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 郑福荣 首席编辑 何晓宇 美编 吉思进 校对 朱丽 /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四

A03 关注

昆明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意见听证

可以跨地区跨行业
调剂教师事业编制
学校自主考核招聘
《意见》提出，
完善由县级人社部门
统筹，教育部门具体组织的招聘办法，
确保
“人岗相适”
“
。双一流”
高校和学科
应届优秀毕业生可由学校按程序自主
考核招聘，
报人社部门办理聘用手续。
听证代表、五华区教育局副局长
陶韵佳表示，
《意见》对招聘方式的改

各类学校咋招聘
教师？班主任工作绩效
咋核算？教师编制咋改革？
《关于深化新时代中小学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征
求意见稿)》
（下称《意见》）
革以及人才引进的开放，能
让学校在面试环节与更多
听证会昨日在昆明市
人接触，顺应实际，招到教学
教育局举行。
能力高的教师。她建议，在招聘
方式改革方面，放宽进入面试的比
例，比如可按照 1：5 进行，让学校在面
试时有更多选择。

购买服务聘请教师
《意见》提出，在配齐 270 名现有
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工空编人数的基础
上，每年通过调剂编制、购买服务、厂
校结合聘请实习指导教师等多种形
式，
新增补充 420 名教职工。

听证代表、昆明市旅游职业中学
教学副校长王辉说，购买服务、厂校结
合等方式招聘专业教师，对于中职学
校来说非常有用，可以对学校师资进
行有效补充，
非常好。

对此，听证代表、昆明师范专科学
校附属中学校长王泉最关心的是其他
学校是否可以享受同样的政策引进人
才，以吸引更多优秀的教师。

量化班主任工作量
对于《意见》中
“班主任工作量按照
一个教师工作量的 50%计算，
作为增加
核定中小学绩效工资总量和中小学校内

考核分配绩效工资的因素”
这一表述，
王
泉认为有助于学校选择班主任，
他建议
绩效分配能有更明确的指导意见。

跨行业调剂事业编制
《意见》提出，在现有编制总量内，
加大市级统筹力度，盘活存量，优化结
构，通过跨地区、跨层级、跨行业、跨部
门、
跨学段动态调剂事业编制，
向中小学
教师队伍和缺口较大地区倾斜。各地区
根据核定的教师编制数，及时招聘、补
充教师，严禁挤占、挪用、截留中小学
教师编制，严禁长期空编、有编不补。
听证代表、昆明市中华小学副校
长周庆红建议，编制核定时能否考虑
小学女教师人数多的问题，尤其是二

最近几天，昆明多所中学陆续发布公费师范生招聘公告，向即将从 6 所部属
师范院校毕业的应届生抛出橄榄枝。其中包括昆一中、昆三中、昆八中等昆明
优质中学，且多校招聘人数均超过了 10 人。许多学校负责人表示，公费师范生
录取分数较高，学生专业素养过硬，很受学校青睐。据了解，6 所部属师范院校
已有 3000 余名云南公费师范生毕业，且均已在省内中小学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虽然求职很容易，但许多公费师范毕业生也表示，其实他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且早已做好终身从教的打算。

多所学校发布招聘公告

学校选调优秀教师
根据《意见》，
“ 三名”工程引进名
校和省一级高（完）中可根据教学需
要，在上级教育和人社部门指导下，按
规定程序自主招聘、选调优秀教师。

昆明多所重点中学
扎堆招公费师范生

孩政策开放后，不少女教师休产假。
听证代表、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附属小学副校长张素芝表示，许多
学校都存在由于女教师休产假因而导
致教师紧缺的问题，建议考虑为临聘
教师购买工资待遇。
听证代表、昆明市第三中学副校
长尚正锋表示，目前编制的核
定主要根据报表，能否将
新课改和新高考等因
素纳入考量。

将培养一批优秀校长

教师越来越受青睐

2012 年至 2018 年，6 所部属师范
大学已有 3137 名云南省生源公费师
范生毕业。这些毕业生全部落实了就
业 岗 位 ，在 中 小 学 从 事 教 育 教 学 工
作。今年 8 月，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印发，将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调整为“师范
生公费教育政策”，公费师范生履约
服务期从 10 年调整为 6 年以上。
随着教师待遇和地位的提高，师
公费师范生很抢手
范类院校越来越受学生和家长青睐。
各校为啥扎堆招聘公费师范
尤其是 6 所部属师范院校，
近年来录取
生？多所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公费
线也是水涨船高。今年 6 所部属师范
师范生均出自重点师范大学，大多还
类院校在我省提前本科批次的录取
毕业于重点高中，学习基础扎实且培
中，
吸引了不少高分考生报考，
文史类
养方向明确、专业素养过硬。一名在
和理工类的录取线均超过 620 分。
昆明某重点高中执教多年的老师说：
值得关注的是，不久前中国青年
“公费师范生进入学校后，上手都很
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10
快。毕竟都是高分考入重点大学，而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且经过大学 4 年培养，教师技能很扎
75.4%的受访者愿意报考或让自己孩
实。学校每年招老师，
优先考虑的
子报考公费师范生。
都是公费师范生，还有缺口才
本报记者 李思家
会考虑普通师范生。
”
在每年 3 月我省举行
更多内容
的国家公费师范毕业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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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双向选择供需洽谈会上，
出身名校的公费师范生都
十分抢手。许多普通师范
院校的毕业生也会到场求

春晚陪你一起玩
下载 CWAPP

《意见》提到，实施“名校长培育工程”，通过内培
外引，加强校长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
品德高尚、业务精湛、治校有方的校长队伍。到
2020 年，培养、引进、评选名校长 100 名，组建市级
“名校长培养基地”
20 个，培训优秀校长 500 名。
听证代表、昆明市滇池度假区实验学校校长
杨立雄表示，除此之外能否加入培训优秀校级干
部 1000 名或 2000 名。同时他建议加大教师表彰
力度，建立市级教学成果奖表彰制度。
本报记者 李思家

9 月 25 日，昆三中、昆明滇池中
学、昆三中西山学校发布招聘 2019 届
公费师范毕业生公告，招聘人数共 25
人，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历史
等多个初高中学科。9 月 27 日，昆一
中、昆八中、昆十四中相继发布 2019
届公费师范毕业生招聘公告，其中昆
八 中 和 昆 十 四 中 招 聘 人 数 均 为 13
人。9 月 28 日，昆二十四中也发布了
2019 届公费师范毕业生招聘公告，招
聘人数为 13 人。
2019 届应届毕业生刚刚进入招
聘季，昆明多所名校就陆续发布招聘
公告。这些学校均明确，招聘对象为
教育部直属 6 所重点师范院校，即北
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
学和西南大学的 2019 届公费师范毕
业生。一经考核录用便具有国家事
业单位正式编制，执行事业单位的工
资标准、保险和福利待遇。

职，但均因不是公费师范生而被拒收
简历。
对于公费师范生来说，找工作似
乎不是难事。但今年刚从陕西师范
大学毕业的小段认为，其实公费师范
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职业规划
早已固定。去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
业的小杨也说，自己高一时就有了当
老师的想法，也早已将老师定为职业
目标。大学期间其他人还在思考未
来方向时，他已经为从教生涯投入了
很多时间和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