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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省教育厅近

日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我省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工作。计

划到2020年，各高校每年不少于在校生

人数2%的学生得到专门的创新创业培

训，全省高校得到创新创业专门培训的

骨干人才达2万名。

通知规定，凡符合已注册成立公司

且股份占比在30%以上，有创业项目且

入驻校级以上（含校级）众创空间或孵化

器并在持续运营，参加学校创新创业骨

干人才培养班，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

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中的创业项

目，参加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且

获校级以上（含校级）奖项，参加县级以

上（含县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各类免费创

新创业培训，参加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与有关高校合作举办的浙江

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培

训示范班，参加学校与其他机构合作举

办的非营利性创业培训等条件的，均可

纳入。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加强培养方案

设计，保证资金、导师到位，及时总结实施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的经

验，不断加大创新创业成功典型的宣传力

度，积极发挥行动计划的示范引领作用。

省教育厅将适时组织抽查，把各高校实施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的情

况作为向教育部推荐和省本级评选创新

创业相关先进单位的重要参考。

□本报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蒋炜宁 周 琼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和教育局近日

联合发文，从今年起，中小学和技工院

校教师系列的中初级职称将由学校自

主评审，这意味着该市数万名教师迎来

职称制度的破冰式改革。

据了解，凡宁波市教育局主管的中

小学教师系列中初级职称（含一级教

师、中专讲师、实验师、助理研究员及相

应专业系列初级职称），以及该市人力

社保局主管的技工学校教师系列讲师、

实习指导教师及相应专业系列初级职

称评审，均由学校“当家作主”。

“职称改革回归教学本质，是我们

的初衷，也是目的。”该市教育局人事处

副处长邵健剀表示，学校最了解教师，

此次职称评审权下放，为的是引导教师

在“能教书、教好书”上下功夫，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从而改善学校的教育教学

管理，根本上也是为了让学生能够享受

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虽然由学校自主评审，但仍强调以

“师德+实绩”为标尺，合理设置评审项

目。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师德一票否

决制外，在常见的专业资历、课时量、教

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基础上，业绩评分还

要求结合教学比赛获奖、指导学生获

奖、指导青年教师等情况，甚至还可包

括支教和农村任教经历。

邵健剀提到，评审权下放给学校，

意味着这把尺子还将融入学校自身的

个性特点，同时坚持同行评价、分类评

价、综合评价相结合，让优秀教师在竞

争中真正能够脱颖而出。比如中小学

校在评审中可选择偏重考察学科能力，

包括说课讲课、面试答辩和专家评议，

或可将长期担任班主任作为条件；中职

专业课教师可偏重专业技能测试。

宁波外事学校是以艺术和小语种

专业为特色的职业高中。该校人事干

部陈伟伟告诉记者，学校的专业教师在

原先市局的职称评审中并不占优势，有

了自主评审权后，学校会考虑教师业务

特长、行业竞赛等方面，比如对于艺术

专业教师参与文化部比赛、小语种教师

在外语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都会给予

认定。

“下放评审权，我们考虑的不仅仅

是评审权放不放、放多少的问题，更重

要的是如何通过评和聘的结合，从根

本上改变职称评审制度与岗位管理、

考核聘用等制度脱节的现状。通过评

聘合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专业技术

