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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全省976人获评职业农民职称
“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山东多举措保障乡村人才振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范洪艳

深化乡村人才制度创新
乡村教师评上了“教授”

尹逊强是长清区双泉初级
中学的一名乡村教师，1987年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乡村任
教，33年扎根乡村教育。“2004
年，我被评为副高级教师，心想
职称晋升到顶了。今年，学校通
知我，有基层正高级教师申报
机会，没想到我还能晋升为山
东省内第一批基层中小学‘教
授’。”尹逊强心里感觉暖暖的。

晋升“正高”后，加上乡镇
工作补贴每月530元，农村特级
教师津贴300元，尹逊强每月到
手1 . 1万元。他的例子，也让身
边的乡村青年教师看到了希
望。

为了使乡村人才引得来、
育得强、留得住、用得好，我省
瞄准制约乡村人才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推动改革创新，不断
畅通基层人才成长通道。此前，
制定出台《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若干措施》，并建立“定向评价、
定向使用”的基层职称制度，制
定了专属乡村教育、医务人员
的职称制度，实行单独分组、单
独标准、单独评审，并设置正高
级职称。

目前，我省已有3000多人
获得基层专业技术职称。今年，
重点推动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
制度改革，建立教师绩效工资
增量机制，绩效工资向农村学
校倾斜。

为持续发挥职称“指挥棒”
作用，我省建立职业农民职称
制度，在东营市率先开展职业
农民职称制度试点的基础上，
2019年将试点范围扩大至14
市，今年已在全省全面推开，目
前全省已评出新型职业农民
高、中、初级职称976人。建立基
层人才职称“直评直聘”绿色通
道制度，对在基层工作10年、20
年、30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可直接申报中级、副高级、正高
级职称，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
例限制，评审通过后即可聘用，
目前已有1万多人通过“直评直
聘”方式获得中高级职称并落
实了待遇。

今年出台的《山东省人才
发展促进条例》，明确了向乡村

人才倾斜的政策措施。实行向
基层人才倾斜的岗位设置制
度，分步提高乡村基层的高级
岗位设置比例，规划到2022年,
高级岗位设置比例从5%提高到
10%,到2028年提至15%,2035年
提至20%,为基层人才发展拓
宽了空间。

人才特聘、岗位特设
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

近年来，我省加快构建人
才“下得去”“留得住”“干得
好”的长效引进机制，激励各
类人才流向乡村、扎根基层、
建功立业。

此前，在济宁市泗水县开
展“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试
点，聚焦乡村现代生态农业、精
品旅游等产业发展，招募173位

“合伙人”，促成合作项目146
个，落地资金6 . 2亿元。

创新基层招聘制度，允许
乡镇事业单位适当降低门槛，
放宽岗位专业条件、年龄、学历
等限制；扩大相对欠发达地区
本地考生的招聘比例，可最高
不突破50%，确保基层能够留
住人才。

黄金政策逐项落地。目前，
在精准引进各类人才方面，我
省聘请400多位专家，组建27个
覆盖大宗农产品及优势特色产
业的创新团队。完善科技特派
员制度，目前已注册近7000名

科技特派员。实施科技副镇长
和省级园区副主任选派工作，
2019年确定232名科技副职人选。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
遴选3000名在乡镇工作或创业的
高校毕业生，纳入后备人才库。扩
大“三支一扶”计划规模，2019年
招募1790人，今年拟招募2000
人左右。

今年拟培训高素质农民
4万人左右

作为基层农技推广人员，
滕州市农技站站长、高级农艺
师王延玲及其团队的主要职责
就是开展农业新技术的引进、
试验、示范和推广，开展技术指
导和技术培训，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等。她通过参与山东农业
大学于振文院士的“小麦测墒
补灌水肥一体化”项目，把该技
术教给农民，亩节本增效180多
元，推广面积已超过100万亩。

近年来，我省紧扣乡村振
兴人才需求，坚持人才培育重
心下移，着力打造一支带不走
的乡村人才队伍。去年争取1亿
元中央资金，实施农业经理人
培养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轮训，充分运用田间课堂、农
民夜校、网上教学等形式，分类
分层次培训高素质农民3 . 5万
人。今年拟培训4万人左右。

我省共有农民工2300多万
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1004

万人。2019年，共为137万名农
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就业创业服
务。今年计划培训农村转移就
业劳动力28 . 5万人次以上。

农民合作社21万家
数量居全国第一

滨州市惠民县皂户李镇吕
家社区团总支书记、惠民县齐
发果蔬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
元元，此前被评为全国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标兵。她所在的
食用菌标准化生产基地和扶贫
示范园，2019年生产菌棒150万
个，年产食用菌3万吨，产值
8000多万元。

在乡村振兴中，吴元元积极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影响更多农
村青年了解和参与食用菌产业，
努力为农村引才、育才、留才。

“我们的合作社成为国家级示范
社，生产基地现在能带动周边
3000多个种植户年均增收3万
元，基地每年用工1000多人，帮
助农民收入实现翻番。目前已吸
纳300多名青年入股，带动周边
600多名青年一起种植香菇。”

