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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王文君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1日，记者从博山开发区域

城镇人民政府获悉，辖区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
司刘宗军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被山东省轻工纺
织工会委员会命名为山东省轻纺行业劳模（高技
能人才）创新工作室，这是域城镇推动人才发展
与载体建设深度互动的又一丰硕成果。

域城镇依托辖区内内泵类、新材料、机电三大
产业集群，以创新平台载体吸引高端人才集聚。目
前，淄博电机研究院、淄博新能源研究院等5大研
究院已落户创业大厦。同时，域城镇打造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平台，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导企
业建立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研发机构。

域城镇搭建

人才培养新桥梁

□刘磊 韩小丽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月28日，2017年度淄博市教

育创新成果及提名名单公布，临淄区中小学社会
实践基地申报的《构建彰显齐文化特色的研学旅
行体系》项目位列其中，是淄博市唯一区级层面
入选的创新成果。此外，临淄中学申报的《拓展
自主招生升学途径探索》获提名奖。

据了解，临淄区积极构建城乡一体化教育扶
贫发展体系，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将社会实
践教育作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着力点和引
领项，建设临淄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推动
校内实践活动系列化、序列化、特色化，探索开展
国内外研学旅行，搭建“学校+基地+社会”三位一
体校内外实践育人新格局。同时，依托校内外社会
实践资源，大力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精心设计齐文
化体验、红色体验、科技体验、传统文化、生态绿
色、现代农业之旅等6条“齐文化+”示范性研学旅
行精品主题线路，绘制临淄区中小学研学旅行实
践基地版图，初步构建了“齐文化+”研学旅行实
践育人新体系，打造形成了“在路上”的“最美
课堂”，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据统计，全区每年参与研学旅行实践
活动的学生达到8万余人次。

临淄一项目入选

淄博市教育创新成果

□杨淑栋 周涛 王春雷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1日，记者从博山区城西街

道获悉，城西街道通过列出“小微权力清单”，
遏制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蔓延势头。

据了解，博山区城西街道列出农村社区“小
微权力清单”，把基层干部的权力真正晒在“阳
光”下，既让群众清楚，也让村干清白，以此扎
实推进“两延伸、两提高”工作模式的深入开
展。农村社区“小微权力”是指村社区依法行使
的村级“三资”管理、工程建设、招投标、费用
报销、事务安排等各项村级事务管理中的各种权
力。“小微权力清单”明确村干部的“权力清
单”，让村干部和群众心中都有底，也使村干部
行使权力有章可循，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哪
些必须为一目了然；让村干部在群众监督的“阳
光”下工作，让村干部的权力能够公开、公正、
公平的“绿色运行”。

城西街道：

规范“微权力”

遏制“蝇腐败”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苗莉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1日，博山开发区八陡镇各

级志愿服务组织，发扬孝乡八陡“关爱老人、扶
助贫困”的优良传统，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镇团委联合企业、卫生院、镇中心校团委，
组织青年志愿者30余人，走进镇敬老院、镇幸福
托老院、镇卫生院以及“金晖助老”数据库贫困
老人、贫困中小学生家中，集中开展“关爱老
人·助学帮贫”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镇老龄办
开展“老龄志愿为扶贫，厨房清洁送健康”活
动，组织辖区内北峰峪老年志愿服务队、青石关
老年志愿服务队、东顶老年志愿服务队三支队伍
60余人，走访镇内重点贫困户老人，帮助老人整
理厨房卫生。镇妇联开展“巾帼志愿为学子，助
力扶贫送温暖”活动。

博山八陡镇：

弘扬雷锋精神

志愿服务在行动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芦晓卿 诸嘉蔷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日，记者从博山区城东街

道办事处获悉，今年街道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坚
持民生为本，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据了解，城东街道开始进行岗位改革，在政
务服务大厅设置了扶贫专职岗，专门针对贫困户
做好结对帮扶。同时，街道在2018年年初利用
“信息化”档案数据管理，进行了“大数据清
洗”和稳定脱贫户的退出备案工作，对23户贫困
户65人按照程序进行了备案处理，不再享受各项
扶贫政策。此外，街道做好做好贫困人口动态调
整工作，实行精准识别，1月份，街道组织机关
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核实247户贫困人
口家庭信息、认真分析核算2017年度收入情况，
保证信息真实。

