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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市今年计划投资7.96

亿元，实施49个教育类重点项目，兴

建、维修和改造市区及农村多所学校

的教学楼、校舍及办公场所，进一步提

升教育资源，为在校师生打造一个安

全、卫生、舒适的教学生活环境。

据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

事业发展，继续加大教育事业投入，不

断改善中小学、幼儿园办学条件，积极

推进教育资源提升发展。今年，市委、

市政府计划实施49个教育类重点项

目，总投资22.6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96亿元。主要有：

石狮市第八实验小学，项目占地

61亩，建设规模36个班，年度计划完

成工程量30%。石光中学体育馆，占

地222.6亩，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

米，建设体育馆及配套设施，年度计划

完成工程量50%。塔前小学改扩建教

学楼，占地 1.47亩，总建筑面积

6237.44平方米，建设一栋六层教学

楼，年度完成前期工作并施工建设。

八中运动场架空二期工程，将运动场

架空层内1.375万平方米改造成学校

科技活动中心、艺术活动中心、功能

室、食堂、店面以及各类配套设施设

备，年度完成前期工作并施工建设。

进修学校建设，将对回购旧厂房进行

改造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采购，年度

计划完成工程量80%。智慧教育项

目，将在全市建设教育城域网、教育资

源管理平台、学校多媒体及录播设

备。中小学素质教育基地食堂、礼堂

及周边环境改造和配套设备设施，将

建设一幢面积4256平方米的食堂及

礼堂，食堂、礼堂周边道路、广场、景观

绿化、给排水、消防及室内配套设备设

施等。中小学幼儿园运动场项目，将

建设实中附小、蚶江镇洪窟小学、第四

实验小学、古洋小学、青莲小学、塔前

小学、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宽仁小

学、莲坂小学等学校运动场。高中校

完善提质项目，完成全市石光中学、第

一中学、永宁中学、第八中学、第三中

学、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华侨中

学等学校校舍改造及设备添置。厦门

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第二食堂，改造

半地下停车场为第二食堂，面积2634

平方米。鹏山工贸学校产教融合项

目，将建设一幢6层实训大楼，一幢6

层众创大楼，完成设备采购，等等。

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方面，

泉州师院附小石狮校区改扩建工程（一

期），将建设两幢教学楼，改建一幢综合

楼立面，建设标准200米环形跑道的运

动场及景观配套设施。华锦小学教学

楼，建设一幢4层面积5000平方米教学

楼。永宁中学艺术楼及配套工程，将建

设一幢6层艺术楼，面积约7500平方

米，年度计划完成工程量50%。蚶江中

学改、扩建（一期），将建设一幢6层初中

实验楼、一幢5层初中图书艺术楼、一幢

4层食堂，配备人防地下室附属设施及

室外道路、景观、给排水、消防、电力、通

信等配套工程。

学前教育“补短板”方面，永宁中心

园霞泽分园，建设一幢5层教学楼，改

建6个教学班校舍及相关配套建筑、设

施设备。锦尚第三中心幼儿园，建设

15个教学班校舍及相关配套建筑、设

施设备。灵秀第三中心幼儿园，将建设

15个教学班校舍及相关配套建筑、设

施设备，年度计划完成工程量55%。城

北幼儿园，建设9个教学班校舍及相关

配套建筑、设施设备。宝盖第五中心幼

儿园，将建设15个教学班校舍及相关

配套建筑、设施设备。石狮市第六实验

幼儿园，建设21个教学班校舍及相关

配套建筑、设施设备，年度计划完成工

程量50%，等等。 （记者 许小雄）

石光中学举行高一
年选科策略及职业生涯
规划专题讲座
助力新高考
专家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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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今年实施49个教育类重点项目

本报讯 石狮市教育局、石狮

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日前正式

聘任42位老师为小学教育管理

质量督导评估专员。

据悉，此举旨在加强我市小

学教育管理督导评估人员队伍

建设，提高县级小学管理质量督

导评估效度，促进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质量提升。小学教育管理

质量督导评估专员聘期三年，主

要工作为小学阶段教育教学管

理质量县级督导评估、小学阶段

“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评

估核查、小学阶段“教改示范性

建设学校”工作指导服务、小学

阶段教育综合改革项目实施指

导服务。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黄种锐）

本报讯“个别小学推行‘学
生饮用奶计划’是否合理？”“今年

非石狮户籍高一学生是否要办理

社保？”“已购房但无实际入住的

一年级学龄儿童可否就读购房片

区内市直学校？”……日前，“石狮

市教育督导室主任接待日”活动

正式启动，得知这一消息后，许多

群众带着自己关注的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到督导室找到黄种锐

主任进行咨询。黄主任热情地接

待了所有来访群众，对他们提出

的疑惑和困难一一进行记录，并

予以耐心细致的解答。随后，督

导室就群众提出的问题积极与教

育局各股室及相关职能部门协调

解决，及时给予来访群众满意的

答复。

据悉，石狮市人民政府教育督

导室制定“督导室主任接待日”制

度，目的是更好地开展教育督导工

作，进一步加强学校、社会、家长的

联系，建立通畅的信息反馈渠道，广

泛听取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社会

各界群众对石狮教育工作的意见、

建议和要求，接受群众咨询，受理群

众诉求，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推动学校端正办学思想、规范办

学行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

量、实现内涵发展，办人民满意教

育。接待时间为每月第一周星期一

上午8:30-12:00，下午2:30-5:00（节

假日除外）。市教育督导室主任黄

种锐表示，和群众面对面交谈，倾听

百姓的心声，有利于让教育督导工

作深入群众，使工作能更好地得到

开展，真正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替

群众解决更多关于教育的难点、热

点问题，今后，这项工作将持续开展

下去。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蔡福固）

督导室主任
接待日启动

小学教育管理质量
有了督导评估专员

本报讯 石狮教育云平台（网

址：http://ssjy.fjedu.cn）日前正式

启用。

石狮市教育云平台是贯彻落

实“互联网+教育”有关政策的重

要部署与顶层设计，是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载

体。该平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主要服务全市教育机构和广大教

师、学生、家长，为“优质资源班班

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提

供技术支撑和数字教育资源的云

服务体系。

启用仪式上，还举行了名师

网络工作室建设培训会，要求全

市教师积极依托平台开展教育教

学活动。同时，通过“以师带徒”

