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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张琳 朱晓宇）为深
入践行党史学习教育，提升教育
满意度，实现幼小有机衔接，缓解
家长的焦虑情绪，烟台开发区第
九小学党支部近日组织全体党员
教师开展了“三向合力·科学衔
接”幼小衔接党建教研活动。

为了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引
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开发区第
九小学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认领
开发《国旗国旗真美丽》音乐课、

“《小英雄雨来》故事我来讲”等一
批优质红色教育课件，通过唱红
色歌曲、画红色心愿、讲红色故事
等形式走进幼儿园和小学课堂开
展体验式授课，让红色种子在孩
子心中生根发芽，提升未成年人
整体思想道德水平。

同时，开发区第九小学党支
部针对各方普遍关注的幼小教学
衔接问题，组织党员骨干教师成
立“幼小教学衔接”课题组，联合
学校共建单位-海滨幼儿园，通过
亲身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了解幼儿
教学特点、梳理幼小衔接需求，针
对梳理出的独立生活、阅读识字、
学习习惯等重点内容，通过集中
研讨、模拟推演等方式，制定科学
合理的幼小衔接教学方案。

为化解家长在幼小衔接教学
过程中的焦虑情绪，学校联合海
滨幼儿园开展“校、园、家”三方座
谈，组织党员教师为家长讲授幼
小教学特点，现场解疑答惑，帮助
家长提前知晓、提前着手、提前适
应，预先化解家长忧虑，真正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实到学生家
长心坎上。

开发区九小：

红色教育纳入
“幼小衔接”建设

22日下午，一堂生动有趣的医学课《疫苗在身体里的战斗》，被搬
上了南通路小学四年级一班“家长课堂”，老师用生动的语言为孩子们
普及了防疫知识。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杜丽娟 贺洪娇 摄

南通路小学：

“家长课堂”普及防疫知识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杨帆）近日，记者从
烟台理工学院了解到，学校“大
学物理实验中心”落成并正式投
入使用。

据悉，大学物理实验是国家
教委规定的单独设课的基础实验
课，既能承担学校的物理实验的
教学任务，又能向全校师生开放
物理科技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创造能力、专业综合能力及
科学素养。

记者从烟台理工学院了解
到，为了提升学校新工科的建设
水平，夯实学生专业基础能力的
训练，2021年，烟台理工学院特
建设大学物理实验中心。建设任
务由学校信息工程学院承担，是
学校重点建设的实验基地之一。
学校介绍，该中心于2021年8月
完成了公开招标并马上投入建
设，截至目前，实验中心共建成热

学、电学、电磁学、光学4个实验
室，并配备专业的实验室管理员
进行专业化维护。

11月12日，在大学物理实验
正式开课之前，信息工程学院院
长宋宜斌到实验中心进行了检
查，针对设备维护、管理及教学安
排等与实验教师进行了细致交
流，并对实验室的高规格建设给
予了较高的评价。

11月15日，随着第一批学生
踏入光学实验室，学校大学物理
实验中心正式投入使用。目前，
烟台理工学院已经完成大学物理
热学、光学等2个实验室第一个
循环的教学，教学装备全部运行
良好，从运行情况看，可以满足学
校20个左右工科专业大学物理
实验的教学任务。大学物理实验
中心的建设，标志着学校向专业
工程认证迈出了重要一步，教学
水平也向更高台阶迈进。

烟台理工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中心”
落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
讯员 常静）近日，记者从滨州医学院了解
到，11月份，滨医学子斩获两项全国项目
奖项，实现学校学科领域新突破。

11月 19日，滨医药学院（葡萄酒学
院）2018级生物技术专业毕晶、方永凯，
2018 级药学专业李沩沩等学生参与的
《常用中药提取物对幽门螺旋杆菌的抑菌
活性比较及机理研究》项目，在历经学校
初选、网络评审（立项报告、试验记录、论
文和心得）和省赛决赛后，从7729支报名
队伍、5155支有效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荣获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2021，科

学探究类）全国一等奖。
学校介绍，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是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生物学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科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和《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电子版）》
杂志的共同倡议下，于2017年启动的竞
赛，确定每年举办一届，是教育部认可的
57项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之一。本次竞
赛分科学探究类和创新创业类两个赛道，
科学探究类共产生一等奖137项，二等奖
205项，三等奖414项。

无独有偶，11月 11日，由教育部高
等学校药学类专业指导委员会、中国药学
专业委员会主办，温州医科大学承办的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落幕，
滨医药学院（葡萄酒学院）2019级中药学
专业本科生杨雪、杨霞，2021级药学研究
生兰先明、宋书祎的参赛项目《基于中药
化学成分质谱裂解递推树的黄芪超微粉
化学成分分析》，斩获创新成果二等奖和
优秀论文奖。

