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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文聘教师 一半要硕士
相关负责人表示，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比例今后还会增加

本报 3 月 21 日讯 (记者

秦国玲)21 日，记者从奎文区教

育局获悉，在今年面向高校毕业
生公开招考的 66 名中小学在编

专任教师名额中，硕士以上学历
35 人，占招考总数一半以上。相
关负责人表示，从未来发展趋势

看，这个份额还将不断增大。

奎文区 2011 年公开招考中

小学专任老师简章中明确指出，

公开招考 66 名中小学在编专任

教师，而且，规定招考硕士以上

研究生人数 35 名，首次将招聘

学历条件重点倾向了硕士以上。

硕士以上研究生应聘教职岗位，

还有 5 分的加分政策。

据了解，奎文区很早就开

始引进应届研究生任教。在以
往招聘过程中，研究生报考比

例逐年增大。目前在奎文区师

资队伍中，硕士生大多集中在

省级示范初、高中学校。 2010

年，新华中学招考硕士教师，

校长付霆表示，这批师资给学

校带来了新风貌，经过一年的

发展，进入工作状态的硕士生

在教育教学上的进步很快，表

现出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研

究生数量增多，为学校招聘老师

提供了更好的选择。本科师范生

具备扎实的师范技能，硕士研究

生则由于对专业课程有更深的

研究和理性认识，有利于教学创

新。与本科生相比，硕士生的专

业知识更广泛，驾驭课堂的能力

更强。在教学任务之外，他们还

要承担科研任务。另外，教育的

发展也对中小学老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研究生比本科生有

更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更高的眼

界，吸引高学历人才能补充学校
的优质师资。

记者从潍坊市教育局了解

到，目前全市共有中小学教师
81832 名，大部分拥有硕士学位
的教师都是在职进修后的第二

学历，其中，以研究生学历参

加工作的教师所占比例更小。

随着教育的发展、新课改的实

施，中小学教育不但对老师提

高了要求，同时也给他们带来

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教育需要
学科带头人，需要科研领头人

带动整个教学团队，此时就需
要补充和引进高学历人才。从

将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小学教

师能享受大学教授的待遇，招

考教师时，要求硕士学历的比

例将会不断增加。

潍坊 314 件规范性文件废止
“瘦身”份额占文件总数近半

本报 3 月 21 日讯(记者

于潇潇)潍坊市政府规范
性文件实现“大瘦身”，21 日

记者了解到，近日，潍坊市

政府公布了关于市政府规

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废止市

政府规范性文件 314 件，占

文件总数的 49 . 5%。

据悉，本次文件清理

历时 8 个月，纳入清理范
围的是 2009 年 12 月 31 日

以前发布的、未明确废止

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包

括以市政府文件、市政府

办公室文件形式发布的规

范性文件，共 314 件。经过

部门自查、市政府法制办

审核、意见反馈、政府审议
等步骤，对主要内容与法
律、法规、规章不相适应，或

已被新的规范性文件所替

代，或不符合当前形势发展

要求、宣布废止后不影响当

前行政管理的 314 件规范性
文件予以废止；对部分条

款与上位法不一致；影响
规范性文件实际操作的 33

件文件进行修订。

通过对现行的 702 件市
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潍坊
确定《潍坊市市区水源地管

理办法》等 355 件市政府规

范性文件继续有效；其中，

冠以“暂行”、“试行”的

规范性文件，自公布之日

起，有效期为 2 年；《潍坊
市机场净空保护暂行规定》

等 33 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予以修订；《潍坊市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任免工作人

员试行办法》等 314 件市政

府规范性文件废止。

“开庭了！”
21 日下午 5 时，随着法槌一声响，一场中学生故意伤害案件“开庭”审理。不同的

是，此次“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等全部是中学生，这是潍坊三中开展的“青少年
模拟法庭”活动，主要针对青少年打架斗殴犯罪，加强中学生普法教育，提高学生的法
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本报记者 李涛 吴凡 摄影报道

本报 3 月 21 日讯 (记者

周锦江 通讯员 杜在健)21

日，记者了解到，寒亭区为部

分创业优秀者发放创业补贴，

13 名创业典型和 11 个创业型

企业获得 1000 至 5000 元不等

的创业奖励，最高的还发放

9000 元房租。

日前，寒亭区举行“创业

在寒亭”创业大赛颁奖暨房屋

租赁补贴发放仪式，对 13 名

创业典型和 11 个创业型企业

发放奖励资金和扶持资金 11 . 7

万元。坤岩百货便利店店主孙

静就是获奖者之一。“坤岩”

