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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人才
第一类人才（2人）
刘楚明 青海北通镁业有限责任公司（柔性引进）
马 放 西宁市环境监测站（柔性引进）
第二类人才（18人）
曹建勇 青海盐湖启迪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直接引进）
李淼泉 青海沐春节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马海乐 青海瑞湖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胡新中 青海青麦食品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乔永民 青海奥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钟绍春 西宁市教育信息中心（柔性引进）
石应杰 西宁市委绿色发展委员会（柔性引进）
黄昌利 西宁市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柔性引进）
张宇曦 大通县人民医院（柔性引进）
于 泓 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柔性引进）
韦 峰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柔性引进）
王 强 湟中县中医院（柔性引进）
王 京 西宁市回族医院（柔性引进）
柳艳香 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柔性引进）
彭玉魁 西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柔性引进）
李小雄 西宁艺术剧院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何海明 湟源县文化旅游体育局（柔性引进）
张 红 大通县教育局教学研究室（柔性引进）
第三类人才（14人）
朱方剑 青海珠峰冬虫夏草药业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柴生波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马 岚 青海瀚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王 尧 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柔性引进）

王 亮 西宁智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关统伟 西宁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柔性引进）
柯福阳 西宁市测绘院（柔性引进）
王思蛟 青海福茵物流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狄小峰 西宁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陈 静 青海夏都医药有限公司（柔性引进）
李锋涛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柔性引进）
史业骞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柔性引进）
赫晓慧 西宁市委绿色发展委员会（柔性引进）
朱跃华 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柔性引进）
第四类人才（1人）
丁小海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直接引进）

培养人才
第二类人才（19人）
山永凯 青海之也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戴小平 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黄世霖 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孙允武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江 青海高原有色金属研发有限公司
杨新河 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陈春雷 西宁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卢 刚 黄河水电光伏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梅 利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何建青 西宁市中医院
陈 广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项 杰 湟中县藏医院
赵永德 西宁市湟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何 冰 西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李生楷 西宁市种子站
何 满 湟中福瑞满银铜器研发有限公司
林红英 西宁市北大街小学
王培生 西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朱永才 西宁市第七中学
第三类人才（11人）
郑连基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王欢欢 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刘江华 青海圣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马晓光 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
刘重春 西宁市城昊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韩 玲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关 英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唐兴林 西宁恒生骨伤专科医院
孟 茹 西宁市畜牧兽医站
周 静 西宁市虎台小学
张志法 西宁市湟水林场
第四类人才（8人）
王 涛 青海全球医疗救援服务有限公司
高志明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陈斌林 湟中灵峰蕨麻种植专业合作社
魏 琦 西宁市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尤其红 青海缘汇木雕工艺有限公司
彭延春 青海省湟中县海宁合资化肥厂
赫连芬 湟源县巴燕乡卫生院
王淑琴 西宁市畜牧兽医站
培养团队（2个）
林木遗传育种专业研究团队
吴正宪小学数学工作站青海分站

第一批西宁市“引才聚才555计划”人选名单公示

第一批西宁市“引才聚才555计划”人选名单

根据《西宁市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
意见（试行）》和《西宁市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认定与分工细则》有关规定，经个人申请、单位推
荐、部门审核和专家评审，并经西宁市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审议，拟确定 73 人为第一批西宁市“引才聚才
555计划”引进培养人选，2个团队为西宁市“引才聚

才555计划”培养团队，现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如有异议，请署名向西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反映。

公示时间：2018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来信地址：西宁市南关街43号中共西宁市委组

织部
电话（传真）：0971-8278501

西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1月16日

本报讯（记者 得舟）为认真贯彻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加强中小
学校作业管理，切实规范办学行为，努
力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根据教
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校管理规范办
学行为的指导意见》、省教育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管理规范办学行
为的若干规定》和西宁市《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精神，市教育局结合我市
义务教育发展实际情况于11月9日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作业管
理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

严禁以增加作业量的方式惩罚学生严禁以增加作业量的方式惩罚学生

不得布置要求家长代劳的作业——
《意见》要求各县区教育局及所属学
校、西宁城区各学校，要加强研究与设
计有效作业，精选作业内容与题型，合
理设计难易梯度，分层布置作业，在作
业的内容、形式、数量和难度上给学生
提供自主选择的机会和空间，实现难易
适度的个性化差异作业。切实减少简
单记忆、机械重复的练习，精心选择与
学生基础相适应的、重在迁移运用的作
业。严禁以增加作业量的方式惩罚学
生。不得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因超出
学生能力而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不得
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不得要
求家长通过网络下载并打印作业。