博山城东街道：

帮扶绘制幸福民生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高铂 孙璐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1日，淄博市安委会办公室

组织召开2月份企业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议，对2
月份安全生产评估成绩低于80分的36家企业的主
要负责人、安全分管负责人、安环科(处)长，以
及缺席1月份警示教育会议的6家企业主要负责人
进行集中警示教育。

据了解，此次接受2月份警示教育的企业共
有山东联创聚合物有限公司、山东民基化工有限
公司、东齐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鲁维制药
有限公司等42家，包括缺席1月份警示教育的企
业6家，2月份成绩为80分以下的企业36家。警示
教育对象包括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分管负责
人、安环科（处）长等100余人。

为更好地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自2018年
1月份起，淄博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第三
方机构，对重点监管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两个体
系”等工作进行评估。评估工作重点围绕企业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两个体系”建设工作情况、
“学规、懂规、践规”活动开展情况等。工作
中，要求第三方机构对重点监管企业每月进行一
次评估，每个区县随机抽查重点监管企业4家，
并对企业评估情况每月通报一次。

根据《关于对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
排查治理“两个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实行第三
方评估的通知》要求，2月份，第三方评估机构
对全市11个区县42家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了评估。

其中，抽查危化品企业35家、一般行业7
家，发现问题共890项。本次评估成绩80分以上
企业6家，80分至70分之间企业33家，70分以下企
业3家。第三方评估结果将作为2018年“民生与
社会建设要率先突破”考核的重要依据，并纳入
企业安全生产积分制管理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等安全生产考核工作
中。

警示教育会上，各企业主要负责人深刻剖析
了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整改
意见，一致表示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通过
警示教育，倍感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下一步将通
过明确安全责任分工、加强员工培训、制定规章
制度等措施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淄博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李运
表示，参加警示教育的企业要提高对安全生产
“两个体系”建设工作认识，认真做好安全风险
辨识和等级评定工作，合理运用“智慧安监”系
统科学规避安全风险，并以问题为导向，建立整
改责任清单，及时消除。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
到位的企业，淄博市安委会办公室将加大执法和
处罚力度，纳入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
“黑名单”进行管理，不定期在媒体曝光。

淄博42家企业

接受安全警示教育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李岩 李学鸿 李喆

前不久，淄矿集团对四季度科技项目进
行验收，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亭南煤业公司邢
延团团队的“大采空区冲击地压条件下低位
泄水技术研究”项目，仅此一项可创造直接
经济效益近百万元。

“我们坚持依靠科技支撑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以‘四个四’全要素、价值化创新为
导向，立足自身实际，注重创新实效，打造
了多支创效千万元团队，有效推动了企业创
新、稳健发展。”亭南煤业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张玉军说。

创新创效，专业带头人及其团队的作用
不可小觑。去年以来，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
内通过层层选拔，严格筛选出涉及多个专业
和岗位的8名领军人物，并由其分别带头成立
灾害研究所等多个创新平台，成为企业创新
创效的主力。其中仅邢延团带领的灾害防治

研究所就完成“302工作面突破防水煤岩柱提
高开采上限技术研究”等创新项目17项，累
计创效1225 . 8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万元创
新创效团队。由他们团队完成的“顶板巨厚
含水层涌水机理及主动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通过山东煤炭学会鉴定，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为激发领军人物的创新激情，亭南煤业
制订了考核激励制度，将全年创新指标细化
分解到责任人，将领军人物30%的工资纳入创
新业绩考核，并将“激励津贴”与创新创效
挂钩，激发了大家争做“创客”与“工匠”
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挣创新钱，吃创新
饭”的主动性。

与此同时，亭南煤业还加强对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通过扎实开展“传帮带”，采取
领军人物培养两名骨干技术人员，骨干培养4
名一般技术人员，一般技术人员培养6名员工
的“金字塔”式人才养成计划，培养了一大
批青年技术人才。目前，原防治水主管技术

员谷占兴已成为灾害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地
质技术员陈为磊已成为生产技术部副部长。

成绩的取得同样离不开科学的管理。据
亭南煤业另一个千万元创新创效团队负责人
张连良介绍，他们融入精益管理理念，采用
研究现场、确定课题、制定方案、讨论完
善、专业分工、督导落实、评价改进的管理
流程，有效提高了创新创效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创新项目质量节节攀升。其中由他们团
队完成的“黄陇地区高瓦斯矿井自然发火期
短条件下小煤柱开采技术研究”项目，年创
效达400余万元。

