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日下午，由哈尔滨市政府主办，哈尔滨新
区、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2021哈
尔滨“多彩田园”乡村游启动仪式在松北区乐业
镇杏林村举行。

据悉，杏林村自2018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
努力探索“旅游+生态观光”“旅游+民宿康养”

“旅游+农事体验”的新模式，已形成集吃、住、
行、游、购、娱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累计接待
游客5.8万余人次。本报记者沈丽娟蒋国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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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付宇 周静 杨桂华）8
日，在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期间举行的黑龙江省重点产业推介
对接会上，为更加深入推进龙闽合作，哈
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
铁立诚挚邀请福建企业家一起开拓市
场，布局未来，拟在8个方面为福建企业
家们量身定制政策。

一是在企业投资落户方面。根据
产业类别、投资规模，最高给予实际投资
额20%的奖励。二是在企业扩产上量
方面。视不同情况，给予对地方贡献增
量部分100%、90%、60%、50%的奖励。
三是支持企业到新区设立总部或区域
总部。对租赁办公用房的，根据实际需
要给予减免房租；根据对地方贡献，给予

最高5000万元的落户奖励；对落户新区
的持牌金融机构，购置办公用房的，给予
七折优惠。四是支持外向型经济项目，
每年对地方贡献前三年给予全额奖励，
后两年减半奖励。对形成固定资产投
资的，除享受普惠政策外，按实际投资额
的5%给予投资奖励。对通关、保险、物
流等给予全流程补助。 (下转第三版)

推进龙闽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新区将为闽商量身定制8方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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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
民）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
展区中小学校开展了2021
年新教师入职仪式活动。
仪式现场，学校领导为新教
师颁发入职书。

160位新入职教师，就
如春天的160棵花树，绚丽
而又孕育着希望。“我志愿
成为一名新区人民教师，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守
教育法律法规”“发扬敢担
当、勇创新、善作为的新区
教育人精神，投身新区教
育事业，共谋新区教育发

展”“我们是新区教育人，
新区教育我们在！”饱含激
情的新区教师，用铿锵有
力的誓言表达了共谱新区
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
信心与决心。

据悉，为了让新教师快
速了解学校教育发展，融入
教师角色，各学校充分发挥
老带新、传帮带的榜样作
用，组织新教师聆听优秀教
师讲教育故事，举行师徒结
对拜师会等教育培训活动，
增强新老师的幸福感、归属
感、责任感，提升全体教师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
为大力弘扬广大教师立德树
人、立学敬业、崇德尚美、以德
育德的先进事迹，展现新区新
时代教师良好的精神风貌，在
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新区
教育系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

新时代“四有”好校长、好老师
先进典型评选推荐活动。

据悉，本次评选活动通过
校内推荐、区内联评，经哈尔
滨新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局研
究决定，最终确定哈十中曹丹
为市级新时代“四有”好校长

标兵，新区一幼刘洋为区级新
时代“四有”好校长标兵，顺迈
小学陈凛等3人为市级新时代

“四有”好校长，台屯小学李春
雪等3人为区级新时代“四有”
好校长；新区附小周莹、哈九
十五中韩淼为市级新时代“四

有”好老师标兵；乐业一中刘
志军、市实验学校孙英奥为区
级新时代“四有”好老师标兵，
同时评选出前进小学刘凤彩、
新区二校张萍等138名教师为
市级、区级新时代“四有”好老
师。

160位新教师入职宣誓

新区 人获表彰

致
敬
教
师 新教师入职仪式现场。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摄

“我们是新区教育人”

新时代“四有”好校长、好教师评选名单出炉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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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提
高难度、加快进度；降低考试压
力，改进考试方法，不得有提前结
课备考、违规统考、考题超标、考
试排名等行为；考试成绩实行等
级制，坚决克服唯分数的倾向。
同时，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教师
应关注每一位学生，精准分析学
情，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
教学，重视差异化教学和个别化
指导，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以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2.0深入开展为
助力，创新教学方式、优化课堂
结构和教学流程，探索融合信息
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教研
部门开展精准教研，着力研究高
效课堂，探索智慧课堂、数据课
堂、网络课堂、翻转课堂等形成
典型课例，组建区域精品课例资
源库，汇聚优质课程资源，实现
区域共享并实时更新。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不得加快进度

学校要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加强学科组、
年级组作业统筹，强化集体备课中作业设计与
研讨，实行班级周作业计划报备审核制，掌控
作业难度不超课标。在班级设每日作业公示
单、每周作业公示单，班主任建立“作业纪实”
档案，以班级学习能力中等学生完成作业情况
为参考，调控作业的数量与难度。完善作业质
量监管与评价机制，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
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
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
三至六年级要由班主任统筹各学科作业量，
确保书面作业每天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
分钟。初中学年组要加强作业时间掌控调
查，各学科要在班主任的协调下确保书面作
业每天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将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组建骨干、名
师专项研究团队，全学科开展“优化作业设
计，减量增效提质”小课题研究，发挥作业诊
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提升全区教师的
作业设计能力和水平。鼓励布置分层、弹性
作业，探索阶梯式作业改革。坚决克服机械、
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提升作业质量
实行班级周作业
计划报备审核制

