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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招生
3 月 1 日至 7 日预登记

2 月 22 日，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发布《昆明
市教育体育局关于 2021 主城区小学一年级
招生预登记工作的温馨提示》。提示中称，
2021年昆明市主城区小学一年级招生预登记
工作将于 3 月 1 日 0 时—3 月 7 日 24 时进行，
请年满六周岁的适龄儿童（2015 年 8 月 31 日
以前出生，含 8 月 31 日）家长提前做好准备。
届时，
请登录
“昆明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
系统”
（网址：
www.kmyzw.cn）进行预登记。
预登记成功后，请家长关注后续工作安
排，
以免耽误后续入学手续办理。
本报记者 李思家

昆明计划 3 年内引进 100 名优秀退休教师
通过组建银龄名师工作室 帮带中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日前，昆明市印发了《昆明市银龄
讲 学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1—2023 年）》
（下称《计划》
），明确 2021 年至 2023 年，
面向全国引进 100 名优秀退休教师。通
过组建银龄名师工作室，帮带中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引进范畴
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5 岁

云南两所高校更名
近日，教育部网站分别发布《关于同意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转设为昆明文理学
院的函》和《关于同意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
院转设为丽江文化旅游学院的函》。
内容显示，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
定，同意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转设为丽江
文化旅游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转设
为 昆 明 文 理 学 院 ，学 校 标 识 码 分 别 为
4153013328、4153013331，同 时 撤 销 云 南
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
院的建制。
据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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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退休教师属于可引进范畴？
《计划》明确，政治可靠、师德高尚、爱岗
敬业、业务精良，在当地教育系统声望
较高。
获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
技术人才称号的教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的教师 ；获得省级政府有突出
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的教师、
享受省级政府特殊津贴的教师、正高
级教师、特级教师；教育教学实绩突出
的高级教师。
退休前 5 年，有从事毕业班教学的
经历，所教学科成绩在当地名列前茅；
在教科研工作中业绩显著，有丰富的指
导和培养青年教师工作经验，所指导的
教师在当地课堂教学竞赛中名列前茅。
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原则上年
龄不超过 65 岁。昆明市域范围内学校
返聘至原单位工作的退休教师不属于
银龄讲师引进范畴。

引进方式
可由学校申报引进计划
《计 划》规 定 ，优 秀 退 休 教 师 的 引
进，可由学校申报引进计划，教育主管
部门（或第三方）组织公开报名、资格审

核、择优遴选、公示公布后确定拟聘人
员。同时，也可以学校为单位，与银龄
讲师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工作职责
课堂教学 指导学科建设
《计划》明确，银龄讲师需开展以课
堂教学为主的讲学活动；组建银龄名师
工作室；参与并指导教师培训，开展专
题讲座，辅导中青年骨干教师；通过兼
任教研员或特聘教研员的方式，加强对
学校学科建设的指导；其他工作职责，
可由双方根据实际需求在协议中明确。

待遇明晰
学校认定发放工作补贴
《计划》明确，获得国务院有突出贡
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的教师、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师，每人每年发放
工作补贴 30 万元；获得省级政府有突出
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的教师、享
受省级政府特殊津贴的教师、正高级教
师、特级教师，每人每年发放工作补贴
20 万元；教育教学实绩突出的高级教
师，每人每年发放工作补贴 15 万元。工
作补贴由学校负责认定和发放。
引进的教师，由学校或教育主管部
门提供一套两居室以上、达到拎包入住
条件的免租住房；每半年报销往返探亲
机票费或车旅费一次；因公外出的，按
学校在职在编教职工同等待遇报销差
旅费。
此外，聘用期间，由学校为银龄讲
师购买意外保险，每年安排 1 次体检。

银龄名师工作室纳入同级名师工作室
范围认定、考核和奖补。

聘用方式
实行合同管理 首聘一年
银龄讲师如何管理？
《计划》明确，
银龄讲师引进将实行合同管理，首聘一
年，合同期满考核合格后，续聘 5 年或由
双方协商决定。同时，在聘用期间，由
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跟踪评估，对
贡献突出的给予一定奖励；对不按协议
要求履行义务的，或因身体原因不适合
继续讲学的，
予以解除协议。