通过不断强化创新，亭南煤业创新创效
工作风生水起、硕果累累。2017年全年打造
千万元创新创效团队3个，累计实施创新项目
93项，预计创效7804万元，其中获得集团公司
立项项目69个，估算创效7246万元；内部评审
30万元以下项目24个，创效558万元。

淄矿亭南煤业：

打造千万元创新创效团队

□ 本报记者 刘 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陈卫华 宋以生

2月6日上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有关情况。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全国中小
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名
单，山东省共有10个区（县）入选，临淄区成
为淄博市唯一入选的区（县）。

临淄区全面落实《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
督导办法》，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评估、
指导”的教育督导工作职责，探索创新工作方
法，推动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常态化、规范化、
制度化，撬动了学校自主发展、特色发展、内
涵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区教育健康发展。

挂牌督导全覆盖

“责任督学就像是‘片儿警’一样，还个个是
教育的行家里手，对学校规范办学、教育教学等
方面及时进行指导、发现问题并督促学校整改，
让我们发展起来更有底气了。”3月1日，临淄区
金山镇边河小学校长田强昌深有感触地说，在
责任督学的指导支持下，这所临淄区最偏远的
山区小学，近年来办学质量越来越高，一些过
去转学到城里上学的孩子纷纷“凤还巢”。

其实，如今临淄全区每一所学校门口，都
悬挂着这样一块牌子——— 督导公示牌，上面有
照片，有督导的事项，有联络方式，就和治安
民警一样，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督学信息，监
督学校办学。

“不仅要向社会公示信息，我们进入学校
也要凭‘督学证’，做到亮证督评、责任到
人、程序合法。”凤凰镇路山小学的挂牌责任
督学蔡振华介绍。

记者了解到，临淄区按照相对就近原则把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分成6个责任区，建立“1
+x”挂牌督学责任区督导机制，每校设立1名
挂牌责任督学，9-13所学校设为一个督导责任
区，每个责任区设5-7名特约责任督学，同时
专门为每位督学统一制作了“督学证”，并建
立了挂牌督学例会制度、培训制度和报告制
度，构建了校校有挂牌督学，构建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工作网络，实现了中小学责
任督学挂牌督导全覆盖和规范化运行。

“为确保挂牌督导工作的全覆盖和规范化

运行，我们重点在制度、程序、队伍、经费等
方面持续发力，做到了有步骤、有计划，系统
性、规范性地开展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
临淄区教育局局长助理李健表示。

增强督导穿透力

挂牌督导工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高素质
的督导队伍。目前，临淄全区共设挂牌责任督
学19名，特约责任督学24名，校级督学65名。
如何提升督导队伍素质，是发挥挂牌督导作用
的关键环节。

为加强督导队伍建设，临淄区积极创新责
任督学全员培训机制，制订科学完善的培训规
划和年度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新任责任督学上

岗培训、挂牌督学集中轮训和专题培训，三年累
计培训1200余人次，每名责任督学任期内面授
培训时间超过40学时，建立了一支思想素质好、
业务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挂牌责任督学队伍。

“除了队伍建设，我们在工作开展的方式
方法上也大力创新，让督导工作有规可依、有
章可循，持续推动学校发展。”李健说。

在挂牌督导工作长效机制上，临淄区采取
常规督导与重点督导相结合、定期督导与随访
督导相结合、督“教”与督“学”相结合、督
查与指导相结合等“四个结合”，实施常态
化、过程性督导和专项化、主题性督导。督导
过程中，除了督查学校的常规事项，挂牌督学
还要事求是地指出不足，中肯地提出改进意
见，善于在督导过程中发现典型，引导学校培

育办学特色，推动学校办学质量提升。
“督学发现了我们学校背靠愚公山的优势

文化资源，建议我们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将愚公移山精神渗透到学校办学中。现在，我
们全校师生的精神面貌有了一个大的提升。”
凤凰镇路山小学校长李文吉说。

以点带面 由表及里

临淄区齐都小学依据自身地域优势，将齐
文化教育作为自主发展的方向之一，让学生传
承和弘扬齐文化，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可
是，这在过去实施起来难度要大得多。

