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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衣春旭）作为夹河
新城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重要设
施，坐落在荣乌高速东厅收费站
往南100米的山东省立医院(集
团)鲁东医院，已于4月下旬，其
管理团队及专家团队正式入驻；
5月10日，医院体检中心正式启
用……

一个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
稳步推进，这意味着，山东省立
医院(集团)鲁东医院开诊的脚步
日益临近。告诉市民一个振奋
人心的消息，昨日，记者从有关
部门获悉，山东省立医院(集团)

鲁东医院将于7月择日正式开
诊，届时，我区及周边地区居民
就医的便利性将大大提升。

山东省立医院（集团）鲁东
医院是省级“医养学康”综合示
范区重大产业项目、首批山东省
医养健康产业类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项目，山东省重点项目。即
将投入使用的鲁东医院已完成
建筑面积15.1万平方米，设置床
位1725张。设有40余个临床科
室和10余个医技科室，拥有23
间手术室，包括1个复合手术室
和4个介入手术室。

记者获悉，鲁东医院管理团
队已于4月份组建完成。目前，
鲁东医院的医护团队中，副高以
上职称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博
士学历以上近30人。医院的首

席专家和科室主任，均有在国家
级、省内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五
年以上科主任从业经历。博士
生导师、二级教授的专业技术水
平，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国内
知名专家的加入，极大地丰富提
升了医院的技术实力，给患者带
来了越来越好的诊疗技术，也给
鲁东医院的发展壮大奠定了雄
厚的人才基础。

昨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
山东省立医院(集团)鲁东医院将
于7月择日正式开业。鲁东医院
投入使用后，将填补烟台西部区
域大型综合性医疗的空白，辐射
福山区及周边地区，开发区居民
去鲁东医院自驾大概需要40分
钟，福山区居民去鲁东医院自驾
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建成后

将弥补西部的医疗短板，提高居
住者的生活质量。

记者了解到，作为烟台西部
地区的首座按三甲标准打造的
综合性医院，鲁东医院将与鲁东
康复医院、乐天养老中心、烟台
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一起打造集
特色医疗、康复保健、养老养生、
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国家级“医养
学康”综合示范区。其中，鲁东
康复医院将与国家康复中心合
作，打造建设胶东半岛首家集康
复医疗、康复科技研究、康复信
息服务、康复咨询预防于一体的
大型三级康复医院。鲁东康复
医院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
床位1000张，严格按照国家三
级康复医院标准、国家无障碍设
计标准建设。

“王志刚捐赠的太阳能路
灯，不仅照亮乡亲们回家的路，
也温暖了乡亲们的心。”近日，
高疃镇下疋山夼村文化活动广
场、街道被崭新的太阳能路灯
照得亮堂堂，有的村民悠闲地
散步，有的欢快地跳起广场舞。

祖籍为高疃镇下疋山夼村
的烟台品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志刚，心系家乡，近年
来多次为下疋山夼村捐赠物
资，疫情防控期间还为村民捐
赠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近
日，又为下疋山夼村捐赠太阳

能路灯 30 盏。王志刚表示，希
望在路灯投入使用之后，能为
村民创造良好的照明环境，为
大家的便捷生活提供硬件保
障。同时，也期待着下疋山夼
村在光明中焕发新的生机。

路灯的捐赠改善了村里公
共服务设施，充分体现了爱心
人士的责任担当。近年来，下
疋山夼村也在不断加大村里的
公共基础建设改善力度，加快
美丽乡村的建设步伐。

通讯员 晶洁 YMG全媒
体记者 立通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方磊）昨日，记者
从区人社局获悉，我区正在全面
推动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改革工作，增设专属基层的中小
学教师高级职称，实行“直评直
聘”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
策。我区将在基层中小学从事
教学工作，在职在岗领取乡镇人
员工作补贴的一线教师全部纳
入实施范围，我区门楼镇、回里
镇、高疃镇、张格庄镇，4个乡镇
共5所学校基层教师将享受此项
改革红利。同时，我区将进一步
按照“放管服”要求，将各层级教
师职称评审全部授权给教育主
管部门组织，我区中小学中级职
称评审将由区教体局负责，人社
部门将发挥职称综合管理职能
作用，统筹做好教师职称改革、
政策制定和监督检查工作。

设立专属基层的
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

增设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
职称，即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和
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

在基层中小学任教的教师，
可根据自身条件自主选择参加
中小学教师职称或基层中小学
高级教师职称评审，但同年度不
得同时申报两类职称，取得一类
职称5年内不得申报另一类同
级别的职称。取得中小学教师
职称的，可申报高一级中小学教
师职称或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
取得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的，只
可申报高一级基层中小学教师
职称。

实行“直评直聘”政策

对长期在我区乡镇中小学
任教且申报当年仍在职在岗的
乡镇中小学教师，实行“直评直
聘”政策，即从事乡镇中小学教
师满10年、20年、30年及以上，
符合条件申报一级、高级、正高
级教师职称的，可不受所在学校
岗位结构比例限制，评审通过的
按规定聘用。