是一家销售日用百货的微型企

业，店主孙静 1998 年下岗失

业， 2006 年创业，先后吸收就

业困难人员 7 人，至今已形成

三个连锁店，总资产达到 100

余万元。

在寒亭区，成功“创业带动

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

目前，该区已建起了潍坊市创

业孵化基地和大学生创业园，

圆友建机和三建集团还被共青

团中央确定为“全国青年就业

创业见习基地”，上千名大学毕

业生在这里实现了创业梦想。

此外，该区投资 1 . 2 亿元

的大学生创业园也已建成。

以创业带动就业带来“倍增效

应”。据统计，该区五年来共

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 1 . 8 万

人，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 . 25 万人，“双零家庭”就业

实现动态销零，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 3% 以内。

鼓励个人办企业带动就业

寒亭区为创业者“发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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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严重威胁着女

性健康和生命，凡有乳房疼

痛、肿块、增生、结节、乳头

溢液，特别是无痛性乳房肿

块恶变率很高应引起重视。

潍坊尊一医院配有先进的

乳腺诊断设备。采用源自古

代药王孙思邈《千金要方》

纯中药治疗乳腺增生、囊性

增生、纤维瘤、卵巢囊肿、子

宫肌瘤，能调节内分泌、软

坚消肿，不需手术在短期内

使乳房肿块、增生、结节、

囊肿、肌瘤软化消失，乳房

疼痛反复发作，乳房肿块

久治不愈易导致癌变，悔

恨终生。

地址：北海路与玉清东街交叉口
海关东邻 100 米。乘 20 路、23 路
公交车到尊一医院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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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研

制的抗肿瘤系列中药仙蟾

片等，能杀灭癌细胞，抑制

肿瘤增殖，预防肿瘤复发和

转移，提高机体免疫力，专

治肝、肺、胃、肠、食道、鼻

咽、甲状腺、骨、脑等肿瘤，

治疗一疗程使患者食欲、体

力、睡眠、精神状态明显改

善，三疗程以上肿瘤萎缩、

坏死、缩小甚至消失。

电话：

868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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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尊一医院用“中
医降糖平衡疗法”清血脂、

平血糖、阻并发综合性治
疗糖尿病，激活胰岛细胞
再生，修复胰岛功能，滋阴
补肾，益气润肺，滋补肝、

脾，全面提高人体免疫力，

同时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各
种慢性并发症，用药 3 天
血糖平稳下降，10 — 20 天
可使高血糖恢复正常，1 个
月：注射胰岛素的患者
90% 以上停用胰岛素或减
少注射单位，6 个月后血糖
达到持久平稳，并发症得
到根本控制，血糖不难控
制，可怕的是失明、尿毒
症、截肢、中风的威胁。该
疗法适用于：1 . 血糖忽高
忽低，“三多一少”症状明
显，体力急剧下降的糖尿

病患者。2 . 采用各种治疗
方法控制血糖不理想的患

者，3 . 长期血糖不稳定、因
糖尿病引起的头晕失眠、

神疲乏力、视力模糊、心慌

气短、手足麻木、性欲减
退、便秘腹泻等人群。

咨 询 电 话 : 0 5 3 6 -

8686695

中
医
治
糖
尿
病

地址：北海路与玉清东街交叉口
海关东邻 100 米。乘 20 路、23 路
公交车到尊一医院下车。

潍坊新建 18 个空气监测点
空气质量良好率将超 60%

本报 3 月 21 日讯(记者
于潇潇 ) 21 日记者了解

到，2011 年潍坊市将新建 18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点，重点

监测防治燃煤烟气、企业工

艺废气异味、汽车尾气和扬

尘污染，全市空气质量良好

率争取达到 60% 以上。

据了解，为使空气质量

良好率达标，潍坊将在全市
现有 20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

点的基础上，新建 18 个，年

内建成 38 个空气自动监测
站点，并全部实现市县两级

联网。全市 16 个重点片区

年内将实现“空气基本无异

味、无冒黑烟烟囱、无可见

扬尘”、“重点废气污染源达

标排放，全市空气质量良好

率达到 60% 以上”。

为达到这一标准，潍坊

市所有产生工艺废气的企

业要采取封闭作业、安装

废气净化装置等措施，实
现废气达标排放、厂区周

围空气无异味等要求；现
有燃煤设施一律安装脱硫

除尘装置，废气达标排

放；凡处于集中供热管网

覆盖范围内并具备集中供

热条件的，一律采用集中

供热。

扬尘污染是潍坊市内

空气防治重点之一。潍坊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对此，潍坊要求中心

城区和县城驻地工程要实

行封闭施工，工地周边须设

置 1 . 8 米以上的围挡，并洒

水保湿压尘，遇六级及以上

大风天气，一律停止作业并
采取防尘措施；在大气环境

敏感区内 (具体由当地政

府、开发区管委会划定)采
取大型货运机动车禁行措

施。车辆运输砂石、土方、

煤炭和垃圾等可扬尘物料

时，必须覆盖或密封，防止

运输车辆沿途撒露遗散，物
料堆场要严格落实洒水、封

闭、遮挡等防尘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