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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烟台市中小学机器人竞赛开赛

9900所所学学校校118866支支队队伍伍446688名名选选手手同同台台竞竞技技

本报4月2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吕庆波) 今
年烟台市教育局将重拳治理教
师有偿补课，情节严重的依法
撤销其教师资格。对使用在职
教师的培训学校和非法培训机
构要列入黑名单坚决予以行政
处罚，并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
惩戒。同时建立健全课后服务
管理长效机制，提倡免费辅导
帮助，采取设立公益辅导点、志
愿服务、网络平台答疑等形式，
满足家长和学生的合理需求。

据介绍，为不断提升烟台
市师德师风建设水平，持续保
持治理教师有偿补课的高压态
势，引导广大教师识底线、守规
矩，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行风，
经研究，决定于2019年4月至8月
在全市中小学校组织开展“树
师德、正师风”治理教师有偿补
课专项活动。自2019年4月起，
对仍然明知故犯、顶风违规补
课的人员，一经发现，一律先停
职，等待调查处理。对查实参与
有偿补课的，视情节轻重，一律
给予相应处分并公开通报。党
员教师参与有偿补课的，给予
党纪处分，再做出行政处理。经
查实参与有偿补课的，5年内取

消其本人参加各级各类评优资
格，所在学校2年内在各级文明
校园评选中实行一票否决。特
级教师、名师名校长、优秀教师
等荣誉获得者参与有偿补课
的，撤销其称号及待遇，并予以
通报。参与有偿补课受到处分
的教师，记入教师资格定期注
册系统，暂缓教师资格注册，情
节严重的依法撤销其教师资
格。对组织有偿补课及教师参
与有偿补课的学校，视情节轻
重，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资
格、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罚，并追
究校长领导责任和相关部门的
监管责任，对使用在职教师的
培训学校和非法培训机构要列
入黑名单坚决予以行政处罚，
并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各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好
教师有偿补课治理的主体责
任，校长为第一责任人，要进一
步完善学校规章制度，将严禁
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课等作为
师德建设的重点和师德考评的
一票否决项。市教育局成立治
理教师有偿补课专项活动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专项治理活动，
对宣传教育、自查自纠和专项
治理工作开展不力、阳奉阴违，

在落实上不认真、不彻底，在执
行上打折扣、搞变通的区市和
学校，经查实情况，严肃追究主
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的责任，视情节轻重给
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各区市、学校要积极探索
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后服务工
作，坚持惩治与预防、规范与引
导、专项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
合，既有教师行为“红线”，又考
虑学生需求，落实好《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
务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课后
服务管理长效机制，及时关切
和回应家长正当诉求。要摸清
群众需求，提倡对个别学习有
困难的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
助。要积极创新方式疏导家长
和学生的补课需求，采取设立
公益辅导点、志愿服务、网络平
台答疑等形式，满足家长和学
生的合理需求。

市教育局公布各区市举报
投诉电话、邮箱，主动接受学
生、家长和社会监督。各区市、
学校要结合工作实际制订本区
市、学校的专项治理方案，继续
保持对在职教师有偿补课“零
容忍”的高压态势。结合校外培

训机构规范治理工作，全面排
查在职教师参与校外培训机构
有偿补课情况，重点关注有禁
不止的学校、教师，要建立工作

台账，逐校逐人摸清教师参与
有偿补课情况，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要逐件落实，有案必查，
查实必究。

近日，烟台一中举行第十七
届尹永政先生教育奖励基金会
颁奖大会。烟台一中高一年级全
体师生、获奖学生及家长共计
1100余人出席大会。

会上，与会嘉宾向在2017年
和2018年高考、中考、学科奥赛
中成绩优异的舒阳、宁梓豪等
118人颁发了“尹永政教育奖励
基金”奖励。领奖仪式过后，获奖
学生代表2018级高一(7)班于雅
文同学、2018届高考优秀学生舒
阳同学的家长王晓燕女士分别
发言。之后，基金会理事长王云
玲女士对烟台一中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并对全体同
学提出殷切的希望。

尹永政教育奖励基金会1995
年创建，受到表彰的1200多名学
生绝大多数被全国知名大学录
取并成长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
员 姜景阳 摄影报道

本报4月21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路冬野)

近日，2019年烟台市中小
学机器人第一期竞赛在烟
台大学附属中学南校区室
内体育场内举行，竞赛为期
一天。来自全市14个区市90
所学校186支队伍，共计468
名选手同台竞技，展开激烈
角逐。

