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公开选聘公办中小学正副校长（园长）职位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学校

名称

东莞市长安镇公办小学

东莞市东城区公办小学

东莞市东城区公办小学

东莞市茶山中学

东莞市茶山小学

东莞市企石中学

东莞市企石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企石镇江南小学

东莞市横沥镇公办小学

东莞市横沥镇公办小学

东莞市实验幼儿园

招聘

岗位

副校长

正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正校长

副校长

副园长

主要

职责

分管教学

主持全面工作

分管教学

分管教学/德育/办公室

分管教学/德育/办公室

分管教学

分管教学

分管教学

主持全面工作

分管教学

分管业务工作

招聘

数量

2

1

2

1

1

1

1

1

1

1

2

报名

邮箱

jiaoyj615@163.com

857223831@qq.com

857223831@qq.com

373717543@qq.com

373717543@qq.com

dgqsgkzp@163.com

dgqsgkzp@163.com

dgqsgkzp@163.com

510295232@qq.com

510295232@qq.com

2760934994@qq.com

联系

方式

李老师0769-81553226

莫老师0769-22326900

莫老师0769-22326900

谢老师0769-89398636

谢老师0769-89398636

王老师0769-86661025

王老师0769-86661025

王老师0769-86661025

张老师0769-83722896

张老师0769-83722896

李老师0769-22229882

���������������������22883342

责编：苏广华 美编/制图：余永康

文教

2019.9.18��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C03

·新东莞

松山湖再添一所高等学府

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区迎来首批新生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毕会东 肖莹

9月14日~15日，广东科技学院松山

湖校区迎来首批约5000名新生，广东科

技学院正式开启“一校两区”管理模式。

据悉， 今年该校共招收本、 专科新生

9000多人

（ 含本科插班生

1201

人）

，此

前，已先后完成了本科插班生和南城校

区的迎新工作。 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

区的启用，让东莞松山湖再添一所高等

学府。 目前松山湖已拥有东莞理工学

院、广东医科大学、广东科技学院和东

莞职业技术学院4所高校。

约

5000

名新生入住松山湖校区

9月14日7点，广东科技学院迎新的

大巴车就驶入松山湖东园大道，负责迎

新生的工作人员进入该校松山湖校区，

做好迎新各项准备工作。 今年该校延续

了去年的网络报到方式，新生通过关注

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就可提前在网

上注册报到、分配宿舍、缴纳学费，到校

后新生只需现场进行确认即可完成报

到手续， 极大简化了现场报到流程，方

便了家长和新生，也提高了现场报到效

率。“这种方式很人性化，节省了排队的

时间， 不用提着这么重的行李到处跑，

而且分配宿舍后还能找到舍友，提前熟

悉彼此。 ”一名学生开心地说。

今年，该校正式开启“一校两区”管

理模式。 该校的计算机学院、机电工程

学院、外国语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共计

约5000名新生入住松山湖新校区，财经

学院和管理学院新生已于9月7日~8日

入住南城校区。 新生报到后，学校将集

中组织新生进行体检和军训服装发放

工作，随后开展为期12天的军训。

“新生大礼包”助阵花样迎新

今年，广东科技学院

（ 下称“ 广科”）

还给新生准备了一份惊喜大礼包，内有

校园文化衫、单肩包、笔记本、校徽徽

章，设计精美、寓意深刻，饱含着学校对

新生满满的期待和祝福。 据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校从去年10月开始启用了新版

校徽，为了进一步发挥校园标识和校徽

LOGO的文化功能，该校面向学生举行

了校园纪念品设计征集活动。 今年的新

生大礼包就是在校园纪念品设计大赛

基础上，进行升级完善而来的。

新生大礼包里的文化衫、笔记本和

帆布袋的图案， 是以该校南城校区4座

标志性建筑主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

以及行政楼为设计原型，用简约线条描

绘出广科熟悉的风景。 此外，今年广科

还在迎新过程中加入很多元素，除新生

在报到当天可领取“新生大礼包”外，还

可凭新生录取通知书抽奖，带有广科标

志的抱枕、空调被、杯子等等礼品吸引

了许多新生及学生家长驻足。

整个校区建设预计

5

年内完工

据介绍， 该校松山湖校区坚持以

“教育+智慧创意+智库交流” 为基本功

能定位，学科专业布局以理工类、艺术

设计类专业为主， 努力打造环境优美、

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大学校园，整个校区

建成后将提升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全

力服务于东莞“湾区都市、品质东莞”建

设，为东莞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

业中心提供应用型人才支撑。

该校松山湖校区规划占地面积800

亩，根据建设规划，整个校区建设分3期

完成， 预计5年内完工。 整个校区建成

后，总建筑面积将达到85.5万平方米，可

容纳25000名学生学习生活。 目前，一期

工程已投用， 二期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将建设12座单体建筑， 包括学生宿舍、

