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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大变革！改由教育部门组织招考

首首次次““试试水水””更更注注重重
教教师师实实战战经经验验

今日本报C叠4版 本版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本报聊城6月21日讯(记者 张
跃峰) 6月19日，聊城市教育局直
属学校招聘工作人员考试笔试在
聊城二中进行。这是教师招聘制度
改革之后，聊城市由教育行业主管
部门组织的首次招聘考试。

6月19日上午，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耿涛对考场进行了巡视，市
教育局局长哈宝泉等参加巡视。

耿涛强调说，由教育部门组织
学校工作人员招聘考试工作，这是
教育部门用人制度深化改革的重
要举措。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
作为聊城市由教育部门组织的第
一次招聘考试，一定要精心组织，
不但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更要根
据教育教学需要选聘到业务精干
的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

根据《聊城市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
从2016年起教育行业公开招聘由
教育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此次聊
城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招聘工作人
员考试，是实施办法出台之后组
织的第一次教师招聘，由聊城市
教育局负责具体招聘考试工作。

此次招考，聊城一中、聊城三

中、水城中学、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四所学校共招聘工作人员68名，
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15
个科类的专业教师。共有2047人
报名参考，招录比例是1：30 . 1，报
考人数最高的职位是聊城幼儿师
范学校的体育教师岗，招聘2人，
报名人数241人；报考人数最低的
岗位是聊城一中的生物教师岗，
招聘1人，报考人数5人。

笔试结束后，聊城市教育局
还将统一组织实施面试，均采用百
分制计算成绩。与以往教师招聘不
同的是，教育部门组织的首次教师
招聘更注重“实战”，面试结束后按
笔试成绩占40%、面试成绩分别占
60%的比例百分制加权计算考试
总成绩，加大了面试也就是教师试
讲的分数比重。与此同时还规定，
根据考试总成绩，确定进入考察范
围人员。面试人员达不到招聘规定
比例的岗位，面试时设定面试合格
分数线，达到面试合格分数线的进
入考察范围。同一招聘岗位应聘人
员出现总成绩并列的，按面试成绩
由高分到低分确定；面试成绩仍相
同的，采取加试的办法确定。

根据《聊城市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规定，不
仅从2016年起，教育行业公开招聘
由教育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按照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可以
县(市、区)为单位，不分城区、农村
学校岗位，统一招聘、统一分配，并
向乡村学校倾斜。

也可以按学校组织招聘，针
对城区和乡村不同的教学岗位，
设置不同的招聘条件，防止招聘
门槛过高，招聘计划落空。

按照教师专业标准和任教学
科设置考试科目，重点考察教师
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合理确定招聘时间，一般每年
1月份前完成招聘计划的征集、汇
总和上报审批工作，3月底前启动
报名工作，6月底前完成招聘工作。

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采取
先面试后笔试的方式招聘教师。

按照国家课程改革和开齐开
足课程的需要，各县(市、区)以农村
义务教育学区为单位，全面测算乡
村学校短缺学科教师现状，2016年
起统一启动乡村学校短缺学科教
师补充计划，用2年时间补齐乡村
学校短缺学科教师。

根据省政府安排，从2016年春季
开学起，除省分配的师范生
实习支教外，每学期再安排
一定数量的聊城大学师范
生到乡村学校进行实习支
教，省财政补贴以外的实习
支教人员生活补贴按照每
人每月不低于400元的标准
纳入市县财政预算。

根据各县(市、区)的
申报计划和专业需求，市
县教育局统一调配省、市
师范生到乡村学校支教。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新闻延伸>>

未未来来教教师师招招聘聘有有望望先先面面试试后后笔笔试试

19日，耿涛巡视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招聘笔试考场。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本报聊城6月21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冯
刚 ) 记者从市社会劳动保
险事业处了解到，2016年基
数审核和稽核工作从2016年
6月20日开始至8月30日结
束。各参保单位的缴费基数
和人数一经确认，须即时缴
纳社会保险费，未按期申报、
审核、缴纳的，自次月起加收
滞纳金及利息。

按照今年的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首先要到市人社局
三楼市社保征缴19号窗口领
表，并将填写后的数据表格
报送至该窗口后，由窗口移
交市社保处相关科室，7个工
作日审核确认后，移交三楼
窗口，参保单位与该窗口联
系办理。

参保单位需要报送的材
料包括：2015年度《劳动工资
统计年报》和《财务会计决算
报表》；2015年度应付工资明
细账、应付福利费、管理费用
明细账(关于工资账页)、销
售费用明细账(关于工资账
页)；2015年度3月、6月、9月、
12月共4个月所有职工签字

的《职工工资发放表》(参保
的事业单位只需提供最近一
次审定的工资审批表和2015
年6月、12月共2个月《职工工
资发放表》)。

2016年基数审核和稽核
工作从6月20日开始至8月30
日结束。参保单位应按2015
年度(2015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全部职工工资总额作
为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
月31日期间的单位缴费基数
申报。缴费职工个人以本人
2015年月平均工资作为个人
缴费基数申报。申报数低于
我省上年度在职工月平均工
资60%(2910元)或高于300%
(14549元)的，按2910元或
14549元申报，工资总额的构
成以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口径
为准。

