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五 编辑：刘紫薇 美编：闫平民生06

□记者 刘一梦

12 日下午，记者从济南市教
育局了解到，《济南市教育系统人
才引进管理暂行办法》即日起实
施，明确引进四类教育高端人才，
其中，服务期满 10 年以上的教育
人才，最高一次性可享受安家住
房补贴 80 万元。

“引进高层次教育人才的眼
光不仅限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而且还要将
技工教育高层次人才一并纳入。”
济南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
品木介绍，济南市教育系统引进
人才的对象主要包括 A 类教育专
家(团队)、B 类名师名校长(团队)、
C 类学科带头人以及 D 类教育紧
缺人才这四类。《办法》规定，引进
人才时，A 类、B 类由教育主管部
门组织考察后直接引进；C 类、D
类则采用直接引进与公开招聘相
结合的形式。

《办法》对引进的人才提供了
十分优惠的待遇，引进的四类人

才中，服务期满 10 年以上的，分
别享受一次性80万元、60万元、40
万元、20万元的安家住房补贴。财
政部门还将设立人才引进专项资
金，保障引进人才所需经费，纳入
教育主管部门年度预算。同时，
鼓励用人单位建设或储备安居
房、人才公寓，作为引进人才的周
转房。

在薪酬待遇方面，《办法》给
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提出引进
人才按聘任岗位享受薪酬待遇，
在全面完成岗位目标任务的基础
上，3 年内每年分别给予新引进
的 ABCD 类人才 7 万元、5 万元、
3 万元、1 万元的政府薪酬补贴，
按年支付，政府薪酬不纳入用人
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此外，《办法》还提出，引进人
才配偶如属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工
作人员且符合市外调入基本条件
的，由组织、人社部门根据有关政
策要求优先安置；引进人才及其
配偶、未成年子女或成年未婚子
女可办理本市常住户口。

济南出台教育系统“招贤纳士”新政

教育人才最高享 80 万房补

三年共有 4889 人
通过积分落户青岛

Livelihoods

教育专家(团队)，指国家级教育领军人才，在教
育教学、教育管理等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在全国具
有较高知名度、影响力的全国劳动模范，国务院特
殊津贴人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模范
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和省级领航示范学
校校长及其主导团队。

名师名校长(团队)，指省级教育领军人才，在教
育教学、教育科研或教育管理等领域取得出色成绩
的省部级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
作者，省级特级教师和“名师名校长”及其主导团队。

学科带头人，指市级教育领军人才，在学生德
育、学科教学、学校管理或教育科研等领域取得较
大成绩的市级以上知名、特色学校的校级领导及其
主导团队，国家级学科竞赛(或职业技能大赛)金牌
教练，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技能
名师和功勋教师等。

教育紧缺人才，指市教育改革发展中在资源配
置、教育管理、教学研究、制度改革和重点突破项目
中缺乏的专家型人才、团队。

四类引进人才

济南西客站片区
将添一寄宿制高中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政
府网站获悉，12 月 22 日济南
西客站高铁围合南地块 4 宗
土地将迎来交易，根据出让
条件，拿地开发商要代建 3 所
学校，其中 A1 地块须代建一
处至少 30 班的寄宿制高中。
这是继省实验西校之后的第
二所高中。

近年来，西客站片区教
育配套是个短板。目前片区
内只有一所高中，即省实验
西校，另有 3 所初中、3 所小
学投用。此次出让的 4 宗土
地中，有 3 宗须代建学校，分
别为：1 处至少 30 班的寄宿
制高中，学校占地 3 . 9 公顷，
位于顺安路以西、青岛路以
南；1 处 36 班中小学，占地
4 . 06 公顷，位于威海路以北、
顺安路以南，以及 1 处 12 班
幼托。该高中建设内容包括
教学楼、综合实验楼、报告
厅、风雨操场、运动场、地下
停车场等。 据大众网

□记者 高雯

近日，山东省委组织部发布
消息，山东要求社区专职工作者
员额在县（市、区）范围内统筹使
用，每个社区专职工作者不少于
５人。目前，全省城市社区专职工
作者约有 3 . 5 万多人，如果全部
按规定配备到位，将新增约 8000
人。济南市自 12 月 8 日至 13 日
已率先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城市社
区工作者，目前正在对报名人员
进行资格审查，近期将举行笔试
与面试。

根据规定，在城市社区专职
工作者配备数量方面，山东要求
以县（市、区）为单位，按照每 300

至 400 户居民配备１人的标准核
定总量，报设区的市组织、民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根
据估算，全省约新增 8000 名社区
专职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报酬标
准将比照当地事业单位同类人员
工资水平确定，参加企业职工社
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所需经
费由当地财政按一定比例承担。

此次规定的社区专职工作
者主要包括社区“两委”专职成
员、由县（市、区）统一招录的全
日制社区工作人员。对街道自行
招聘的全日制社区工作人员，山
东规定，符合社区专职工作者招
录标准、条件的，经街道党工委
审查推荐、县（市、区）统一组织