食堂、运动场所和附属生活建筑，预计

2020年8月完工并投入使用。

为进一步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

革， 完善学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机制，拓宽选人用人渠道，根据相关规

定， 东莞决定面向全国公开选聘公办

中小学正副校长

（ 含幼儿园副园长）

14

名。 报名时间截至9月26日。 报名材料

可发送到相应职位指定邮箱。

据悉， 本次计划选聘公办中小学

正校长2名、副校长10名，幼儿园副园

长2名。 其中，正校长选聘范围为全国

公、民办中小学副校长及以上；副校长

选聘范围为全省公办中小学中层正职

及以上、民办中小学副校长及以上；副

园长选聘范围为全省公办幼儿园副园

长及以上、 东莞市公办幼儿园教师及

以上。

报名条件需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 具有相应学段或以上层次教师资

格；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5年及以上等。

应聘正校长职位的应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应聘副校长

（ 副园长）

职位的应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且须获得如下称

号之一：市级及以上优秀教师

（ 优秀教

育工作者）

、市级及以上名师

（ 园长

）工

作室主持人等；应聘正校长的应具有两

年及以上学校校级领导职位任职经历；

应聘副校长的应具有学校校级副职领

导职位任职经历或3年及以上学校中层

正职工作经历，或具有东莞市内学校中

层副职及以上工作经历；应聘副园长的

应具有省、市一级幼儿园副职领导职位

任职经历或5年及以上中层干部或级长

任职经历；年龄方面，原则上不超过45

周岁

（

1973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

。 其中，

应聘公办中小学正副校长的非机关事

业编制内人员， 年龄不超过40周岁

（

1978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 。

需要注意的是， 一人可同时报考

不超过两个职位； 市内直属学校人员

报名须经学校同意，园区、镇

（ 街道）

属

公办中小学人员报名须经学校和园

区、镇

（ 街道）

教育主管部门同意。 相关

的直属学校或园区、镇

（ 街道）

教育管

理中心负责对参加选聘人员进行资格

审核， 并从符合选聘条件的人员中择

优按职位数与入围考核人数1:5及以上

比例确定入围考核人员， 符合选聘条

件的人员不足1:5比例的， 可按实际情

况推荐进入考核或减少选聘岗位。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市教育局宣

近日， 东莞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发

布了《关于东莞市2019年成人高考考

位情况的补充通告》

（ 下称 《 通告》）

。

《通告》显示，截至9月14日晚，完成缴

费并选择在东莞市考试的成人高考考

生数已达到全市4.2万考位数量上限，

至此，东莞考区报名功能已关闭，无法

接纳新增考生报名。

据悉， 按照国家和广东省相关规

定， 成人高校招生考试须在国家教育

考试标准化考点举行。 结合东莞市所

有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国家教育考试

标准化考点考位容量情况， 市招办通

过深挖各标准化考点考位供给潜力，

进一步扩充考位容量4000余个， 全市

实际最大供给的考位数达到4.2万个。

东莞市招生考试办公室提醒，已

完成缴费但尚未进行报名确认的考生

根据报考指引， 请及时于9月20日前，

前往东莞开放大学、长安成校、石龙成

校、塘厦成校、望牛墩成校、常平成校

等任意一个报名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查

及报名确认。 其余仍需报考2019年成

人高考的考生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

他地市报考。同时，根据广东省政府工

作部署， 省教育厅拟于10月左右实施

第二期高职扩招专项行动， 主要面向

社会人员开展普通高职

（ 专科

）学历教

育， 符合条件的考生也可根据自身实

际进行报考。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市教育局宣

东莞成人高考考生数

已达考位数量上限

已完成缴费但尚未进行报名

确认的考生需于本周五前确认

东莞公开选聘14名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园长）

新生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