人员职称终身制的问题。”该市人社局

专技处有关负责人说，这就要求作为

用人单位的学校在制度上有相应的规

定和保障。

为确保评审公平公正，文件明确试

点学校的职称评聘委员会人数一般不

得少于9人，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由

学校领导、学术委员会成员代表、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教师代表等组成，

并适当邀请校外专家参加。评聘委员

会下设若干学科评议组，由同行专家组

成，一般不少于5人，其中校外专家不少

于2人；对于组建学科评议组确有困难

的，经学校同意可委托学科力量强的学

校进行评议。这种“问东家、问行家、问

大家”的评审方法，将尽可能保障职称

评审这把尺子的准确性。

宁波技师学院副校长钟亚萍将职

称评审权下放称为“甜蜜的烦恼”。她

坦言，权力的下放也是责任的下放。下

放以后，学校的自主权增大，压力和责

任则更大，评审的标准肯定也将更为客

观严格，比如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专

业建设能力、教科研能力，包括教师自

己是不是这一行业的专业领头人等。

评审权的下放势必给校内学科的差异

化管理提供更大便利。

“学校将根据自身特色和教师队伍

建设的需求来设定职称评审的尺子。尽

管从操作层面来看，学校的压力会比较

大，但教师的能力、水平、态度和业绩学

校最清楚。”宁波中学人事干部裴峰则

表示，职称评聘不再是仅仅关系到教师

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更是作为教师

的专业发展目标来看待。

据介绍，此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

放试点涉及宁波市29所直属公办学

校、宁波技师学院、宁波第二技师学院

和宁波市交通技工学校，而下辖的各

区县（市）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

确定试点范围，原则上要求试点学校

数量应不少于1家。宁波市教育局和

市人力社保局不干涉评审过程，只确

保程序公开、公平和公正，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以及复审学校自主评审工作。

邵健剀说，中级及其以下的职称评

审完全下放到学校，又融入学校特色，

这样的个性化放权是近两年来宁波教

师职称评审放权最彻底的一次。经过

试点积累经验后，这项制度势必将推广

到全市所有中小学和技工院校，仅在宁

波市公办学校中，就涉及中小学教师近

2万人。而未来，高级职称的评审权也

将交给学校自己作主。

省教育厅人事处副处长陈钦林表

示，宁波先试先行，探索建立规范、科

学、多元的教师职称评聘制度，既扩大

了学校的用人自主权，又突出了教学的

中心地位，有助于形成竞争择优、能上

能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

建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本报通讯员 徐琪琪

“七一”来临之前，青田县伯温中学

的所有党员教师来到县委旧址前，庄严

地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当天，他们

还走进结对帮扶的贫困生家中，与家长

促膝谈心，送上慰问金，激励学生要努

力学习，自强不息……

作为一所民办学校，伯温中学从

2011年创办以来，一直将党建作为学

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在去年丽水市委组织部的

评选中，该校成为全市唯一一家“民办

学校党建工作示范基地”，并获得了

“‘两新’组织模范生”的赞誉。

“社会上传言民办学校只重成绩不

重党建，这句话错了，党建强才是真的

强。”伯温中学校长章荣直言，民办学

校的核心竞争力主要集中在师资上，抓

党建工作，把党员培养成教学骨干，把

教学骨干培养成党员，是转化教学生产

力、提升办学质量的关键。

已经有17年党龄的章荣经常携带

两个笔记本：一个记录党员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一个记录其他党员教师分享

的学习心得。两次笔记让学习更深入、

更扎实，很快校园里从党员到非党员，

每个教师都有了两个“红本本”。

为推动党风带动教风，伯温中学

立足校情走上了一条有计划、有学

习、有帮扶、有榜样、有评价的“五有”

党建之路。同时，学校以党风廉政建

设为抓手，坚决履行学校制定的“八

不准”要求，杜绝有偿家教。校党支

部还积极开展争创“党员先锋岗”“星

级党员”等评比活动，以发挥党员示

范作用。

教师陈彩霞自2012年进校后，积

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每一次大小活动，

从专题发言到送教下乡，其表现优异，

很快被评为学校的星级党员。她说：

“在党支部这个大集体里，我收获的不

仅仅是丰富的党性修养，更懂得了如何

高效工作、如何关心和爱护学生、如何

坚定自己的教育理想。”