我省不断强化服务，加大
保障，打造平台，努力让广大人
才心向基层、服务基层、扎根基
层。全省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
上的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9600
多家，家庭农场7 . 3万家，农
民合作社21万家，数量均居全
国第一。

吴元元的食用菌标准化生产基地，带动更多人脱贫。

6月23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乡村人才振兴政策
落实及乡村人才振兴工作推进情况。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引导更多优
秀人才到乡村贡献才智、建功立业。全省评出新型职业农民高、中、初级职称976
人，有3000多名乡村教育、医务人员获得基层专业技术职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山东省2020年夏季高考和学
业水平等级考试（以下简称高考）
在即，6月23日，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发布《山东省2020年夏季高考
和学业水平等级考试考生须知》，
建议考生自6月23日起无特殊情
况不要离鲁。

记者了解到，今年山东省夏
季高考将于7月7日-8日进行，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由我省
自主命题，考生从思想政治、历

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个
科目中选报3科参加考试。考试时
间安排在7月9日-10日进行，考
生须于2020年7月1日至10日（每
天9：00至20:00），登录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考试信息平台，自行打印准考证。

考生在打印准考证的同时，
需打印《2020年高考考生健康承
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并如
实填写，在首场考试进入考点时，
将《承诺书》交考点工作人员，经
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考点。

省招考院提醒考生（含应届、

往届考生）加强防疫知识学习，做
好个人防护，避免人员聚集。自6月
23日起每日自觉进行体温测量、记
录及健康状况监测。建议考生自6
月23日起无特殊情况不要离鲁。

考 前 如 有 发 热（ 体 温 ≥
37 . 3℃）或考前14天内有境外或
非低风险地区旅行经历的考生，
务必前往本人考试所在市定点医
疗机构做核酸检测。考生入场时
主动向考点说明情况，并提供考
前7日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

所有考生进入考点前必须接
受体温测量。体温高于37 . 3℃的

考生，需进行体温复测。体温复测
后仍高于37 . 3℃，经专业评估和
综合研判，能继续参加考试的，安
排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低风险地区的考生在进入考
场前要佩戴口罩，考试过程中，建
议考生继续佩戴；非低风险地区
或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要全程佩
戴口罩。考生应排队有序入场和
离场，尽量与他人保持距离。

考生入场须凭准考证、身份
证，首场考试时须持《承诺书》，部
分考生还须按规定携带核酸检测
报告。考生入场须进行两次安检，

并接受人脸识别、体温监测等，建
议考生至少提前30分钟到达考
点，以免耽误考试。不同考试科目
可能编排的考场不同，请考生一
定注意。

省招考院提醒考生，除考试规
定文具及相关证件材料外，其他各
类非必需物品（包括手机、手表、书
包等）不准带入考试封闭区。

考生应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做到诚信考试。如有违纪、作弊等
行为的，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
理，并记入考生高考诚信档案；涉
嫌违法的，移送公安机关。

北京一送餐员确诊
日均接50单左右
要求三类人必须核酸检测

6月23日下午，第130场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召开，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曾晓芃介绍，22日0时至24时，
北京新增13例确诊。其中有4例病例来
自百事公司，分别为22日通报的病例
10、病例11、病例12，以及21日补充通
报的病例1。6月21日新确诊的2例病例
中，有一例病例为外卖小哥。

外卖、快递等三类人群
必须全面核酸检测

记者23日了解到，6月22日下午
召开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第七十一次会议暨首都严
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三
十二次会议要求，凡是曾去过新发
地批发市场或与其相关人员有过接
触的必须全面核酸检测，各类农贸
市场、餐饮、食堂、外卖、快递、物流
等人员必须全面检测，中高风险街
乡、医务人员、防疫一线人员和交
通、商超、银行等服务领域人员必须
全面检测。

北京一送餐员确诊
第一时间暂停接单

曾晓芃介绍，据朝阳区疾控机
构流调，其中有一病例情况如下：
男，47岁，住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乡
红寺村，服务人员，6月1日至17日每
日通过饿了么平台接单送餐，平均
每天接50单左右，每日7时至21时工
作，然后骑电动车到首开福茂商场
接妻子回家。21日9时由120救护车
转运至垂杨柳医院发热门诊排查，
当日确诊。

对此，饿了么表示，与阳性病例
有密切接触的骑手，已第一时间暂停
接单，目前已到指定隔离点集中隔离。
饿了么还表示，正在对北京地区所有
外卖骑手进行核酸检测，北京地区的
新注册骑手需通过核酸检测后才可
上线接单。

百事公司大兴分厂
再次报告确诊病例

大兴区疾控机构流调显示，此
次通报的22日确诊病例中，病例10、
病例11及病例12的工作单位均为大兴
区孙村乡磁魏路1号某食品公司。丰
台区疾控机构流调显示，病例1的工
作单位也为大兴区孙村乡磁魏路1号
某食品公司。

此前，截至6月20日24时，大兴区
孙村乡磁魏路1号某食品公司共发现8
例确诊病例。该食品公司为百事食品
(中国)有限公司下属一工厂地址。

据新华社、北京日报、人民日报

高考生无特殊情况不要离鲁
省招考院：建议考生全程佩戴口罩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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