的方式，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引

领、辐射作用，逐步创建石狮市的

特色空间，全面普及应用。

（记者 许小雄）

石狮教育云平台启用

本报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绵延不绝的血脉和灵魂，是中

华民族休戚与共的精神家园。为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与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市教育局日前正式

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市中职校、中小

学、幼儿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活动。

据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

“培育中国心，盛世家国情”为主题，

旨在开展中华经典诵读、中华书法、

传统体育和中华曲艺、民族音乐等高

雅艺术教育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青少年文化自

信和民族自豪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活动内容主要有五项，具体

为：

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教育活

动。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

秋、重阳节等传统节日，组织中小学生

（幼儿园）学习传承传统节日文化。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各校要结合

课程和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学习

诵读中华经典名篇、中华诗词，吸收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市教育局将

在各校开展活动的基础上，开展全市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中华书法教育活动。语言文字是

文化的载体，提高中小学生规范汉字

应用能力，是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的重要方面。市教育局将在各校开展

活动的基础上，开展“我爱我的国”规

范汉字听写及书写比赛活动，各校要

结合主题，组织全校学生开展活动，并

择优推荐参加市级比赛。

传统体育活动。各校要挖掘地方

特色优秀传统文化、技能，发挥地方传

统体育优势，传承民间武术、舞狮、贡

球等符合学校实际的传统体育项目。

组织传统曲艺、民族音乐等高雅

艺术进校园活动。各校要开展传统曲

艺、民族音乐等艺术教育，培养学生高

雅艺术审美能力，培养高雅艺术兴趣，

提高艺术素养。市教育局将组织地方

民族乐团到各校（园）表演民族经典曲

目，举办民族音乐专题讲座。

（记者 许小雄）

市教育局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市中职校、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

本报讯 2019石狮市初中毕业

升学体育考试于4月30日开考，在为

期一周的时间内，我市7212名中考

生参加考试，其中，有159人报名参

加游泳项目测试。据悉，今年中考体

育计入中考总分，满分20分。市教

育局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体育考试

同属中考学科之一, 考试不及格者

不得补考。

“加油！加油！快冲刺！”在锦峰

实验学校考点，记者看到，在场同学

和裁判员都会在一旁为参加测试考

生打气。据悉，今年中考体育考试内

容为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测试，分值

共20分。考试内容与往年相比变化

较大：必考自选类（一）项目维持不

变，仍为1000米（男）/800米（女）和

100米游泳二选一；必考自选类（二）

新增篮球（运球绕杆往返）、足球（运

球绕杆）、排球（对墙壁垫球），由考生

从三项技能中自选一项考试；必考自

选类（三）新增50米跑、引体向上

（男）/斜身引体（女），加上原有的立

定跳远、1分钟跳绳、双手头上前掷

实心球、1分钟仰卧起坐，由考生根

据性别从六个项目中自选两项考

试。同时，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等设置

了具体评分标准和每个项目测试方

法。计分办法为：一是2019年初中

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投档计分方式由

等级制改为分数制，满分20分，其

中必考自选类（一）项目满分8分，

必考自选类（二）、必考自选类（三）

项目每项满分4分。四个测试项目

按满分100分的评分标准计分，再

折算成每个测试项目所得对应分

值，最后四项相加为考试成绩总

分。二是根据中招细则计分办法，考

试成绩得分相加后保留小数点后一

位数为最后得分，小数点后一位数计

算方法为：小数点后的数字小于0.25

分（不含0.25分）不予计算；大于或等

于0.25分，小于0.75分，计为0.5分；

大于或等于0.75分，计为1分。三是

凡无故缺考的项目，该项目以0分计

算。为增加考试工作的透明度，考生

每项考试结束后考务人员应当场向

考生宣布成绩，在考生考完当天所有

项目后，应组织考生对成绩进行签字

确认。

（记者 许小雄 颜华杰 通讯员 林诗勇）

本报讯 2019年石狮市小学

数学课堂教学观摩评选经过四

天的紧张角逐，于日前圆满结

束。经评委组客观公正评选，评

出一等奖9名、二等奖12名、三

等奖9名。其中，一等奖分别

为：锦峰实验学校张友淞的《三

角形边的关系》、第三实验小学

邱晓真的《体积与容积》、第三实

验小学郭丽软的《探索与发现：

三角形内角和》、古洋小学董帝

晓的《图形的旋转（一）》、林边小

学邱茵茵的《体积单位》、第四实

验小学蔡燕茹的《三角形边的关

系》、长福小学陈宛艺的体积与

容积》、三中附小吴晓妃的《四边

形分类》、实验小学陈晓红的《四

边形内角和》。

（记者 许小雄）

7212名中考生争过“体育关”
今年中考体育计入中考总分，满分20分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
观摩评选结果公布

我市乒乓小将
获全国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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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海丝海博会
有个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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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石狮教育自信
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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