统计显示，伯温中学75名教师中

有党员25人，中高级职称占比64%，中

层领导干部党员占比更是达到了

85%。可以说，一大批优秀党员教师成

了学校发展的“顶梁柱”。

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丽水市第二届

两新党建好故事演讲比赛中，学校教师

徐赛君分享了他们与青田培智学校结

对的暖心故事。由该校党支部发起的

“圆梦微心愿”活动，每月都会带着一批

学生和那里的孩子进行互动。通过活

动，902班学生叶青终于和残障的同龄

人熟络起来，并成为朋友。“了解他们

后，我被他们对生活和学习的热情打

动，更珍惜自己的生活！”叶青说，长大

后自己要帮助更多特殊的孩子顺利融

入社会，这是她奋发向上的动力。

“在党旗的引领下，过去7年里，我

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身体好、人品好、

学习好的学生。”章荣说，只有下大力气

抓党建，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以及

教育的公益性，才能永葆民办学校的办

学质量和办学活力。

我省多举措提升大学生“双创”能力

下放到校 评聘合一

宁波改革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

章荣：党建强才是真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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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图书送南疆

日前，建德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情系南疆，爱涌校园”图书捐赠活
动，号召全市每一位师生向新疆阿克苏市的学生们捐赠一本课外书。
活动吸引了72所学校、47113位师生参与其中，共捐赠书籍5.18万余
册。图为建德市新世纪实验学校的学生正在捐书。

（本报通讯员 吴文婷 摄）

高校毕业生系列专场
招聘活动落幕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日前，我省高职高专综合

类绍兴专场招聘会在绍兴职业技术学院顺利举行。

至此，2018届全省高校毕业生系列专场招聘活动圆

满落幕，有近4万名毕业生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其中，省教育厅主办了7场省级专场招聘会，包

括文化创意类、农林类、医药类、海洋类、师范类等专

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联合相关地市人

力社保部门和高校共同举办的10场专场招聘会覆盖

省内所有地市。其间，为实施就业关怀计划，关注重

点人群就业工作，还举办了“寒门学子”、残疾大学生、

女大学生等专场招聘会。据统计，系列招聘会共吸引

参会企业近9000家，提供就业岗位近22万个，企业

参加数量、提供岗位数普遍高于去年，12万余名毕业

生参加现场招聘。

省教育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我省继

续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强化就业精准服务。本届

系列专场招聘活动由省教育厅、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和有关高校共同举办，自去年11月启动，

历时半年多，通过分层次、分类别、分区域的校园专场

招聘会，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桥梁。

我省七高校加入
全国生态文明教育联盟

本报讯（记者 李 平）近日，中国高校生态文明

教育联盟成立大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我省7所高校

也加入其中，成为联盟首批成员。

联盟由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3所高校

倡导建立，旨在以生态文明思想和理念化育人心、引

导实践，构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带动和引导全

民生态文明教育，肩负起培育生态文明一代新人的新

使命、新任务。国内150余所高校加盟，我省浙江大

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温州大

学、湖州师范学院和宁波诺丁汉大学7所高校也位列

其中。

据介绍，联盟将通过高校之间、学科之间的密切

对话、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教学

方法和知行途径等研究探索；集萃生态文明相关优秀

教师、教材、课程，共享生态文明优质教育资源；着力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系列教材编写、生态文明教育共享

课程开发、生态文明基本学理研究、高校生态文明教

育门户网站建设、大学生生态文明实践创意平台搭建

等方面的工作。

青少年未来工程师竞赛
我省学子获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 韩承迅 蒋 虹）全国青少年未

来工程师博览与竞赛日前在北京落幕。代表我省参

赛的12支队伍，最终获一等奖6个，二等奖3个，三等

奖3个，单项奖2个。

其中，嘉善第二高级中学科技社团的智能婴儿车

获未来创客项目第一名，荣膺团体冠军。在过山车中

学组项目中，来自杭州浦沿中学的参赛队员团结协

作，获得了季军，他们还获得触发装置设计奖。据悉，

本次获得冠军的团体将于7月下旬赴香港岭南大学

参加第二届内地与港澳青少年STEAM创客挑战赛。

青少年未来工程师项目作为全国科技活动周的

科普示范赛事活动之一，由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

公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联合主办，覆盖全国20余个省（区、市），每年有200

余万名中小学生参加。

近日，义乌市大陈镇中心小学的党员开展了
“定格山村老人的微笑”公益活动。教师们走进
山区，为65岁以上老人免费拍照、送照片。图为
志愿者在拍照前为老人整理头发。

（本报通讯员 楼 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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