经费保障
同级财政按标准给予奖补
为做好保障，
《计划》明确，昆明市
直属学校引进银龄讲师所需经费由市
级财政承担。县区所属学校引进银龄
讲师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市级财
政对第一档地区（五华区、盘龙区、官渡
区、西山区、呈贡区、安宁市、经开区）按
人均每年 8 万元、第二档地区（晋宁区、
富民县、宜良县、嵩明县、石林县、阳宗
海风景区）按人均每年 10 万元、第三档
地区（东川区、禄劝县、寻甸县）按人均
每年 12 万元的标准给予奖补。
民办学校引进银龄讲师由同级财政
按人均 5 万元给予奖补。引进银龄讲师
奖补资金由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于每年
12 月底前向市教育体育局申报。市直
属学校引进银龄讲师所需经费和县区引
进银龄讲师所需奖补资金纳入市教育体
育局年度部门预算统筹安排。
本报记者 罗宗伟

想种牙却望而止步？主因是担心价格贵、怕遭罪！

竹子口腔
“无缺种植公益行”
活动来了
让更多春城缺牙患者种得起品质好牙 手术时间短 痛感不明显

随着种植牙在全国的推广和
普及，
“缺牙不能等，
修复优选是种
植”的观念不再局限于发达城市居
民。根据调查数据表明，
越来越多
的昆明缺牙市民舍弃了传统的活
动假牙修复方式，
选择了做种植牙
或正准备尝试种植修复。在2021
年新春开年之际，
作为春城专业种
植修复口腔机构，
云南竹子口腔医
院正式启动“无缺种植公益行”种
牙专项活动，
特邀留德、留韩、省口
腔医院等多位种植专家在院一对
一亲诊，
并全城征集1000位单颗、
多颗、
半口及全口缺牙患者享受种
牙特惠补贴。

顾虑 认为种植牙成本高还遭罪

特惠 单颗种植牙价格仅 1780 元

为什么缺牙后不太推荐选择活动假牙？
据竹子口腔种植科主任马春光介绍，
活动假
牙在老一辈盛行，
原因是之前种植牙并没有
在国内普及，
患者在缺牙后只能选择活动义
齿进行修复。但是活动假牙佩戴寿命较短，
正常活动假牙的佩戴周期仅有5年左右，
且戴
上后异物感严重，
摘戴清洗不方便，
还容易造
成咀嚼功能退化及加速牙槽骨的萎缩。
相较于传统假牙，种植牙不仅媲美真
牙，
植入牙槽骨中还能拥有十分牢固的固定
效果，
不会对其他牙齿产生改变和损坏。既
然种植牙的优越性如此明显，
为什么还是有
不少缺牙患者在犹豫呢？根本原因有以下
几种：一是经济原因，尤其是老年患者觉得
一颗种植牙几千上万的价格较为昂贵，
负担
不起；二是害怕种植手术疼痛，担心自己年
龄大吃不消很受罪；第三则是种牙周期漫
长，
且无法预知种牙效果。

针对还在观望的缺牙患者所担忧的这些
主要问题，
在2021年开春，
云南竹子口腔医院
联合种植牙厂家推出了
“无缺种植公益行”
种
植专项活动。那这次种植特惠活动，
到底能为
缺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特惠补贴呢？
据了解，此次活动竹子口腔将在昆明
范围内释放多达 1000 个种植特惠名额，期
间报名的单颗、多颗、半口或全口缺牙患
者，均可限时享受品牌种植牙特惠价，在领
取厂家直供补贴和院内减免政策后，单颗
种植牙价格仅需 1780 元，包含了种植体+
基台+牙冠的费用。另外，针对其他中高端
品牌的进口种植牙，院内也限时推出多项
价格补贴政策，让更多春城缺牙患者能种
得起品质好牙，
在新年享受好口福。
另外，此次活动竹子口腔将特邀留德、
留韩及省口腔医院等多位知名种植专家在
院坐诊，
所有患者到院均可享受专家一对一

亲诊。其中，
马春光拥有丰富的疑难种植临
床诊疗经验，尤其擅长应用数字化精确种
植、即刻种植、即刻负重等国内外先进种植
技术。马主任介绍：
“如今缺牙修复已经进
入微创种植时代，
以现今的种植技术应用程
度，种植手术只能算一个很微小的外科手
术，
手术时间短，
痛感也不明显，
且没有明显
肿胀，术后只要遵循医嘱，几天后即可完全
如常。所以缺牙患者完全没必要因为害怕
手术疼痛而错失种植良机！
”
活动期间，所有报名种植患者除了享
受普惠种植补贴及科技微创种牙技术外，
均可享受竹子口腔提供的终身维护服务政
策，确保患者种牙后没有后顾之忧。凡通
过本报致电医院预约或持本报到院的种
植客户，还可额外领取五项全免福利——
免挂号费、免 CT 拍片费、免专家看诊费、
免种植方案设计费及免个人首次到院看诊
交通费。
（更多信息详见 A09 版）
本报记者 陶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