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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集团召开2019年度“合聚吉斯，共赢未来”全国供应商大会

9月9日，吉斯集团2019年度
“合聚吉斯，共赢未来”全国供应商
大会在烟台皇冠假日酒店召开，来
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供应商代表
齐聚一堂，共同分享经营合作经
验，凝心聚力共谋合作愿景。

吉斯集团董事长孙杰，在致
辞中对各位供应商朋友长期以来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了忠心的
感谢。吉斯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和各位供应商朋友的紧密配合是
分不开的，吉斯非常珍视这种长

期积累下来的感情。在广大供应
商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吉斯变革
创新、开拓进取，在疲弱的市场环
境中继续扩大了行业领先优势，
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与大多

数供应商之间也铸就了更为坚实

的合作基础和更为亲密的战略伙

伴关系。

孙杰说，当前宏观经济下行的

压力越来越大，市场竞争的不确定

性日渐明显，包括吉斯在内的众多

制造型企业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与挑战。现代企业的竞争是整个价

值链的竞争，考验的是供应商、生

产商、经销商全价值链满足日益提

高的客户需求的能力。吉斯一直认

为，供应商是吉斯产品竞争力的源
头，是关键输入因素。吉斯也一直
在实践，让供应商与吉斯一起提

高，一起成长。
吉斯集团总裁孙传洋在致辞

中强调：质量是产品的灵魂，是企
业的命脉，吉斯对于产品质量的高
标准、高要求，精益求精，希望供应
商与吉斯与时俱进，共同发展。

与供应商共赢才能够更好

地发展，吉斯集团深谙其道。本
次供应商大会上，吉斯为优秀供
应商颁奖。值得一提的是，吉斯
本次的供应商大会，不但现场授
予荣誉，同时针对集中采购的供
应商还给出了继续合作的实质
性的优待。

吉斯集团总裁孙传洋与集采供应商签约仪式

吉斯集团董事长孙杰

烟烟台台将将增增设设基基层层教教师师高高级级职职称称
建立“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吕庆波

兴国在于重教，重教在于
强师。9月9日，烟台市印发了

《中共烟台市委 烟台市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全市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共5大部分、19条措施，全面规
范了新时代全市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各项措施，并提出了诸
多开创性举措。

维护学校秩序

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课堂上出现“熊孩子”怎么
办？校园里碰到各类“校闹”怎
么办？《意见》提出：要明确教师
教育惩戒权，依法依规妥善处
理涉及学校和教师的矛盾纠
纷，坚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维
护学校教学秩序。

加强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

职业院校教师三支队伍建设

得遇名师乃人生大幸，如
何让老师变良师，良师变名师？

《意见》提出：要推进全市教育
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培养一批

教坛新秀、学科带头人、名师名
校长名班主任。不断完善高等
院校师范生顶岗实习-置换培
训机制，优先培训农村学校教
师和薄弱学科教师。

幼儿园教师水平不高怎
么办？职业学校教师专业能力
如何保障？《意见》提出：创办
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实施幼儿园教师补充专项计
划，严格幼儿园教师资格准
入。落实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
践制度，定期举办职业院校教
师职业技能大赛和教学能力
大赛。

提高教师学历门槛

幼师要专科小学非师范要本科

城区人口增多，高中选课
走班，教师编制不够用怎么
办？《意见》提出：在现有事业
编制总量内，盘活事业编制存
量，向教师队伍倾斜，充分利
用教师编制周转专户政策，优
先保障教育发展需要，加大教
职工编制统筹配置和跨区域
调整力度，建立以县为主、市
域调剂的动态调配机制。

每年补充那么多教师，
水 平 怎 么 样 ？来 源 很 重 要 。

《意见》提出：一是提高新招

聘教师学历门槛，将新招聘
幼儿教师学历层次提升至专
科，小学教师学历提升至师
范专业专科和非师范专业本
科，初中教师学历提升至本
科，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普通
高 中 教 师 学 历 提 升 至 研 究
生。二是推行“面试前置”招
聘方式，鼓励开展“组团式”
校园招聘，中小学校加大对

