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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老师：
岗位管理、
评职称发
“红包”
了

在农村任教 30 年
或可直接定为一级教师
中小学教师评职称，评副高在省辖市就可以了，中级则可以在县（市、区）评了；凡
在农村任教 30 年，距退休不满 5 年的农村教师，可不受结构比例限制，直接认定一级
教师……6 月 11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省人社厅、省教育厅日前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我省教师队伍岗位管理、职称评
审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意见。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优化岗位“员额制”人员，人事管理和在编在岗同等对待
《意见》要求优化岗位管理
办法。
其中，要加快推进高校“员
额制”改革，拓宽高校岗位设置
基数。对纳入员额制管理的人
员，在人事管理诸多方面与在编
在岗人员同等对待。
同时，优化专业技术岗位结

构比例，适当提高普通高等院校
（高等职业院校）、
中等职业学校、
中小学、幼儿园及教研室等事业
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
值得一提的是，还要落实岗
位动态调整机制。按照宏观调
控、单位自主、政府监管的总体
思路，继续落实事业单位在岗位

设置方面的“六个自主”
（自主制
定岗位设置方案、自主设定岗位
标准、自主确定岗位类别和比
例、自主确定专业技术人员主辅
系列岗位和最高等级、自主确定
岗位设置方案变更、自主决定聘
用人员），创新事业单位岗位管
理办法和措施。

评职称 全面下放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权限
《意见》明确完善教师职称
评价机制。
一方面，我省将着力推动高
校开展职称自主评审。另一方
面，我省将全面下放中小学教师
职称评审权限，把高级下放到省
辖市，中级下放到县（市、区）。
此外，我省还将推行教师分

类评价，充分体现岗位与业绩的
权重，
放宽农村教师的评价标准。
在中小学、中职和技校高级
教师职称评审全面实行讲课答
辩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式，促
进教师教好书育好人。
我省将对优秀教师和农村
教师再进行倾斜，符合相应条

件的可不受结构比例限制，越
级或评聘高级教师职称。其中
对长期在农村任教的教师实行
倾 斜 政 策 ，凡 在 农 村 任 教 30
年 ，距 退 休 不 满 5 年 的 农 村 教
师，可不受结构比例限制，直接
认定一级教师。教学点的教师
可直接评聘一级教师。

人才引进 打通高技能人才进职业院校的任教通道
在教学中，实践经验尤为重
要。对此，
我省将进一步打通高技
能人才进职业院校的任教通道。
《意见》提 出 ，我 省 要 分 层
次、分类型不断完善、搞活学校
用人机制。落实高等院校用人自
主权，简化高校人才引进程序。

搞活职业院校用人机制，探索固
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的岗位
办法，
打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高
技能人才进入职业院校任教通
道。完善中小学教师招聘机制，
鼓励各地探索符合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特点的招聘办法。

此外，还要畅通人才引进渠
道。简化学校引进人才办理流
动手续程序，完善引进高层次紧
缺专业人才考察招聘的办法。
还将鼓励优秀教师向基层
一线、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流
动，
充实基层一线师资队伍。

26 所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
专业测试合格名单公示
专业测试成绩不计入升学总分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6 月 11 日，2019 年郑州市
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专
业测试合格考生名单公示，共涉
及 26 所普通高中。凡专业测试
成绩合格考生，中招录取依据考
生学业考试成绩、专业测试成绩
择优录取。
根据郑州市 2019 年中招规
定，具有体育、艺术（音乐、美术）
潜质的学生可报考具有后备生招
生资格和招生计划的普通高中。
市中招办统一组织体育后备生、
艺术团后备生的报名工作；其他
艺术后备生由招生学校组织报

名和专业测试。体育后备生专
业初试由市中招办体艺组统一
组织实施，初试合格后参加由招
生学校组织的专业复试。体育
后备生经专业初试、复试合格的
考生和艺术后备生经专业测试
合格的考生根据其学业考试成
绩、专业测试成绩，择优录取，专
业测试成绩不计入升学总分。
统计显示，此次公示的郑州
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
专业测试合格考生名单共涉及
26 所 普 通 高 中 ，包 括 ：郑 州 一
中、郑州二中、郑州四中、郑州五
中、郑州回中、郑州七中、郑州九