据悉，“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药苑论
坛”设置“创新成果展示和评选”“专业论
文评比”“项目壁报交流”等版块，吸引了

清华大学等110余所院校的近600名师
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经过
项目介绍、论文评选和汇报答辩等环节，
经专家委员会评审，滨医学子在“创新成
果展示和评选”和“专业论文评比”版块
中荣获佳绩。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目前
已经举办十三届，是我国药学科学和药学
服务领域竞赛中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广的
比赛，旨在通过校际交流、多学科交叉、
多元观点碰撞的形式，在互动沟通中产生
友谊形成合力，从而提高我国药学生创新
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滨医学子斩获两项全国类奖项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23日，山东省招考院发布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做
好山东省2022年民航招收飞行
学员工作的通知》，确定启动
2022年民航招飞流程，11月 29
日起开始初检，烟台考生12月5
日进行。

记者从《通知》中了解到，
2022年在山东省安排飞行技术
专业本科招生的院校有：中国民
用航空飞行学院、中国民航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滨州学院（其
中包括1个专科专业）、安阳工学
院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这6所
院校。

凡符合2022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考试夏季高考报名条件及
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要求和招飞体
检鉴定医学标准，身高168cm-
188cm，体质指数 BMI18.5- 24
（BMI=体重(kg)/身高m2），任
何一眼裸眼远视力不低于C字表
0.1，无色盲、色弱、斜视的高中
应、往届男性毕业生（外语限英
语）均可报考。

如何报名？《通知》中提到，考
生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登录

“中国民用航空招飞信息系统”
（http://gaokao.chsi.com.cn/
gkzt/mhzf，以下简称招飞系统）
或手机下载 APP“民航招飞”报
名。现阶段，初检预选即将启动，
我省在济南、青岛、济宁3市设立
招飞初检站，从11月29日起开始
初检。记者从《山东省2022年民
航招收飞行技术专业考生初检安
排》中看到，根据考生所在市的不
同，初检时间有所差别。其中，烟
台考生被安排在设点市青岛进行
初检，初检时间为12月5日。按
照规定，各初检地点的初检工作
开始时间为每天8点30分，考生
可根据安排按时前往。

在录取方面，民航招收飞行
学员录取工作安排在普通类提前
批，考生须随夏季高考普通类提
前批填报高考志愿。需要提醒考
生的是，根据民航发〔2019〕75
号文件规定，招飞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按当地当年高考文化课总
分的60%执行；外语单科成绩要
求在不低于当地当年外语单科总
分的60%基础上由各招飞院校自
行确定，并在招飞院校的招生章
程中予以明确。

2022年山东省启动
民航招飞流程
12月5日烟台考生初检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新戊二醇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文件的要
求，对《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6万吨新戊二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
行征求意见稿公示，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
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
并调查社会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态度和建
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年产6万吨新戊二醇项目
项目选址：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烟台化工产业园万华烟台工业园内
项目概况：本项目新建一套年产6万

吨新戊二醇生产装置，配套的储运工程、

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环保工程等均依托
万华化学现有或在建工程。

二、公众咨询途径
建设单位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重庆大街59号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0535-3387629
电子邮箱：272754602@qq.com
评价机构：青岛欧赛斯环境与安全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漓江

西路877号山东高速西海岸中心T3-23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532-6897250
电子邮箱：ctt@upchse.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

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查阅

期限为环境信息公开后5个工作日。公
众可以在公告发布后以电话或者信件的
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

查阅简本网络链接：https://www.
whchem.com/cmscontent/862.html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告主要征求万华周边公众对

本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等环境保
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望广大居民向建设
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参

与意见表（附：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www.whchem.com/cmscon-
tent/862.html），并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相关环境影响
以及环保方面的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表的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起5个工作日内，您可以将

意见反馈给我们，请您提供联系电话和联系
地址，以便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反馈意见以
及环保部门核查。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三羟甲基丙烷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文件的要
求，对《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三羟甲基丙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使项目建设可
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
所了解，并调查社会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态
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年产5万吨三羟甲基丙烷项目
项目选址：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烟台化工产业园万华烟台工业园内
项目概况：本项目新建一套年产5万

吨三羟甲基丙烷生产装置，以及配套的储

运工程、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环保工程
等，项目的部分公辅设施和环保工程依托
万华化学现有或在建工程。

二、公众咨询途径
建设单位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重庆大街59号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0535-3387629

电子邮箱：272754602@qq.com
评价机构：青岛欧赛斯环境与安全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漓江

西路877号山东高速西海岸中心T3-23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532-6897250
电子邮箱：ctt@upchse.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

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查阅

期限为环境信息公开后5个工作日。公
众可以在公告发布后以电话或者信件的
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