课后服务实现全区义务教
育学校全覆盖，全面推行“5＋2”
模式，即学校每周五天都要开展
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 2小
时，结束时间实行弹性政策，与
家长下班接学生的时间有效衔
接。坚持学生家长自愿原则，全
力保障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困
难家庭学生等亟须服务对象。
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
习班，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根据

自习班时间实行“弹性上下班
制”。

学校要从实际出发，“一校
一案”制定完善课后服务实施方
案，做到“三有一反馈”，即有统
筹、有计划、有纪实，及时反馈绩
效。要合理安排每天课后服务时
间内容配比，试行“2＋1”构成，即
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当日书面作
业自修与辅导，三分之一的时间
用于兴趣小组或社团活动。

提升课后服务水平 全面推行“5＋2”模式

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建立松北区校外培训机
构黑白名单制度，定期进行公
示；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
制度，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
材料管理办法，实行“一校一
案”管理制度。校外培训机构
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格，并到
教育局进行备案。不得一次
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
费用。

为强化常态运营监管，线
上校外培训机构必须进行线下
审批合格方可开课，线上培训
每次课不超过30分钟，间隔不
少于10分钟，培训时间不晚于
21点。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聘
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
动，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到教育局
进行备案。

据悉，哈尔滨新区教育部
门已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校外
培训机构日常监管，成立区校
两级组织管理机构，并健全了
管理机制，强化清单督导通报。

线上校外培训机构
建立黑白名单制度

近日，哈尔滨市松北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区推进“双减”工作会议，哈尔滨新区教育系统根据会议精神制定了《哈尔滨
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双减”提质工作实施方案》。方案确定“四提升”“两强化”“两全面”工作目标，即学生作业质量整体提升、课后
服务水平整体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整体提升、校外培训规范化水平整体提升；强化推行“双减”责任清单、强化负面整改清单；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确保“双减”提质工作全面落实落地，使学生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
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持续提高。

推进名优教师培养梯队建设改革

新区开启星级教师培养计划

“双减”落地
新新区目标 三年成效显著著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记者
从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局获
悉，为加速教师素质能力建设进程，整
体打造适应未来发展的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近日，哈尔滨新
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出台《星级教师培
养计划（2021~2025）》。

立足该区教育发展需要，《星级教
师培养计划（2021~2025）》将面向哈
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分阶段、分批次培养五个
级别的星级教师群体，基于过程性、增
值性评价和动态管理，推进新区名优
教师培养梯队建设改革，形成适应未
来的教师专业化发展机制。

据悉，新区中小学校星级教师按
照教师专业成长路径，将从低到高，分

为一星级教师、二星级教师、三星级教
师、四星级教师、五星级教师五个级
别。在执行周期内，通过培养调控，确
保一星级教师数量达到中小学教师总
量的30%；二星级教师数量达到中小
学教师总量的20％；三星级教师数量
达到中小学教师总量的10%。为加速
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进程，“十四五”
期间，新区以专业能力达标为原则，不
限名额培养和认定四星级教师和五星
级教师。

为让《星级教师培养计划（2021~
2025）》实施更顺畅、落的更实，新区建立
了五大机制，即星级教师遴选评定与管
理机制、星级教师培训与协同发展机制、
星级教师培养与名师工作室建设联动机
制、网上网下相结合的专业发展引领机

制、星级教师建设成果考核与推广机制。
在星级教师遴选评定与管理机制

方面，新区制定了《星级教师评选及管
理办法》。各中小学校依据《办法》于
每年7月开展一星级和二星级教师遴
选认定；教师所在学区基于本学区一
星级和二星级教师培养情况，依据《办
法》在每年9月开展三星级教师遴选
认定；新区教育发展中心结合三星级
教师建设情况，以两年为周期，依据
《办法》于评选年份的10月份开展四
星级和五星级教师遴选与培养。首次
认定，各星级教师应在限控比例内预
留20％左右的名额，为梯次晋级预留
空间。

在星级教师培养与名师工作室建
设联动机制方面，在“十四五”期间，该

区将采取分阶段、分批次、分层次通过
遴选方式，计划将全部四星级和五星
教师分配至相应的学科英才名师工作
室，落实骨干引领全员的教师专业发
展体系建设改革。以学科英才名师工
作室建设为依托，以任务驱动为载体，
以“四有好老师”标准统领星级教师的
成长与发展。

在网上网下相结合的专业发展引
领机制方面，新区将创建教师培训课
程智能推送平台，建立培训校本应用
考核机制，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将网络研修
与校本研修科学融合，专业引领与岗
位实践紧密结合，在实践中内化教学
理念，在创新中应用信息技术，在操作
中完善基本功修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