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苏广华 美编：林燕芳

文教

2020.9.16��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B02

·新东莞

长安将投2700万为镇聘教职工加薪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长安宣

记者获悉，今年东莞长安将对镇聘

教职工集体加薪， 涉及金额约为 2700

万元，惠及人员约 620 人。 另外，今年长

安还将通过考核，把 10%镇聘教师转为

特聘教师，薪酬待遇参照编制教师工资

套改标准。 今后，以上两项举措将继续

执行，薪酬待遇还将稳步提升。

投 2700万提升镇聘教职工待遇

近年来， 随着东莞入户门槛放宽、

控编减员， 长安企业人才子女入学、随

迁子女积分入学等政策的实施，以及公

办中小学校

（幼儿园 ）

扩容提质的发展

需要，长安镇公办中小学校

（幼儿园）

编

外教职人员队伍日益庞大。

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维护教

师队伍稳定，长安结合实际情况，出台

《长安镇公办中小学校

（园）

编外教职工

薪酬待遇管理的实施方案》， 进一步推

动落实镇聘教师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

根据实施方案， 长安将对编外教职工，

包括镇聘教师、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教

辅人员、幼儿园保育员和中学生活老师

的薪酬待遇进行提升，涉及项目包括套

改工资、激励性工资以及福利待遇。

据了解，《长安镇公办中小学校

（园）

编外教职工薪酬待遇管理的实施

方案》 涉及的提薪部分将于今年 10 月

正式落实款项追加，今年镇内公办中小

学

（幼儿园 ）

约 620 名镇聘教职工的薪

酬待遇将得到提升，涉及镇财政拨款约

2700 万元。

10%镇聘教师将转为特聘教师

今年，长安还制定了《长安镇 2020

年公办中小学校

（园 ）

镇聘教师转特聘

教师考核实施方案》， 计划未来三年每

年将镇内各公办中小学校

（园 ）

符合条

件的 10%镇聘教师通过考核转为特聘

教师，并对镇属公办幼儿园中的非在编

正副园长进行转聘考核。

镇聘教师转为特聘教师，需要经过

个人申请、资格审查、转聘考核、确定拟

转聘人员、 考核结果公示等严格程序。

其考核时间一般为每年的 4 月至 6 月。

考核通过后，当年 9 月 1 日起转为特聘

教师并执行新的薪酬待遇。

“听到这消息后， 真的感受到满满

的教育幸福感。很受鼓舞。 ”长安镇第一

小学的语文教师邓丽璋说。 她告诉记

者，过去 7 年来，她都是一名镇聘教师，

“我热爱教育这份工作， 也喜欢与孩子

们在一起。 尤其是当班主任时，能接触

到各行各业的家长，我从他们身上能得

到不同启发，这让我收获很多。 ”

桥头镇与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

9 月 10 日下午，东莞市桥头镇与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产学研合作调研

座谈会， 桥头镇和汇林包装有限公司分

别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签订镇校合作和校

企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经济、科技、教育和

人才培养等诸多领域建立更加广泛的联

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汉青，桥

头镇委副书记、镇长叶冠强，镇委委员黎

锦波、陈绍文等参加了座谈会。

据介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是国家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

湖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具

有鲜明的特色和显著优势，拥有森林培

育、 木材科学与技术等国家重点学科，

在林业、生态、生命科学等领域具有较

高的科研水平。

而当下的桥头镇区位条件和配套

设施不断完善，经济稳步增长，初步形

成了以电子信息为主导，以环保包装为

特色，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协调

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是中国环保包装

名镇和广东省中心镇。 目前，桥头乘借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东风，围绕“品质、

美丽、宜居”价值追求，正加快推进荷花

产业园、东太湖科技产业园建设，务求

将其打造成为“创新门户”和“生态门

户”。“一河一路两门户”的发展思路，需

要与高校广泛合作，建立起产、学、研的

战略合作关系，在经济、科技、教育和人

才培养等领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会上，桥头镇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签订镇校合作协议，东莞市汇林包装有

限公司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签订校企合

作协议， 这也就意味着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将把服务桥头经济、 社会发展作为战略重

要任务，充分发挥学校在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桥头镇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