“根据过去的督导评估，齐文化教育作为
教育辅助内容，一般不会列入教育督导中。为
此，我们与督学进行了深入交流，认为传统的
督导模式对学校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有很大
的制约。”齐都小学校长陶建军表示，他的问
题得到了督学的高度重视。

该校的挂牌责任督学杜绍伟及时将这一问
题向区教育局及区政府做了反映。最终，在充
分调研学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临淄区大力开
展教育督导改革，调整督导内容，精简基础型
指标，突出发展性指标，鼓励学校立足实际编
制学校发展三年规划，并设立了300万元教育
发展基金。

如此一来，临淄区教育局根据学校自己制
定的发展指标来督导学校，学校发展有了自主
权，齐都中心小学也一下放开了手脚，把齐文
化融入到校园文化、课堂教学、社团活动中。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学校发展起来空间更
大了、主动性更强了。”陶建军高兴地说。

临淄区把解决问题作为挂牌责任督学工作
的重点，放大问题的价值，以点带面，由表及
里，切实发现和解决了一些制约教育发展的深
层次问题，比如，教育浮躁和功利主义的问
题、中小学“大班额”的问题、教师职称评聘
难问题等。如今，随着全区教育改革的深入开
展，这些问题已经迎刃而解，极大地提升了学
校办学品质，推进了全区教育健康发展。

“挂牌督导是教育的‘片儿警’，是教育
发展的好帮手，促进学校自主发展，撬动了教
育新动能。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挂牌督导
常态化，提高督导队伍专业素养，为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保驾护航。”临淄区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刘学军说。

履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教育督导工作职责，临淄区———

教育“片儿警”保驾护航优质教育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日，淄博市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网上报名首日情况公布。
记者看到，截至3月1日上午9点，按报名

人数看，张店区教育局所属学校中小学语文
教师岗位招聘116人，已有839人报名，321人
通过审核，成为报名人数最多的岗位。张店
区教育局所属学校中小学数学教师岗位和中
小学美术教师Ａ岗位，报名人数也分别达到
了673人和373人。沂源县小学招聘的小学数学
教师和小学语文教师也受到青睐，分别有570
人和541人报名，通过审核人数也均超过90
人。

另外，沂源县合并招聘单位Ｃ管理岗位招
聘3人，报名人数238人，150人通过审核；周
村区事业单位合并单位Ａ综合管理岗位招聘4
人，173人报名，90人通过审核；临淄区齐文
化博物馆艺术设计岗位招聘1人，76人报名，
已有58人通过审核。山东轻工职业学院的管

理员Ｂ岗位、淄博市纤维纺织产品监督检验所
检验岗位、临淄区雪宫街道办事处所属事业
单位综合管理岗位和张店区司法会计鉴定中
心宣传教育岗位报名人数也较多。

记者梳理发现，岗位报考显示了“冰火
两重天”的态势，部分岗位已是百里挑一，
但有些专业性较强的岗位竞争比例较低。例
如，淄博市中心医院的产科岗位、心脏外科
等岗位，报名人数均为0人。

记者从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
解到，今年淄博市2018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采取全市统一报名、统一笔试的方式进行，
不再参加全省统一笔试。这让考生有了更多
的选择机会。

根据淄博市人社局发布的《2018年淄博
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以下
简称《公告》），此次事业单位共招聘3290
个职位，涉及市直和区县多个单位或部门。
招聘教师岗位1195人，市直和区县综合类、

专业技术类岗位729人，卫生专业技术岗位
1266人，高校类教师岗位98人。

此次《公告》招聘岗位为综合类（Ａ
类）岗位和专业技能类（Ｅ类）岗位。其中：
Ａ1类岗位（管理岗位）、Ａ2类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Ａ3类岗位（面向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
招聘岗位）考试采取笔试、面试和档案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Ａ4类岗位（面向服务基
层项目人员2、面向残疾人定向招聘岗位）免
笔试，考试采取面试的方式进行；Ａ5类岗位
（面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党组织书记定向
招聘岗位）免笔试，考试采取面试、考核的
方式进行；Ｅ类岗位免笔试，考试采取专业技
能测试的方式进行。招聘报名、笔试工作全
市同步，资格审查、面试、考察、体检和公
示、聘用工作由市及各区县公开招聘主管机
关分别组织。

淄博市事业单位招考启动
岗位报考“冰火两重天”

□刘磊 报道
2月27日，手绣蹴鞠非遗传承人(中）向小学生展示手绣蹴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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