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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 年，
新建学校幼儿园385 所

济南各部门各负其责，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工120所、竣工70所
本报记者 李飞 潘世金
2018年以来，
在济南市委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
济南
市教育局主动担当作为，
将责任
前移，
积极参与居住区教育设施
配建工作，
以
“力还旧账、
不欠新
账”为目标，密切配合规划、国
土、建设等部门，对过去教育设
施配建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
整治，
共同保障今后新建居住区
教育设施配建工作不再产生新
的问题，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
置。

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基础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突显。同
时，受以前教育设施配建机制不健全的影响，教育设施建设欠账多。经梳理，济南城区有141
个小区教育设施配建不足，缺少教育设施200处，造成了“入园难”、
“ 入学难”、
“ 大班额”等问
题，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住新建小区，家门
口就能上学
“我们是2014年搬进的颐馨
苑小区，当时孩子上幼儿园，小
学还没有建好，
我们也一直关注
孩子的入学问题，
有时甚至焦虑
29日，
的睡不着觉。
”
学生家长宋
蕊表示，孩子很幸运，入学那年
家门口学校建好了，
孩子成为历
下区龙德学校第一批学生，
现在
已经读三年级了。
她说，学校就在小区的对
面，
平时几分钟就能把孩子送到
学校，
不仅保证了孩子的睡眠时
间，
还方便了老人上、
下学接送。
虽然是新建学校，
但不论是
硬件还是软件都得到了学生和
家长的肯定。
历下区龙德学校校
长刘强介绍，学校2016年9月建
成投入使用，
是一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规划54个教学班，可容纳
2500余名学生，
能够满足未来的
招生需求。
走进小学部教学楼，
一楼大

历下区龙德学校三年级学生课间在走廊学习科普知识。
厅展示着学生的书法和绘画作
品。二楼是科技长廊，三楼是艺
术大厅，配备了专门的音乐教
室、
美术教室，
四楼是环保大厅，
摆放着纸质座椅，
还有开放式阅
览区、
休息区、
作品展示厅等。
在西蒋峪片区，
同样配建了
幼儿园和中小学。
“ 西江华府小
区共配建了两所幼儿园，
目前已
经交接完成，预计2019年开学。
其中一所有9个班额，
计划招300
余名学生，另一所有12个班额，
计划招生360余人。
”
其中一所配
建幼儿园园长说。
历下区教育局副局长彭汝

平表示，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决
策后，历下区成立领导小组，制
定《基础教育设施三年规划建
设实施方案》，涉及新建、改扩
建基础教育设施76 所，其中幼
儿园44所，小学15所，初中6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10 所，预计增
加幼儿园学位15750个，小学学
位29970个，初中学位17550个，
方案实施后将有效缓解历下区
教育资源短缺问题。下一步，将
列出问题清单，逐项分解任务，
与住建、国土、历下控股等有关
部门密切协同，推进建设速度
再加快。

新增学校幼儿园
可增学位34万余个
根据未来就学需求，
济南市
编制实施
《济南市中心城基础教
育设施三年建设规划》，计划到
2020年开工建设各类基础教育设
施385所，
全部建成后可增加学位
34万余个。
目前已开工113所、
竣
工65所(预计年底达到开工120
增加学位5.9万个。
所、
竣工70所)、
济南市规划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
建设规划同时提高了教
育设施规划标准，
基础教育设施
规划千人指标提高约20%，幼儿

园由37 . 5生/千人提高至45生/
千人，小学由63生/千人提高至
78生/千人，教育设施用地规划
也落实了省有关标准要求并增
加了建设食堂所需的用地面积，
规划用地指标提高30%-50%，
建
筑面积按照教育部门的实际需
要进行规划设计。
据了解，出台的《济南市中
心城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实
施意见》和《济南市中心城基础
教育设施建设管理导则》，由教
育部门配合，
规划、
国土、
建设等
部门把关，在教育设施规划、住
宅用地招拍挂、
住宅项目建设手
续办理、预售许可办理、竣工综
合验收等环节设置5 个关键卡
口，
保障配套教育设施与首期住
宅“五同步”：同步规划、同步征
收、
同步拆迁熟化、
同步建设、
同
步投入使用。
目前，
成立的
“济南市基础教
育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
由分
管规划建设的市委常委、
副市长
任组长，
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任副
组长，
办公室设在市城乡建设委，
2018年，
对各区政府推进教育设
施配建工作开展2轮专项督查。
济南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市教育局将继续
配合有关职能部门，
做好新建居
住区教育设施配建工作，
并发挥
好监督作用，
及时将教育设施配
建中掌握的有关问题反馈给规
划、
国土、
建设等部门，
在配套教
育设施建成移交后，市、区(县)
教育部门积极组织好教育教学
工作，尽快发挥办学效益，让群
众早受益。