据悉，王汉青一行在桥头开展了为

期两天的产学研调研工作，分别到德曼

木业有限公司、 汇林包装有限公司、力

嘉包装印刷产业园等进行参观，了解企

业的发展情况。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莫衬玲

厚街拟投7.7亿新增10830个公办学位

记者从东莞厚街获悉， 该镇将投

入逾 7 亿元，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等

方式，新增 10830 个公办学位。 其中，

小学学位 6930 个、初中学位 3900 个，

满足近期中小学公办学位需求。目前，

改扩建工程已全面启动。

今年 3 月 11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

教育扩容提质的千日攻坚工作会议，

强调要聚焦基本民生保障， 保障学位

供给，补齐民生短板。为加快扩容提质

工作，厚街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先

后制定了《厚街镇教育设施专项规划

（

2020-2035

年）

》《厚街镇教育事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

（征求意见稿 ）

》等方

案，从硬件扩容、软件提质等层面全面

提升厚街教育品质， 进一步明确了厚

街教育中长期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

路线图。

在公办学校方面， 厚街镇计划在

未来五年扩容提质实施行动中投入

7.7 亿元，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方式，新

建一所中学

（厚街镇实验中学）

和一所

小学

（厚街镇中心小学寮厦分校）

；扩

建新塘小学、三屯小学、河田小学、竹

溪中学、涌口小学；扩班溪头小学、白

濠小学、竹溪小学、桥头小学。届时，可

新增公办学位数小学 6930 个、 初中

3900 个，满足近期中小学公办学位需

求，有效解决户籍生学位紧张的问题。

民办学校方面， 厚街镇将新建 1 所十

二年一贯制学校和 2 所幼儿园， 扩建

3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目前，改扩建工程已全面启动。厚

街镇扩容提质千日攻坚行动指挥部全

面统筹优化，扎实开展“项目攻坚”行

动，全力以赴加快教育项目建设进度，

推进义务教育扩容增量， 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

厚街镇坚持创新教育理念， 统筹

抓好中小学育人方式、 学前教育改革

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综合改革，

积极破解发展瓶颈， 大力促进教育公

平。 到 2025 年，力争在全镇建成教育

体系基本完善， 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

升、现代学校制度创新有所突破、学校

文化建设成果显著、 教科研成果有所

突破、教育特色品牌凸现、能够满足全

镇居民多样化和差异性学习需求的现

代学校教育体系和现代终身教育体

系。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首届张家玉杯万江原创文学大赛启动

近日， 首届张家玉杯万江原创文

学大赛启动仪式暨《城市视角下的乡

村记忆》 分享交流会在东莞万江图书

馆举行。 据悉， 本次大赛只收电子稿

件，邮箱为 599231045@qq.com，征稿

时间截至 10 月 30 日。

据了解， 东莞万江张家玉与南海

陈子壮、顺德陈邦彦并称“岭南三忠”，

张家玉又是明朝东莞五忠之一， 是值

得再书写的东莞先贤。 为了更进一步

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 让后世知道

张家玉的故事， 万江特举办首届张家

玉杯万江原创文学大赛。 以文学的形

式反映东莞万江的历史变迁和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 以新形式讲好万江故

事， 体现万江精神特别是万江的赛龙

舟精神； 通过散文小说诗歌来彰显万

江智慧，弘扬万江风尚，展示万江新城

之美、祠堂建筑古典之美。所有与万江

有关的文学作品不论体裁不论题材都

属于征稿范围之列。

本次原创文学大赛设金、银、铜奖

及一、二等奖。 其中金奖

1 名，奖金 3000 元，颁发

获奖证书； 银奖 2 名，奖

金各 2000 元， 颁发获奖

证书；铜奖 3 名，奖金各

1000 元，颁发获奖证书；

一等奖 10 名， 各颁发

200 元读书卡，颁发获奖

证书；二等奖 50 名，各颁

发 100 元读书卡，颁发获

奖证书。

启动仪式后， 新书

《城市视角下的乡村记

忆》 分享交流会举行。

该书是万江文化服务

中心历时一年组织人员走进万江

辖区的 66 座祠堂进行深入调查

后，用散文的方式表达对这些古典

建筑的思考和发现 。 全书有 23 篇

文章，每篇都配有精美的图片，文字和

图片相得益彰。

分享交流会上，《城市视角下的乡

村记忆》作者之一、广东省作家协会散

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詹谷丰表示，万

江街道通过采风创作的《城市视角下

的乡村记忆》一书，集中展示了万江祠

堂群的历史沿革和建筑风貌， 是一种

历史记忆和精神怀旧。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今 年 长

安 将 对 镇 聘

教 职 工 集 体

加薪。

（资料图片）

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