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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征程中做更加坚决的“行动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沙元森

2月18日上午，山东省委书记
刘家义在全省2021年工作动员大
会上指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正
处在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关键时
期，行动是唯一能反映干部精神
状态的镜子。这是对全省广大党
员干部提出的要求，做新旧动能
转换的“行动派”，铺设山东高质
量发展的未来之路。

几年来，山东经受住了经济
负重转型的阵痛、多重矛盾交织

叠加的压力、各种重大风险的挑
战、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冲击，如
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三年初见
成效”，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稳中向好、后劲增强。山东的
发展之所以能呈现由“量”到质、
由“形”到“势”的根本性转变，是
因为抓住了历史机遇，担起了历
史责任，攻克了很多新的老的发
展难题，破解了很多有形无形的
瓶颈制约，积累了很多点上面上
的有益经验，塑造了很多显在潜
在的比较优势。

成功经验千万条，真抓实干

第一条。几年来，全省广大党员干
部经受了非常考验，付出了非常
努力，各级党组织强化担当作为、
狠抓工作落实，一切围绕高质量
发展，一切服务高质量发展，头拱
地、往前冲，发起改革攻坚行动，
一批敢啃“硬骨头”的“行动派”更
是发挥了主力作用。山东多次提
出允许改革有失误，但绝不允许
不改革，以此推动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扛起责任，提振精神，勇立潮
头，攻坚克难。有行动就会有收
获，几年来山东能收获非常的发
展成果，贵在行动坚决。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山东
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
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新发展
阶段，“七个走在前列”“九个强省
突破”开启了强省建设的宏图。但
是，前进中的风险挑战也很大，困
难还很多，我们没有丝毫止步歇
脚、骄傲松懈的资本，更没有半点
动摇、回头的资格。刘家义提出，
要以更大力度坚决淘汰落后产
能，以更大力度坚决改造提升传
统动能，以更大力度坚决培育壮
大新动能。“三个坚决”是基本路
径，也是基本态度。要实现强省建

设的奋斗目标，喊口号观望不行，
装样子表演也不行，必须铆足劲、
抓落实才能趁势而上求突破，发
奋图强开新局。

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更
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迎难而上。重
任在肩，目标在前，只要人人争当
新时代泰山“挑山工”，山东一定
能翻过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
再越一壑，书写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建设绚丽篇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
在新征程中走出第一步，走好第
一步。

全国疫情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
中风险地区仍有4个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再次传来
佳音：全国高风险地区18日全部
清零。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要求，从18日零时起：将黑龙江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裕田街道、
呼兰区建设路街道风险的等级调
整为低风险。目前全国还有中风
险等级地区4个，分别是河北省石
家庄市藁城区、黑龙江省绥化市
望奎县和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

新高苑一期小区，以及吉林省通
化市东昌区的五个小区。

记者18日从吉林省卫生健康
委了解到，2月17日0至24时，全省
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有13例确诊病例达到新冠肺
炎出院标准，治愈出院。

17日0-24时，黑龙江省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
入病例(由日本鹤见进入哈尔滨
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当日
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8例，解除

无症状感染者医学观察12例。截
至17日24时，黑龙江省现有本土
确诊病例41例(普通型31例，轻型
10例)；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
例(普通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
50例。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8日公布，根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
求，经上海市防控办研究决定，从
2月19日0时起，将浦东新区高东
镇新高苑一期小区由中风险地区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自2月19日0
时起，上海市全部为低风险地区。
上海市将持续落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措施。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向
好，各地也频频传来复工复产的
好消息：记者从吉林省通化医药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了解到，截
至2月17日，通化医药高新区有24
户企业复工复产，其中15户工业
企业恢复生产，5户商贸企业和4
户服务业企业恢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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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东省教育厅2月18日消息，
新起草的《山东省普通中小学规范办
学十五条规定》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规定围绕“减负”，对中小学教育教
学、课后作业管理提出明确要求，包
括：晚自习、双休日、寒暑假和其他法
定节假日不统一组织上课，不将学生
自习时间分配到学科。规定特别强
调，不布置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不
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作
业。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课后
服务覆盖所有有需求的学生。坚持阳
光编班，不设立重点班。

规定要求引导学生科学锻炼，课
间引导学生出教室活动，保护学生视
力健康。每年至少举办1次学生运动
会或体育节，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
校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确
保学生达到体质健康合格标准，掌握
1至3项运动技能。