非乡镇中小学教师交流聘
用到乡镇中小学教师岗位工作，
经考核符合条件，可不受任职年
限、职务级别和岗位结构比例限

制，直接申报相应职称，取得资
格后需在乡镇中小学工作5年，
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周年的
不适用此项政策。

实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

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
评审实行单独分组、单独评审，
参加基层职称评审通过的，颁发
相应基层职称证书。基层中小
学教师职称实行评聘结合，仅限
在基层中小学中聘用，与取得全
省统一职称人员同等对待，离开
基层无效。取得基层职称并在
基层服务5年以上、考核合格且
按要求完成继续教育的，经认定
可换发全省统一的职称证书。

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我区全面推动基层中小学
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后，将有
效化解当前基层学校中高级岗
位数量不足矛盾，彻底打破制约
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的‘瓶
颈’，改观因职称晋升导致人才
不断流失而引进人才又很困难
的基层现状。新出台的基层中
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标准条

件，调整完善了评审内容，破除
‘唯论文’等倾向，从基层教育和
中小学教师实际出发，坚持立德
树人，把教书育人作为评价的核
心内容，突出教育教学业绩评
价，注重基层一线教师的长期贡
献，注重对教师考核结果的应
用，引导教师在提高育人质量、
教学水平、工作业绩上下功夫。”

在采访中，区教体局人事科
科长石卫坚说：“通过和区人社
局通力协作，目前包括基层中小
学教师在内的教育系统2019年
度职称申报推荐工作正在全面
稳步推进，这两个周我们正在进
行中小学教师和基层中小学教
师系列正、副高级职称申报纸质
材料和网报数据审核上报工
作。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收到很
多基层教师的反馈，纷纷夸赞此
项利好政策的出台，作为教育主
管部门，我们也由衷地替这些基
层教师们开心，因为这些改革政
策的推行，我们将培养出一批愿
意扎根基层并奉献基层的教师
人才队伍，将有利于我区基层教
育事业的大力发展。”

我区两所高中
进入市级体育

专项特色学校名单

本报讯（YM全媒体记者
立通 通讯员 桂全）近日，烟台
市教育局公布了首批市级体育
专项特色学校名单，认定的全市
14所高中学校中，福山一中和
格迈纳尔中学榜上有名。

福山一中被评为省级健美
操专项特色学校，格迈纳尔中学
被评为市级武术专项特色学校。

近年来，区教体局认真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
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的意见》，大力开展体育教
育工作，坚决落实学生在校“每
天锻炼1小时”的工作目标；在
全区各学校成立了足球、篮球、
武术、击剑、雕刻、泥塑等社团和
兴趣小组，深入开展“大课间体
育活动”，每年定期举办全区中
小学春季田径运动会暨阳光体
育比赛、足球联赛、篮球联赛等
活动。

活动的开展，有效提升了全
区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积极营
造了团结活泼、健康文明、积极
向上的校园氛围。

同时，由于体育活动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特色突出，全区各
学段有8所学校被评为国家级
足球特色学校，12所学校被评为
市级足球特色学校，3所学校被
评为国家级篮球特色学校，4所
学校被评为国家级冰雪项目特
色示范校。

爱心企业捐赠
助力我区学校防疫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常鲁滨 孙婷）花开
盛夏，情暖六月！日前，烟台东科
绿之源药业消毒有限公司爱心捐
赠仪式在烟台市实验中学举行，
该企业一次性捐赠爱恩康消毒液
免水洗手泡沫167箱、8059瓶，
折合人民币235308元。

在捐赠仪式上，烟台东科绿
之源药业消毒有限公司总经理邢
军利表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能够为师生们解决实际困难，
是他们的一点心意，也是他们向
坚守岗位的教育工作者表达敬意
的最好方式，希望能通过这点绵
薄之力，为疫情防控尽一份责任，
让师生多一份安全保障。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扎实
做好开学后学校防疫工作成为
守护师生安康、维护校园稳定的
重中之重，但校园防疫任务重、
难度大、防疫物资紧缺也为学校
带来一定困难和挑战，烟台东科
绿之源药业消毒有限公司主动
联系区慈善总会，主动表达捐赠
意向，用真情助力福山教育发
展，以实际行动彰显“负责任，敢
担当”的企业形象。

烟台东科绿之源消毒药业
有限公司，作为消毒药业领域行
业翘楚，一直热衷公益事业，爱
心回馈社会。疫情防控以来，该
企业情系教育，关爱师生，多次
为教育系统多所学校捐助防疫
物资，助力决胜疫情。

此次捐赠的物资将定向用
于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烟台市
实验中学、福山区河滨路小学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烟台西部新添首座三甲标准医院

我区全面推动基层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爱心人捐路灯，照亮村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