济南市下达5000万元市级专项资金

中小学幼儿园清洁取暖全覆盖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李
飞 潘世金)今年以来，济南市
教育局以“办有温度的济南教
育 ”为 引 领 ，在 全 面 保 障 中 小
学、幼儿园温暖过冬、安全过冬
的基础上，聚焦“有学上、上好
学、服好务”，结合国家节能减
排总体部署，在学校后勤保障
方 面 因 地 制 宜 ，按 照“ 宜 气 则
气、宜电则电、宜油则油、宜煤
则 煤 ”的 原 则 ，全 面 实 施 中 小
学、幼儿园冬季清洁取暖升级
改造工程。
2017-2018 年 ，济 南 市 教
育局、市财政局累计下达市级
冬季清洁取暖专项资金5000万
元，用于引导、鼓励中小学、幼
儿园，特别是支持经济薄弱区

县实施取暖锅炉改造，配置空
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电蓄热锅
炉、燃气锅炉等电代煤、气代煤
清洁能源设施，累计改造项目
300 余个，实现中小学、幼儿园
冬季清洁取暖全覆盖。
去年春季，历城区柳埠镇
第一中学燃煤锅炉全部拆除，
但农村学校冬季寒冷，需要采
取其他方式解决学生取暖问
题。去年5 月经学校研究，并实
地到历城一中参观考察，决定
采用环保、节能的空气能(热源
塔热泵)供暖方式，今年已经投
入使用。
2018 年济南市教育局、市
财政局下达2000万元市级专项
资金用于进一步支持薄弱地区

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清洁
取暖升级改造。其中，对经济特
别薄弱，改造任务最重，山区学
校比例最高的南部山区一次性
下达市级专项资金850万元，重
点支持基础薄弱地区农村中小
学、幼儿园实施清洁取暖升级
改造，进一步促进教育均衡，把
“办好家门口每一所学校”的理
念落到了实处，充分发挥教育
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带动和示范
作用。
据悉，为加强取暖项目监
督检查，济南市将中小学、幼儿
园取暖情况纳入政府教育督导
体系，2018 年度取暖情况专项
督导，抽查学校清洁取暖覆盖
率100%。

济南七中：

教 育 有 温 度 ，锦 旗 表 谢 意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潘
世金 通讯员 肖云龙)28日，
一位学生家长把一面绣有“言
传身教，精心指导育学生；关爱
有加，温暖校园暖人心”的锦旗
赠予济南七中2018级十一班班
主任沈龙剑老师，感谢她对孩
子的关心和引导以及对自己突
发疾病时的细心照顾。
沈龙剑老师班里的学生佟
佟( 化名) ，因父亲在外地打工
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开学初，沈
老师了解到孩子家里的情况
后，就对佟佟非常关心照顾，并

且经常和她奶奶联系，交流孩
子在校情况。
11 月24 日上午，佟佟所在
的高一年级召开了家长会，会
后佟佟奶奶留下来与沈老师单
独继续交流孩子的情况，谈话
过程中突感心脏不适，四肢无
力。沈老师赶忙扶老人回到办
公室，倒上热水，让老人服下随
身携带的药物，细心照顾，直到
家属赶到。
佟佟奶奶紧握沈老师的双
手，连声道谢，她只是简单地说
了一句：
“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
沈龙剑老师作为济南七中
教师的一员，一直努力践行着
学校“办有温度的教育”这一理
念，平时对待学生，总是耐心地
教 育 ，施 以 鼓 励 ，给 学 生 以 希
望；对待家长，也是真心诚意，
细心交流。
济南七中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面锦旗传递的不仅仅是
家长对沈龙剑老师的感激之
情，更是对学校工作的肯定和
鼓励，也是对学校教师的鞭策
与激励。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师生参观禁毒展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潘 世 金 通 讯员 郭 经 媛)
为强化学生的防毒拒毒意
识，近日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组织了以“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为主题的禁毒展览馆参
观活动（上图）。
山东省暨济南市禁毒预
防教育展览馆是山东省第一
座省级禁毒预防教育展览
馆。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学
校师生参观了百年禁毒史、
毒品的危害、禁毒战果与成
果等八个展厅，通过观看多

齐鲁校园直通车

媒体演示、实物展示和参与
互动体验等，全面了解禁毒
法律政策，普及禁毒常识。
展览馆里，一个个耸人
听闻的案例，一幅幅触目惊
心的画面，图文并茂地展现
在学生面前，染毒者的悲惨
经历让同学们扼腕叹息。大
家表示一定要自觉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并向周围同学
普及宣传禁毒常识和防毒措
施。最后，同学们在手掌签名
器上按手签名，表达了拒绝
毒品，健康生活的决心。

齐鲁未来星研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