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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区启动教师编制改革，“学校人”变为“集团人”

1700多名教师自愿放弃编制
□记者 刘一梦

近日，济南高新区对教师编
制进行了改革，1700 多名教师自
愿放弃编制，纳入济南高新区基
础教育集团进行“岗位”管理，由

“学校人”变为“集团人”。集团化
后的教师、校长一改事业编制的

“终身制”，而是一年一聘，考核
不合格的就会被“解雇”。

“不到 3 天，全区 3 4 所学
校，33 所学校递交了申请，只有
一所学校的老师放弃了。”济南
市高新区教育局宣传处的工作

人员介绍，秋季开学前一周，高
新区 34 所学校纷纷召开了全体
教师大会，宣布《济南高新区教
育系统岗位聘任管理办法 (试
行)》等文件，将“全员岗位聘任”
的详细方案发放到了每位教师
手中。1700 多名教师自愿放弃

“身份”，纳入济南高新区基础教
育集团进行“岗位”管理。

没了编制身份，人员怎么
管？“靠岗位进行管理，按照岗位
聘任管理办法，所有申报的学
校、全体教职工全部纳入济南高
新区基础教育集团管理，教师由

集团统一调配、统一安排。”济南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方奎
明曾在采访中表示，进入岗位聘
任管理体系的人员，将打破身份
界限，实行企业化管理，原有身
份由相关部门封存入档。实行档
案工资与实际薪酬相分离、干部
人事档案管理与合同聘任管理
相分离的“双轨运行”管理，由高
新教育集团与聘任人员签订聘
任合同。集团化后的教师、校长
都是一年一聘，不合格的就会被

“解雇”。
变为“集团人”后，考核“分

数”将决定教师的工资和绩效，
今年高新区工资和绩效的比例
是 6 ：4 ，未来三至五年将达到
5 ：5 。值得一提的是，绩效奖励
和教师的职称并无关系，也就是
说，教师的工资完全看工作量和
工作质量，多劳就会多得、优质
也会优酬。基本工资也有等级设
置，实行积分制晋升。这样一来，
无论是工资还是绩效，都要看岗
位、看工作量、看完成质量，不和
职称挂钩。如果在考核中所在的
学校能达到优秀级别，一年能多
发几万元。

济南首家24小时无人超市亮相
扫码进门、手机支付、不交钱有警报

山东首家社会福利学校成立

在福利院上学也有学籍了
□记者 高雯

近日，山东首家社会福利
学校在济南设立，该校由济南
市编办、市教育局批准，济南市
民政局依托市儿童福利院成
立，让孩子们在福利院就能接
受九年义务教育，拥有社会承
认的学籍。学校设置有 7 个年级
7 个班，面向济南市福利院内所
有孩子招生，目前百余名残疾
孤儿在校内就读。

“从今天开始，我们终于成
为一名特教学校的学生，之前
看着有的哥哥姐姐能去学校上
学，我特别羡慕。”作为学生代
表发言时，福新清虽然坐着轮
椅，却充满了阳光与自信。他是
一个脑瘫孤儿，之前因为生活
不能自理无法进入特教学校接
受教育，济南市社会福利学校
成立后，福新清进入了 7 年级，
学习写字、画画，学会了编手
串、珠链，整个人也阳光起来。
他说，在将来的一天，他有信心
走出校门、回报社会，回报所有
曾帮助过他的好心人。

“我们儿童福利院有近 600
名孩子，基本都是被遗弃的残

疾孤儿，符合普通学校教育条
件的很少。”济南市儿童福利院
副院长蔡汉明说，之前根据孩
子的残疾、残障程度不同，教育
大致分为三类，智力发育较好
的一类输送到普通学校，另一
类输送到特教学校接受特殊教
育，但能接受这两类教育形式
的孩子占比非常少，大量的孩
子因为智力问题、自理问题无
法入学，留在了福利院。

尽管福利院也有康复教
育，但和正规的义务教育有一
定区别。蔡汉明说，济南社会福
利学校成立后，有了教育部门
的指导，孩子的课程设置更规
范，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有了学
籍，不再是散兵游勇。他们不用
再挤入普通学校、特教学校，在
福利院就能接受九年义务教
育，和普通孩子一样享受受教
育的权利。

学校配备了多种康复训练
教室和特教文化课教室，为孩
子教授生活、语文、数学等特教
体系课程，还有手工编织室、皂
艺室、烘培室等技能教室，让孩
子学会一些劳动技能，将来能
有一技之长。

山师长清湖实验学校开国际“空中课”

中澳学生同上一节课

□记者 刘一梦

近日，济南第一个无人自助
便利店亮相泉城广场，店铺 24
小时营业，进门需要注册扫码，
结账也需要使用手机线上支付。

“下载 App 或者直接通过微
信注册及扫码就能进入，便利店
24 小时营业，有 150 多种商品。”
山东盈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招商总监郑镇介绍，无人自助便
利店从购物到结账都是自助进
行的，注册和付款都需要通过手
机来实现。

记者扫描二维码完成微信
注册后，便利店的门“滴”一声就
自动打开了。15 平米左右的店面
里有 4 排货架，涵盖日用品、零
食共 150 多种商品，价格和普通
便利店并无差别。店里还装了一
台空调和4台监控摄像头，没有

