和提高学院人才培
养质量。 (吴少坤)

服服务务至至上上 东东风风雪雪铁铁龙龙
““家家一一样样的的关关怀怀””情情暖暖四四方方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作品获全国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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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账房低价出售
顶账房低价出售：理工大，市实

验旁，尚文苑公寓，24 . 51平方，住宅
性质，可与开发商签合同，价格面
议，非诚勿扰。

咨询电话：18505337571

张店七中的学生在操场上跳少数民族传统舞蹈竹竿舞（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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