查阅简本网络链接：https://www.
whchem.com/cmscontent/861.html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告主要征求万华周边公众对

本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等环境保
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望广大居民向建设
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参

与意见表（附：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www.whchem.com/cmscon-
tent/861.html），并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相关环境影响
以及环保方面的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表的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起5个工作日内，您可以将

意见反馈给我们，请您提供联系电话和联系
地址，以便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反馈意见以
及环保部门核查。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课堂上的有趣互动课堂上的有趣互动。。

烟台市选派美术教师综合成绩位居全省第一烟台市选派美术教师综合成绩位居全省第一。。

11月19日，全省中小学美术教师基
本功展示活动成绩正式公布，烟台市选
派的30名美术教师参赛，综合成绩位居
全省第一。

近年来，烟台市始终坚持把中小学美
术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工作的基础工作来抓，不断提高美育
教师专业素养，加上在当前“双减”背景
下，“双减”政策作为今年教育工作的“双
一号”工程，要切实做好“双减”工作，需
要丰富的课后服务形式、优化服务内容，
打造“素质教育第二课堂”，积极推动体
育美育“双增”，为高质量落实“双减”提
效赋能。“双增”项目的提质增效需要高
质量的师资作为保障。着力建设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高素质美育教师队伍，推动全市学校
美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美术教师实施专项配备
配齐配强

实施美术教师专项配备计划，配齐配
强。我市坚持高点定位，高标准、严要求，
多种渠道做好美术教师高层次人才引进
工作。2018年以来，通过面向社会招聘高
层次人才、招聘国家免费师范生等途径补
充中小学美术教师264名，其中新招聘人
员大多数为硕士研究生、国家公费师范
生，综合素质高，全市美术教师队伍结构
不断优化。

抓好美术教师业务培训
请进来走出去

抓好美术教师业务培训，请进来走出
去。构建青年美术教师长效培训机制。
从全市选取优秀青年教师90人，开展为
期3年的专项培训，在三年的培养期通过
集中培训、分区市教研、现场课例、专业
技能比武等多种培训形式，将教学业务
培训与教学业务研讨、教学实践交流、教
学研究等融为一体。通过以青年美术教

师培训为先导，更好地实施骨干带动战
略，建立起美术教师队伍的长效培训机
制，提高教师素质。

每年组织全市美术教师培训，先后邀
请尹少淳、孔新苗、梁玖、胡知凡、肖钢等
国内知名专家为全市教师进行业务培训，
全面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为全面开阔
全市中小学美术教师的视野，先后于2017

年、2018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进行专项培训，并走进北京和南京的优
秀学校进行参观学习，提升了教师的专业
素养和思想境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
育研究中心培训部主任侯淑晶在2017年
烟台市赴北师大培训开班时动情地说：“第
一次把艺术教师的培训放在北师大。可
见烟台市对学校艺术工作的重视。”

全市美术教师教学大比武
每年度都举办

烟台市聚力美术教学研究，提高美术
课程质量，从备课、授课两方面入手，强化
美术课程标准、美术教材内容、教学设计
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有效提高了教
学质量。每年度举办全市美术教师教学
大比武、美术学科在线优质课程资源评选
等学科教研活动，全面提升美术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在2018年度全国中小学课堂
教学展示与观摩（培训）系列活动暨第八
届全国中小学美术课现场观摩培训活动
中，我市选派的初中美术教师郑莉巾获初
中课一等奖第1名，充分展示了烟台市美
术教师的教学水准与风采。

目前，全市美术教师队伍中已有省级
以上美术家（书法家）协会会员50多人。
在今年山东省教科院组织的“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山东省中小学美术教
育成果展中，我市选送了30幅教师作品参
加本次成果展示，全部入选，是全省唯一
一个选送作品全部入选的地市。

提高美术教师专业素养
提升美术课堂质量

我市在关注美术教师教学素养提升
的同时，也同时关注教师业务技能提升，
满足教师自我完善及发展的需要，最终达
到帮助教师成长为具有教学素养与专业
技能相交融的优秀美术教师。

加强美术教师课题研究能力，提升发
展内涵。烟台市深入开展美术教学和理
论研究，关注学校美术改革发展中的理论
和现实问题，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以育人
为目标，促进美术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聚
焦课题研究，助推内涵建设。开展烟台市

“十四五”学校美育专项课题申报，立项了
26项美术课题，为十四五全市学校美术教
育开好局起好步奠定良好的研究基础。

今后，烟台市将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小
学美术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美术教师
专业素养，夯实美育发展基础，推动全市
学校美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YMG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
通讯员 李继秀 摄影报道

全省中小学美术教师基本功展示：我市综合成绩第一

烟台美术教育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