售货员，从购物到结算，都是自
助进行。顾客挑选完商品后，只
需把商品放到收银台指定区域，

系统会自动将几件商品的价格
相加，顾客可以使用微信、支付
宝或者商店自带的支付平台支

付，整个支付过程不到1分钟。
怎么补货？郑镇介绍，超市

里每一个商品上都贴着一种特
制的正方形大标签，里面有一圈
芯片。这些芯片不仅能实现自助
结账的功能，还能采集数据，后
台可以根据芯片数据及时补货
和调整品类。

买完不付账怎么办？郑镇介
绍，头顶的 4 个监控可以无死角
捕捉高清监控画面，人脸识别功
能可以锁定逃单的客人。同时，
进门处设置的扫码也绑定了购
物人的身份。当有顾客把未结算
的商品拿出收银槽时，超市内广
播就会响起“您有价格为 x 元的
x 商品未结算”的声音。如果顾客
想直接将未结算的商品拿出超
市，则会触发警报。“现在文明水
平越来越高了，无人商店的运行
主要靠大家的自觉性，到目前为
止没有发生过一起不文明现象。”
郑镇说，泉城广场的这个无人便
利店是济南的第一家，开业 3 天
客流量达到了七八百人。便利店
采取加盟形式，接下来，将考虑
在济南其他地方进行建设推广。

济南一新建停车场

试点分时段共享车位

近日，济南玉兴路舜华学
校附近一处新建地下停车场开
始试运行。不同的是，玉兴路停
车场试点共享车位概念，155
个车位将采用分时段优惠停车
的管理办法，使每个车位可由
两辆车错时“共享”。

12日，记者来到玉兴路，发
现停车场就建在舜华学校的操
场地下。济南市市中区停车运
营公司管理人员于明介绍，玉
兴路停车场将车位使用时间划
分为两个时段，周一至周五的
早7:30到晚18:00，主要提供给周
边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晚5:
30至次日早8:00加周末全天为
居民提供车位。“采用这种方法
可以提高车位的使用效率，相
当于两辆车共享一个车位。”于
明说。此外，还有 15 个车位预
留了充电桩的空间，为共享汽
车进驻济南做好了准备。

见习记者 郝小庆

2017 孔子文化节
9 月 27 日开幕

近日，第八届世界儒学大
会和2017中国（曲阜）国际孔子
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在济南举
行。记者从发布会获悉，第八届
世界儒学大会将于9月20日至
21日在曲阜举办，2017中国（曲
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暨
第十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将于9月
27日晚在曲阜孔子文化会展中
心举办。其主题为“用儒家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祭孔大典将于
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上午在曲
阜孔庙举行。

今年的开幕式首次设立了
第二现场，邀请孔子 77 代孙孔
维克领衔 20 余位知名书画家
集体创作巨幅长卷《孔子周游
列国图》。除此之外，祭孔大典
礼制也更加完善，推出了相对
规范的曲阜公祭孔子大典礼
制，涵盖开城、开庙、启户、敬
献花篮、乐舞告祭、恭读祭文
等环节。 记者 刘一梦

实实验验学学校校的的孩孩子子们们通通过过多多媒媒体体设设备备与与澳澳洲洲孩孩子子同同上上一一节节课课。。（（供供图图））

一一位位市市民民在在无无人人超超市市购购物物后后用用手手机机支支付付。。记记者者 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宋婷

11日早8时40分，在山东师
范大学中建长清湖实验学校二
年级的教室里，学生们正进行
一场跨越时空的连接，与他们
连接的是澳洲伊普斯维奇初级
文法学校二年级的学生，借助
新媒体转播系统，中澳师生在不
同时空里上了同一节语言课。

这节课以“十二生肖”为主
题，长清湖实验学校英语教师
宋伟娜和伊普斯维奇初级文法
学校中文教师 M r s A l f a n y
CHEN 合作执教。孩子们分别

用英文和中文学习十二生肖。
随后“我来表演你来猜”等互动
环节，让孩子们体验了一次不
一样的课堂。

据了解，山东师大基础教
育集团与澳洲的合作交流已有
7 年的时间，先后有 300 余名师
生参与到交流活动中。本次活
动是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澳
洲教育中心成立后举办的首次
中澳空中课堂交流。这次空中
课堂的连线，不仅架起了长清
湖实验学校与澳洲友好学校实
时沟通的桥梁，更是学校逐步
走向国际化的良好开端。

石济客专年内开通
济南到太原仅 3 小时

9 月 12 日 ,石济客运专线
济南至平原段正式进入联调联
试，这标志石济客专开通运行
进入收官阶段，预计今年年内
正式开通运营。

石济客专具备开通条件
后，济南到石家庄、太原方向
将开通动车组列车，济南至石
家庄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
4-7 小时缩短至 80 分钟，到太
原由原来的 5 小时缩短为 3
小时左右；青岛至太原将由目
前的 12 个小时缩短为 5 个小
时，山西、河北和山东三省实
现高铁贯通。

据了解 ,此次石济客专联
调联试区段为济南西至平原
区间，主要是对轨道、路基、通
信、运营调度等 14 项内容进
行综合调试。整个联调联试需
要两个月的时间 ,分为 5 个阶
段进行，五个阶段的联调联试
完成后 ,石济客运专线具备开
通条件。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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