考试或考核，可择优纳入社区专
职工作者管理。

济南市已率先面向社会公
开招录城市社区工作者，目前报
名工作已经结束，正在对报名人
员进行资格审查，12 月 15 日 9:
00 — 12 月 17 日 8:00 期间，报名
成功者可打印准考证参加笔试
和面试。根据笔试成绩，济南各
区将按照 1:3 比例确定进入面试
的人员，面试成绩当场公布。考
试成绩将按照笔试 4 0% 、面试
60% 的要求进行计算，从高分到
低分排序，确定通过人员名单。
通过考试的人员，经城市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成功当选的将
予以发放工作补贴。

山东将新增社区工作者 8000 人
每个社区不少于 5 人，济南面向社会公开招考

□记者 刘紫薇

15 日，位于济南市历下区泉
城路的贵和商厦正式关门，这也
意味着纯购物的百货式商业模
式逐渐被淘汰。随着济南万达广

场、世茂国际广场、恒隆广场等
大型体验式综合性商场的崛起，
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商业综
合体逐渐取代了纯购物的百货
商场。

11 日，记者来到贵和商厦，

看到门口张贴着闭店公告，“贵
和商厦决定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正式停止营业”。在商场里，除
了一楼还在营业外，其他所有楼
层已关上了大铁门，一家眼镜店
的货架已经清空，前面摆满了降
价清仓的鞋盒。

“两三年没来过了，听说要
闭店了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折扣，
没想到几乎什么都不剩了。”王
女士直言，之所以很久没有到贵
和商厦购物，除了因为商场里的
货品折扣少价格高，最重要的是
贵和商厦不像对面的大型购物
综合体，除了购物、消费，还有饭
店、电影院等其他娱乐项目。

“贵和商厦经营的是属于前
一个时代的百货式商业模式，这
种模式在 2 0 0 0 年左右较为兴
盛。”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
铁岗说，以前经济比较拮据，消
费只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而且
没有互联网，购物只能依托线
下。而现在的购物模式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转变，随着网络和专卖
店的发展，百货商店的购物功能
已经被替代，年轻人更倾向于去
休闲、娱乐、购物于一体的大型
体验式综合性的商场。

贵和商厦停业后，这 3 万平
方米的商场该怎么办？记者咨询
了贵和商厦和当地街道办，均没
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有传言说贵
和商厦将被接盘，但具体是哪个
公司还不清楚。“根据大众需求
进行转型升级才是有价值的发
展方向，经四路振华商厦就是一
个例子。”李铁岗说，大型体验式
综合性的商场是时代发展的需
求，如果不能适当的进行转型，
这种单纯购物的商业模式将难
以生存。不过百货式商业模式的

“消失”并不意味着以后的商场
都会发展为大型体验式综合性
商场。李铁岗认为，任何一种店
铺，只要给人们提供现阶段所需
的物质环境，就可以在竞争如此
激烈的环境下存活下来。

贵和商厦关门，济南百货式商场逐渐消失

2017 年是青岛积分落户
政策推出的第三年，也是现行
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年。三年
来，共有 4889 人通过这项“兜
底”政策落户青岛，并带动 1
万多人落户，越来越多的“青
漂”族在青岛扎下了根。

积分落户是指满足具有
高中以上学历，在青岛市城区
和新区有合法固定住所，持本
市有效的《山东省居住证》满
3 年，在青岛市城区和新区就
业创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满 3 年，无犯罪记录等条
件，根据年龄、学历、参保、住
房等指标积分排名落户。

青岛市现行积分落户政
策的有效期截至今年 12 月 31
日。下一步，青岛市发改委将
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放宽户
籍准入条件，新政策将于今年
年底发布。 据《青岛日报》

济南半年内铲掉
34 万处“牛皮癣”

13 日，记者从济南市打
击非法小广告专项行动新闻
通报会上获悉，7 月份以来，
济南市共清理“代开发票”、

“办证”等各类小广告 34 万余
处，公安机关抓获相关违法
犯罪嫌疑人 150 余人，收缴各
类非法小广告 50 万余张。

今年 12 月 6 日至 2018
年 1 月底，济南市将进一步开
展打击利用非法小广告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呼
吁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非
法小广告治理，通过“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和“ 16039”城管
热线举报相关线索。

为方便市民发布信息，
济南市城管执法局还在主次
干道、背街小巷及社区选点
设置便民公共信息张贴栏，
有的区还在微信平台上标注
了电子地图，方便市民查找最
近的信息张贴栏。截至目前，
济南共设置便民公共信息张
贴栏 3000 余处。记者 高雯

1111 日日，，贵贵和和商商厦厦的的空空货货架架前前摆摆满满了了降降价价清清仓仓的的鞋鞋盒盒。。记记者者 刘刘紫紫薇薇 摄摄

济南 11 月份“气质”
在 28 城市中排第四

13 日，记者从济南市环保
局获悉，今年 1-11 月份，济南
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指标明显
改善，可吸入颗粒物(PM10)、
细颗粒物(PM2 . 5)、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等的平均浓度均比
同期明显下降，其中二氧化硫
浓度同比下降了 39%，重要指
标 PM2 . 5 达到了有监测数据
以来的最好水平。截至目前，
济南市良好以上天数达到 172
天，同比增加 16 天。

另外，11 月份济南市细颗
粒物浓度为 55 微克/立方米，
在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等 28
个传输通道城市中，仅次于
北京、天津和廊坊，位列正数
第四。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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