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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禁择择校校后后，，济济南南小小初初高高禁禁择择班班
还将新建、改建49所学校应对大班额

本报济南1月17日讯（记者
王皇 刘雅菲） 孩子的教育问
题是家长最关心的事儿，今年济
南的孩子上学有啥新情况？17日，
参加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政
协委员、市教育局局长陈东生说，
今年济南将全面实行零择班，首
个国际学校在高新区汉峪片区落
地，解决大班额问题今年也有明
确任务，新建、改建49所中小学
校。

17日，聊起教育公平化方面，
陈东生说，去年5月《济南市2015
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意见》
出炉，济南正式推行零择校。今年
零择校方面的举措将继续得到巩
固。此外，济南市的中小学包括高
中将全面实行零择班。

“‘零择班’其实去年有多个
学校已经在这样做，今年‘零择
班’概念将正式提出，而且全市的
中小学包括高中入学都将实行

‘零择班’。”陈东生说，高中阶段
在保证各班总分数差不多的前提
下，随机分班，班分好之后，班主
任通过抽签确定。小学入学本身
没有成绩，就直接随机编班，班主
任通过抽签确定。“济南实现了零
择校，体现了把教育公平真正落
实到了实处，包括高中在内，济南
没有一个‘条子生’。”陈东生说。

济南首个国际学校将在高新
区汉峪片区落地。陈东生说，国际
学校将是全口径的，招外国人为
主，可能有部分是国内孩子，开设
课程是国际课程。建国际学校也
是教育服务于济南现代化和济南
四个中心建设的重要方面。记者
了解到，这所国际学校是与加拿
大合办，将在汉峪片区省直机关
宿舍西侧地块建设。此外，今年9
月济南还将有多所民办学校开
学。

针对大班额问题，陈东生说，
济南今年将新建、改建49所学校，
这也是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
的15项民生实事中的第一条。去
年9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
额问题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
2017年底前全面解决全省城镇普
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

陈东生说，经过摸底，济南10
个县市区都有大班额问题，总共
需要新建改建150所学校。今年年
底前必须完成49所学校新建改建
任务，剩余的要在2017年底前完
成。这些学校既解决现有的城镇
大班额问题，还要让学生增加后
不出现新的大班额问题。陈东生
说，新建、改建学校的任务将按周
推进，督促每个学校的建设进度，
遇到困难及时解决。

去年，济南市实现了义务
教育阶段的“零择校”，让“条子
生”成了历史。没了择校，让很
多家长转而打起了为孩子择班
的主意。然而，择班也即将成为
历史。“学校不能选了，就挑一
个好的班主任、一个好的数学
老师。”择校的口子完全封死
后，孩子升学进入什么样的班
级成了很多家长心头难题。为
了择班，家长恨不能使出一切
人脉关系。

去年9月开学季，济南市很
多 中 小 学 实 行“ 抓 阄 分 班 ”

“电子分班”。“先把一年级新
生的姓名导入电脑，男生、女
生分开，然后由电脑随机分
班。确定了每个班的人数后，
再由班主任进行抽签决定带哪

个班。”山师附小相关负责人
介绍，“报到那天，家长才知
道自己孩子在哪个班，由哪
个班主任带。”

除义务教育阶段外，不
少高中也尝试“电脑分班、老
师抓阄”。济南市2016年高中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明确
规定，新生分班须电脑派位，
不设任何重点班、特长班。去
年，山师附中在新生报到前
半小时，将新高一的班主任
召集到会议室，在学校家委
会代表的监督下，现场抽签。
抽签结束后，山师附中官方
微博第一时间推出附中新生
班主任系列介绍。

“这下完全清静了。”得
知济南中小学将零择班，省

城一家热门小学校长松了一
口气。往年，一到开学季，一
天能接十几个挑班电话。由
于以前没有明确规定，所以
回绝人家也很不好意思。这
下 好 了 ，政 策 就 是 最 好 的

“挡箭牌”。
“2016年，济南市将在‘零

择校’基础上实现‘零择班’。”
济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有的学校
仍实行人工分班，全面推广
电脑排班只是技术问题，没
什么难点。通过电脑随机分
班的方法，防止人为因素可
能造成的不公平，保证每个孩
子享受教育资源的机会是公
平、公正的。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本报济南1月17日讯（记者
王皇 刘雅菲） 为缓解济南城
区拥堵，市民对济南的公共自行
车租赁呼声很高，但目前仅有部
分实现。今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
告公布的2016年为民办的15件实
事中提出，将建设市区范围内公
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为缓解济南
城区拥堵，市民对济南的公共自
行车租赁呼声很高，但目前仅有
部分实现。