中、郑州市十一中、郑州十二中、
郑州十四中、郑州十六中、郑州
十八中、郑州十九中、郑州三十
一中、郑州四十四中、郑州四十
七中、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
国语学校、郑州实验高中、郑州
101 中 学 、郑 州 102 中 学 、郑 州
107 中 学 、郑 州 扶 轮 外 国 语 学
校、郑州中学、郑州七十四中、郑
州五十三中。
各学校体育艺术后备生专
业测试合格考生名单公布在郑
州 市 教 育 局 官 网 http://zzjy.
zhengzhou.gov.cn，考生和家长可
及时查询。

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临终前提供服务

我省 5 省辖市成为
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城市
本报讯 （郑报全媒体记
者 邢进） 国家卫生健康委
昨日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
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通知》，
今年将在 71 个市（区）启动
第二批试点。我省郑州、濮
阳、鹤壁、商丘入围，加上首
批入围的洛阳市，我省目前
共有 5 个省辖市成为全国安
宁疗护试点城市。
所谓安宁疗护，
是为疾病
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
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
提
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
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
以提
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
安详、
有尊严地离世。
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
的中国，安宁疗护的开展意
义重大。但我国安宁疗护机
构数量和人员、服务能力都
严重不足。2017 年 10 月，国
家卫生健康委在 5 个市（区）
启动第一批全国安宁疗护试
点工作。经过一年半的工

作，第一批试点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构建了市、县（区）、
乡（街道）多层次服务体系，
形成医院、社区、居家、医养
结合和远程服务 5 种模式，
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根据要求，第二批安宁
疗护试点地区要完成开展试
点调查、建设服务体系、明确
服务内容、建立工作机制、探
索制度保障、加强队伍建设、
制定标准规范、加强宣传教
育等 8 项任务。我省自 2018
年 2 月开展省级安宁疗护试
点工作。试点地区鼓励医养
结合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提供安宁疗
护服务；可在三级医院、二级
医院开展安宁疗护服务；探
索推动将居家和机构安宁疗
护服务费用逐步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以及
其他补充医疗保险范围等。
今年安宁疗护省级试点
将在全省推开。

夏季草木繁盛 游玩严防蜱虫

省儿童医院接连接诊宝宝被蜱虫咬伤病例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邢进 通讯员 杨冬梅
王雪燕）夏季草木繁盛，各种
虫子活跃，被虫咬伤事件也
逐渐增多。近日，河南省儿
童医院接连接诊被蜱虫咬伤
的病例。医生提醒公众，对
蜱虫叮咬切不可大意，严重
时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省儿童医院
接连接诊蜱虫咬伤病例

日前，5 岁男童小布在
父母陪同下来到河南省儿童
医院求助。小布妈告诉医
生，几天前一家人外出踏青
回来不久，就发现孩子左侧
胸部趴着一只蜱虫，一半虫
体已经钻进孩子身内，任凭
孩子爸生拉硬扯，蜱虫纹丝
不动。急诊外科医生孙文超
立即为孩子左侧胸部消毒，
用电灼烧蜱虫尾部，虫体没
有缩小。考虑蜱虫叮咬孩子
时间久、虫体大，如强行拔
出，一旦断裂，残余虫体留在
患儿体内会造成更大伤害。
为安全起见，医生决定手术
切除虫体。
无独有偶，河南省儿童
医院近期还接诊两名被蜱虫
咬伤的宝宝：4 岁女宝，接触
家中宠物狗后，被蜱虫叮咬；
5 岁男宝，在小区楼下草地

玩耍，
头部被蜱虫叮咬。
孙文超提醒：一旦被蜱
虫叮咬，应尽快到医院治疗，
切勿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
的残肢或口器折断，产生继
发性损害。

预防蜱虫叮咬
应该这么做
蜱虫俗称“草爬子”，一
般栖身在森林、草地等植物
上，或寄宿于牲畜等动物皮
毛间。蜱虫吸血时把头埋入
皮肤下，
吸血时间长达数天。
虽然绝大多数蜱虫咬伤患者
经过妥善处理后，一般不会
有后遗症，
但也不可大意，
因
为蜱虫传播的感染性疾病有
1～2 周的潜伏期。患者临床
表现为持续高烧、
乏力、
头痛、
恶心、呕吐、厌食、腹泻，伴有
心肝、肾多脏器损害等症状，
起病急，
严重时可致死。
预防蜱虫叮咬这样做：
带孩子外出玩耍时，应尽量
避免在草地、树林中长时间
坐卧；尽量穿面料光滑的紧
口浅色长衣裤，这样蜱虫不
易附着，且容易被发现；外出
前涂抹清凉油、风油精、花露
水等驱蚊剂，可减少蜱虫叮
咬概率；如果携带宠物外出
踏青时，回家后要仔细检查
宠物体表是否有蜱虫附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