“双一流”高校、高水平师范
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优秀
毕业生和山东省师范类高校
学生从业技能大赛三等奖及
以上获得者等高水平教师资
源招聘力度，职业院校加大
对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优 胜 奖 以
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获得者的引进力度。

破解教师职称困扰

增设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

《意见》提出：深化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完善教师招聘制
度，深化教师职称改革。哪里
有好师资，哪里就是热门学
校。《意见》提出：优化城乡教
师资源配置，推动优秀校长教
师向乡村学校、薄弱学校流
动，推进义务教育段教师校
内——— 学区——— 县域“三级竞

聘”制度。
困扰老师多年的职称问题

也逐渐破题。《意见》提出：一是
落实乡村中小学教师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10年、20年、30年以上
申报中级、高级、正高级职称，
可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
制。二是建立“定向评价、定向
使用”的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
制度，增设基层中小学教师高
级职称。

教师作为特殊的国家公职
人员，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与爱戴。《意见》提出：采取多种
形式对教育系统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进行表扬，定期组织
开展烟台市特级教师、烟台市
教学能手及优秀教学成果等评
选选拔，建立教师荣休仪式制
度。

保障教师待遇权益

工资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平均

水平

对教师普遍关心的工资
待遇问题，《意见》提出：一是
建立中小学教师工资与当地
公务员工资长效联动机制，确
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水平
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
均工资水平。二是深化中小学
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教师

绩效工资增量机制，有效体现
教师和管理人员工作量、工作
绩效。

针对烟台市农村教师队伍
相对薄弱现状，《意见》提出：深
入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推
动乡村教师年度健康体检、乡
村教师交通补助、农村学校周
转宿舍建设、农村学校特级教
师岗位计划等政策持续落地，
提高乡村教师工作生活保障水
平。

民办学校教师的权益也一
样受到关照，《意见》提出：依法
保障和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在业
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
计算、表扬奖励、科研立项等方
面享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权
利。

各级党委和政府实行一
把手负责制，党委常委会每年
至少研究1次教师队伍建设工
作，建立教师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重大问
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教
育投入力度，将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
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教
师队伍建设列入督查督导工
作重点内容，作为党政领导班
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

烟烟台台交交警警调调整整市市区区小小型型货货运运汽汽车车限限行行措措施施，，十十一一起起执执行行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烟交宣) 9月
11日，记者从烟台交警支队获
悉，交警部门拟对小型货运汽
车通行烟台市中心区域的限行
管理措施进行调整，自10月1日
起执行。

据介绍，为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提高城市货物配送效

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规规定，
对小型货运(不含危险物品、建
筑垃圾运输)汽车通行市中心
区域(芝罘区、莱山区、高新区
城市道路)的限行管理措施进
行调整。现通告如下：一、取消
小型货运汽车单双号限行管理
措施。二、悬挂新能源号牌的轻

型、微型载货汽车，不限制通行
时间和路段。三、非新能源号牌
的轻型、微型封闭或厢式载货
汽车，除交通高峰期外，不限制
通行路段。其他类小型货运汽
车，交通高峰期禁行，重点路段
24小时禁行。

交通高峰期(7:00—8:30,16:
30—18:30)禁行区域为冰轮路以

东、滨河西路以西、轸大路以
北、幸福北路以南的区域(含以
上道路)。

重点路段为南大街、大马
路、二马路、迎宾路、海岸路、滨
海北路、滨海中路、滨海西路、
滨海东路(滨河西路以西)。

本通告小型货运汽车包含
轻型、微型载货汽车，轻型、微

型专项作业车。
驾驶人员应当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安
全、文明驾驶。违反通行规定
的，将依法予以查处。

路面限行交通标志指示与
本通告不一致时，以交通标志
指示为准。

通告自2019年10月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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