缴费比例：企业养老保
险缴费比例为26%(其中单
位18%、个人8%);个体工商
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含失业
人员)缴费比例为20%(其中
单位12%、个人8%);医疗保
险缴费比例为9%(其中单位
7%、个人2%)。失业保险缴费

比例按省有关规定执行：工
伤 保 险 缴 费 比 例 为 0 . 2 -
1 . 9%，职工不缴费；生育保
险缴费比例为0 . 5%，职工个
人不缴费。

缴费人数，参保单位应
以2016年3月底的参保人数
作为2016年申报缴费人数。
2016年4月至申报日的增减
人员，按缴费窗口要求填报
增减表作调整。

各类参保单位要依据政
策规定如实申报社会保险缴
费基数和人数，认真填报各
种报表、资料，作出书面承
诺，并以不同方式进行公示，
确保职工个人收入公开、透
明、真实。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是职工个人享受各项社会保
险待遇的计算依据，为职工
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参保单位
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对瞒
报、少报缴费基数和参保人
数，不及时申报或不如实提
供资料的，一经查实，将按

《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
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单位作出的承诺
予以责任追究和经济处罚。

聊聊城城启启动动年年度度社社保保
缴缴费费基基数数申申报报核核定定
6月20日至8月30日为申报时间

本报聊城6月21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冯
刚 ) 记者从市社会劳动保
险事业处获悉，市直灵活就
业人员(含失业职工)委托银
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月最
低缴费基数为2910元。

据悉，根据2015年度全
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8197

元)确定2016年度社会保险费
60%月缴费基数为2910元，
100%月缴费基数为4850元。

缴费标准为：按60%基数
计算，养老保险费6984元、医疗
保险费3238 .8元；按100%基数计
算，养老保险费11640元、医疗
保险费5334元。以上医疗保险
费均含一年大额救助金96元。

按照相关规定，所有个
人缴费人员务必于今年7月
底前缴纳当年各项社会保险
费。已办理银行代扣代缴卡
的，应及时根据协议约定的
缴费险种和标准足额将费用
存入卡内。未办卡的需到市
人社局二楼大厅办理银行代
扣代缴卡。

相关链接>>

市市直直社社会会灵灵活活就就业业人人员员最最低低月月缴缴费费基基数数为为22991100元元

本报聊城6月21日讯(记
者 谢晓丽) 20日，城乡环
卫一体化和移风易俗群众满
意度电话调查情况通报会召
开，通报6月份调查结果。市
政协主席、市委宣传部长赵
庆忠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
陈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6月13日至15日，聊城市
文明办委托市统计局社情民
意调查中心，对全市城乡环
卫一体化和移风易俗农村满
意度进行了电话抽样调查。
本次共抽查8个县(市、区)和
3个市属开发区，共计抽查
1982名农村群众。调查结果
显示，第一名为高唐县，第二
名至第十一名依次为：冠县、
茌平县、开发区、东阿县、临
清市、高新区、阳谷县、莘县、
东昌府区、度假区。

据了解，在城乡环卫一
体化调查中，按省里统一部
署，本次只保留了垃圾能否

及时清运、村内村外有没有
乱扔乱堆的垃圾堆、对村里
垃圾处理的评价等3个群众
反映强烈的具体问题。调查
结果显示：全市综合得分
9 . 35分(满分10分)。其中：农
村垃圾及时清运率95 . 25%，
存量垃圾清理率91 . 23%，群
众满意度94 . 65%，以上指标
与2015年7月、12月省电话调
查相比均没有综合提升。高
唐县、冠县、茌平县、开发区、
东阿县综合得分均超过9 . 43
分，保持了较高水准；临清市
综合得分达到9 . 37分，进步
明显；高新区、阳谷县综合得
分超过9 . 23分，成绩平稳但
略有下滑；莘县、东昌府区综
合得分刚刚达到9 . 00分，持
续下滑；度假区综合得分只
有8 . 68分，滑坡严重，群众满
意度不达标。

移风易俗调查结果显
示，全市综合得分4 . 13分(满

分10分)。其中：红白理事会
拥有率46 . 45%，红白事花钱
接受率39 . 65%，红白事过程
仪式接受率37 . 1%，群众满
意度43 . 45%。开发区、高唐
县、高新区综合得分刚刚过
半，其他县(市、区)、市属开
发区综合得分均未达到5分，
距省里要求“2016年底农村
群众对移风易俗满意度达到
90%以上”的目标任务有较
大差距。

根据全省城乡环卫一体
化全覆盖认定办法，今年省
文明办将进行两次电话抽样
调查，调查结果全省排名通
报，不达标、不能实现全覆盖
的，视为未完成省委、省政府
工作任务，给予相应处分；群
众满意率和综合得分下降明
显的，将责令整改、挂牌督
办，整改达不到要求的，取消
考核认定结果，并向全省通
报。

66月月份份城城乡乡环环卫卫一一体体化化群群众众满满意意度度超超九九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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