今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建设全市建成区范围内公共
自行车租赁系统列入了2016年为
民办的15件实事中。这项民生工
作将由济南市停车办负责。在去
年5月份济南市规划局举办的一
次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面复
会上，就明确了将在古城区和奥
体片区率先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
系统，并在趵突泉景区进行试点。

市中区则是全济南市第一个

拥有公务自行车系统的区。去年4
月，市中区首批公务自行车亮相。
车身写着“公务自行车”，只针对
市中区辖区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
位公职人员使用，替代公务用车，
到现在上路已经大半年。去年9月
19日、20日、22日济南的无车日划
出了慢生活街区，在北至大明湖
路、东至黑虎泉北路、南至黑虎泉
西路、西至趵突泉北路（含上述道
路）的街区内推出了10个公共自
行车免费租赁点，很多市民都体
验了免费公共自行车。

今年，济南市治堵的举措中
加快构建高快一体快速路网也是
重要内容。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工业北路快速路建设将在
今年启动，到2017年底，二环快速
路、顺河高架南延都将建成通车。
加快凤凰路南北段、旅游路东西
段等一批主次干道建设改造。此
外，济南还将启动绕城大东环线

建设前期工作。
工业北路快速路此前已列入

规划，按照规划工程西起全福立
交，东至东绕城高速郭店立交。工
业北路快速路建成后，从北园高
架往东，就可以一直到绕城高速。
根据此前消息，工业北路快速路
建设还将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
廊，从电建路向东，沿工业北路一
直延伸至东绕城二期工程，全长
22公里，在长度上则将成为全国
第一。

去年济南市二环南快速路已
经实现通车，二环东高架南延目
前已经完成桩基54个、立柱6个、
承台5个，进展顺利，顺河高架一
期也已经启动前期工作。

此外，今年济南还将启动济
泰高速、济乐高速南延工程。推进
石济客专、济青高铁、济东高速、
济青高速扩容和青兰高速等项目
建设。

孩子进哪个班，电脑定

提问局长

全面二孩来了，学校女老师
比例多都要生娃咋办？陈东生
说，不少学校都存在女老师多
的实际情况，应该尊重老师的
生育选择，此外，还将通过工作
量调整搭配绩效工资进行调节。

学生增多、班级增多对教师
的需求增多，济南市解决大班额
问题需要增加7000名老师，但国
家对教师编制有限制，这个问题
怎么破？陈东生说，目前，省政府
已明确可建立机动编制。农村基
础教育可能出现小班额情况，教
师编制今后将以县或乡为单位统
筹教师。

二孩来了，济南市的幼儿园
够用吗？陈东生说，全面二孩影
响济南的教育最快也要从三年
后开始。今年济南将继续实行第
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虽
然这个计划制定在全面二孩政
策出台之前，但也是为未来二孩
可能带来的入园儿童增多打好
基础。行动计划完成后，济南市
80%以上幼儿能入园，其中多数
孩子能进入普惠性幼儿园。

校长职级制提出逐步取消学
校行政级别，济南啥时候会落地？
陈东生说，校长职级制是基础教
育改革中的一项内容，今年已是
省里试点的第三个年头，省内有
三个城市试点，济南并不在列。不
过现在济南市有两个县提出先行
一步，正在出相关的方案。到2017

年全省将一次性推开，届时，济南
也将全面落地。

本报记者 王皇

校长职级制

济南啥时候落地

二孩来了

济南幼儿园够用吗

学校女老师多

都要去生娃咋办

骑骑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逛逛济济南南，，今今年年不不是是梦梦
将建市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工业北路建快速路

去年济南无车日活动中，趵突泉大门口放置的公共自行车。（资
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进行了扩班，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一年级班额变小，一年级3班只有40多个学生。（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17日，省委常委、济南市
委书记王文涛在济南市十五
届人大五次会议商河代表团
审议会上，对“大班额”的破题
提出了建议。

“为什么会形成大班额？
这个跟我们快速城镇化进程
有关系，教育资源跟不上。”
王文涛说，第二是优质教育
资源跟不上，第三是“两头”

的问题：一头是城镇大量大
班 额 ，另 一 头 是 乡 村 小 班
额 ，而 且 这 里 面 老 师 不 流
通。

如何解决？王文涛说，这
需要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育
资源供需做预测：不能随意造
学校，资源也不能浪费，不能
太超前，也不能太落后。“我们
原来为什么会大班额，就是在

城镇化过程当中对教育资源
的预测不够，措手不及。”王文
涛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要
加强师资的培养。“山东民办
教师很多，怎么样解决农村老
师的身份，尤其是现有的教育
怎么优化，怎么样提供培养新
的教育资源……这些都需要
各方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 喻雯 范佳

书记支招大班额：别随意建校，得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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