本期竞赛由烟台市教
育装备与技术研究中心、烟
台市科学技术宣传馆联合
举办。比赛分为小学组、初
中组、高中组，设置的竞赛
项目有机器人创意赛、教育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FLL机
器人工程挑战赛、VEX机器
人工程挑战赛、丛林挑战
赛。要求参赛学生根据竞赛
主题与内容，自行设计和制

作机器人，编写机器人运行
程序，调试和操作机器人，
在规定场地内完成比赛任
务。赛场上，参赛选手团结
互助，相互协作完成各项竞
赛任务，各式机器人在竞赛
场地中巡线自动前进、转
弯、翻越障碍，按指令完成
任务。烟台市将从竞赛中选
拔优秀队伍参加第19届山东
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据介绍，中小学机器人
竞赛是由教育部和中央电教
馆等部门发起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面向中小学生，每年举
行一次。目前，已经建立起学
校、区县、地市以及省、国家
赛区五级选拔体系。

近年来，烟台市把机器
人教育作为推进创客教育
发展的重要手段，许多学校

成立了机器人兴趣小组，建
设了机器人实验室，开设了
机器人教学课程。通过机器
人编程教育，培养了学生创
新意识、理论知识应用能
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提高了学生知识创

新和科技发明能力、创新能
力和综合素质。

根据安排，5月下旬，烟
台市还将举办第二期机器
人竞赛活动，届时参与其他
机器人竞赛项目的学生将
再次展开现场角逐。

牟平一中举行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

近日，根据省教育厅和有关部门
工作部署，牟平一中举行“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牟平一中法
制副校长吴杰警官为师生作国家安全
问题专题报告。吴杰警官的报告，使师
生对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重要
意义有了新认识。在学校开展的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活动中，学校将要大力
宣传贯彻《宪法》《国家安全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突出国家安全主题，营造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良好氛围。据悉，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每年4月15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张红

莱山区第四实验小学

开展四风建设，打造名品学校

莱山区第四实验小学“以树品牌，
共创名校”为抓手，转作风、提能力、树
形象，精心办学，规范发展，促进教师
不断成长，切实抓好校风、学风及教师
工作作风建设，打造名品学校。

学校通过骨干带动，提振精神，
激发活力，转变工作作风，在校园内
继续开展大兴干事之风，从校长到教
师，人人参与，积极开展读一本书、讲
一节课、发表一篇文章、主持一次活
动的“四个一”活动，努力提升新形势
下开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争创名
师，打造校园新师德师风。 本报记
者 李楠楠 通讯员 陈恒远

牟平区姜格庄街道中心小学

开展“走进春天”写生活动

近日，牟平区姜格庄中心小学美术
组开展了“走进春天”户外写生活动。

活动中，他们三个一组、五个一
群，面对新鲜的对象、面对优美的景
物，孩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一改
在教室那种严肃气氛，尽情地把自己
所要表达的事物无拘无束地表现出
来。活动后，教师结合春天景物特点，
让学生进行交流，同学们感受到美术
课再也不只是画画几个苹果，临摹几
个人物了，而是要与自然生活融合在
一起，去发现大自然的多姿多彩。

活动的开展让孩子学会用自己
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感受生活，认
识世界，令孩子们亲近自然、感受大
自然的美。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
讯员 王巧玉 贺春辉

烟台市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投诉电话、信箱

单位 投诉举报电话 投诉举报信箱

烟台市教育局 2101861 ytjyjrsk@yt.shandong.cn

芝罘区教体局 6226789 zfzgk@yt.shandong.cn

福山区教体局 2136176 jytyjzgk@163 .com

莱山区教体局 6891675 ytlsjtj@126 .com

牟平区教体局 4232950 mpqdudaoshi@
yt.shandong.cn

开发区教体卫生局 6396721 zgc6396721@
yt.shandong.cn

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6922113 619680667@qq.com

海阳市教体局
3227560（工作日）
3223337（节假日）

hyszgk@yt.shandong.cn

莱阳市教体局 7237359 lyjtjjcs@yt.shandong.cn

栖霞市教体局 5211108 qxzgk@sina.com

蓬莱市教体局
5643260（工作日）
5642828（节假日）

pljyrsk@yt.shandong.cn

长岛综合试验区社会
事务局

3211149 cdjyzgk@126 .com

龙口市教体局 8513618 lkzgk@163 .com

招远市教体局
8246326（工作日）
8213513（节假日）

zysjtjjjk@yt.shandong.cn

莱州市教体局
2212359（工作日）
2212702（节假日）

lzzgksd@126 .com

比赛现场。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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