开齐开好艺术课程，每年至少举
办1次学生全员参与的校园艺术展演
活动，培养每位学生学会1至2项艺术
技能。落实劳动教育课时，建立学生
值日制度，设立校内外劳动实践场
所，建立学生家庭每日劳动清单制
度，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考试、面试、
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普通高中基于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
质评价进行招生。公办民办学校同步
招生，不违规招生，不通过设置奖金等
方式违规争抢生源。坚持随机、均衡、
阳光编班，不设立重点班，合理均衡配
备师资。

严格按课程标准组织教学，不随
意增减课时、增加难度、调整进度，不
得超前超纲。普通高中开展选课走班
不早于高一下学期末。

科学设计作业，不布置重复性和
惩罚性作业。教师对书面作业全批全
改，不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评
改作业。

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学校可组织
1次统一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不超过
2次统一考试。考试成绩实行等级评
价，不以任何方式公布学生成绩及排
名。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
为依据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
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坚持“一科一辅”原则，不以任何
形式强迫学生订购教辅材料。原则上
不编写、出版校本课程教材。

保障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小学生
不少于10个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个小
时，高中生不少于8个小时。走读生早

上统一到校时间，原则上义务教育阶
段不早于7:30，高中不早于7:00。

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不组织
学生参加社会评优、推优及竞赛活动。课
后服务覆盖所有有需求的学生。

每学年至少召开1次教职工代表
大会，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家长委员会
会议。

加强平安校园建设，建立健全风
险防控、隐患排查、预测预警、应急处
置等机制，严格落实应急工作责任制，
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和安全隐患排
查，每月至少开展1次应急疏散演练。

春节全国发送旅客
比去年降34 .8%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18日数据显
示，春节假期七天(除夕至初六)
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
送旅客9841 . 6万人次，比2019年
同期下降76 . 8%，比2020年同期
下降34 . 8%。春节假期，全国高速
公路累计流量21965 . 15万辆，同
比2019年下降20 . 27%，同比2020
年上升118 . 26%。

18日全国预计发送旅客2144
万人次，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670万人次，公路1330万人次，水
路48万人次，民航96万人次；全国
高速公路预计流量2949万辆。

山东春节期间

核酸检测58.4万人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通讯员 高晖

17日，记者从山东省卫健委
了解到，春节假期，全省卫生健康
系统严格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措
施，全力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
务，全省医疗服务工作平稳有序。

春节期间，全省医疗卫生系
统共安排值班108 . 7万人次，其
中医护人员95 . 1万人次，二级以
上医院全部开展了无节假日诊疗
服务。诊疗服务需求与往年相比保
持平稳，共接诊患者252 .5万人次，
急诊26.5万人次，出院10.6万人次，
实施手术2.7万台次。

春节期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
累计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58.4万
人次。

春节消费“开门红”
回暖势头将延续

春节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
餐饮企业销售额8210亿元，同比
增长28 . 7%，全国网络零售额前6
天超过1200亿元，春节档电影票
房 突 破 7 5 亿 元 ，再 次 刷 新 纪
录……从零售到餐饮再到文娱，
多个高频数据显示，牛年春节期
间，无论是商品消费，还是服务消
费，都实现了“开门红”。分析指
出，今年春节“就地过年”成为人
们新选择，在中央部委和地方政
府大力保障下，相关行业也纷纷
推出过年期间不打烊服务，满足
多样消费需求，创造新的增长点。

更多利好还在持续释放。春节
前夕，商务部接连发文，对建设现
代商贸流通体系以及全方位促进
汽车消费等进行部署。地方层面也
纷纷瞄准消费提质扩容发力，多地
设定了2021年社会零售品销售总
额具体增速目标，并从夯实基础性
消费、壮大新兴消费、提振农村消
费等方面推出具体举措。据新华社

看看你家娃睡够了没

《规定》要求保障学生
每天睡眠时间

走读生作息

寄宿制学生作息

小学生不少于1100个小时

初中生不少于99个小时

高中生不少于88个小时

早上统一到校时间
原则上义务教育阶段

不早于77::3300，高中不早于77::0000

联合家长做好走读生作息指导

晚上休息时间

小学生不晚于2211::3300
初中生不晚于2222：：0000
高中生不晚于2233::0000

早上统一起床时间

原则上初中不早于77::0000
高中不早于66::3300；

晚自习结束时间

原则上初中不晚于2211::0000
高中不晚于221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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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以下方式和途径

提出反馈意见

(一)将意见和建议发送至山
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邮箱：jjc
@shandong.cn；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
寄至山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
西路29号，邮编：250011，并请在
信封上注明“山东省普通中小学
规范办学十五条规定”字样。意见
反馈截止时间为2021年2月24日。

葛齐鲁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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