杜 绝 不 加 选 择 地 成 册 布 置 作

业 ——要积极开发校本作业，建立校
本作业研究、开发、使用与评价的方案，
改变以往以统一教辅资料代替学生作
业的做法，系统开发和精心设计符合校
情和学情实际的校本作业，合理改编现
成作业，杜绝不加选择地成册布置作
业。

认真开展周三自主学习日活动——
通过参加课外阅读、社会实践、家务劳
动、体育锻炼、学科学习等活动，为学
生创设更多元的生活、学习空间，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学生
自我管理、自主学习的能力，全面落实
素质教育要求。

学生作业家长签字后视为完成——
认真执行“绿色通道”制度，即学生在
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的作业，已影响
到学生正常休息、健康成长，家长签字
后视为完成作业，教师予以认可。确
保学生的正常休息时间，保证学生的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对布置的作业教师要做到全批全改对布置的作业教师要做到全批全改

一是作业批改要认真落实“有讲
必练、有练必批，有批必评、有错必纠”
的要求，批改符号要规范、统一，书写
要工整，批语要简明、具体、确切且富
有针对性、指导性
和激励性。合理使
用各种批改形式，
对布置的作业做到

全批全改。二是针对学生作业批阅结
果，采取集体讲评与面批相结合的方
式，即共性问题集体讲评，个别问题单
独交流，积极引导学生根据作业批改
的结果，分析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有针
对性地改进教学过程，以便学生更好
地开展后续学习。

各学段要按规定严控学生作业时间各学段要按规定严控学生作业时间

各学校要加强作业管理，建立作业
总量控制管理机制，明确作业布置、审
核、总量控制等环节的责任人。教务处实
行全科作业量备案统筹制度，年级组负
责控制和协调本年级所有班级所有学科
作业总量和作业时间，并及时进行报备，
严格控制日作业总量和作业时间。

小学一、二年级不留课外书面作
业，三、四年级学生每日课外书面作业量
不超过30分钟，五、六年级学生每日课
外书面作业量不超过45分钟，七、八年
级学生每日课外书面作业量不超过1.5
小时，九年级学生每日课外书面作业量
不超过2小时。每个学科只允许配备一
本选自青海省教育厅《中小学教辅教材
用书目录》、并与教学进度相配套的教辅
材料。严格执行统一放学时间的相关规
定，保障师生正常课余生活。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本报讯（记者 李铎业）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
四次全会精神，促进“一优两高”战略部署落地生根，11
月1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晓容率领市发改委、市财政
局等部门负责人主动赴省发改委对接投资和项目工作，
并与党晓勇副主任进行座谈，重点就2019年和今后一个
时期投资工作安排及恳请省发改委支持协调解决的事项
进行深入汇报沟通。省发改委副主任程树山、市政府副
市长杨小民以及省发改委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张晓容首先转达了市委王晓书记对省发改委全体
干部职工的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指出，近年来，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省发改委大力支持
下，西宁市紧盯投资目标不动摇，加强组织领导，积
极谋划项目，主动推进项目，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
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有力推进。下一步，西宁市
将按照“一优两高”战略部署，围绕打造绿色发展样
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全力补齐基础设施、
产业培育、民生领域短板，继续谋划争取一批项目，
积极构建“设施完善、服务便捷、管理高效”的现代
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全省各族群众共享共有的宜
居宜业“大西宁”。希望省发改委继续关心帮助西宁发
展，在政策、项目和资金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全市
上下将牢记于心、心存感激、感恩奋进。

党晓勇表示，西宁市发展首位度高、产业聚集度
高、社会集中度高、经济贡献度高，承担着“做强西
宁、服务全省”重要职责，将继续在基础设施、节能
环保、民生改善等领域加大对西宁市投资力度。对于
做好下一步投资和项目工作，他建议，一是加强政策
研究。主动跟进、认真分析国家和省上重大政策导向
和资金投向，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等系列政策措施，再谋划梳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切实把重大政策、重大举措、重大规划转化为重大项
目。二是做实项目前期。进一步拓宽视野、转换思
路，强化策划包装、注重捆绑打包、推进项目整合，
狠抓调研论证，确保项目谋划储备符合实际需要、项
目开工建设有资金保障、项目建成投运能发挥效益。
三是精准对接项目。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在基础设
施建设、城市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建
设等方面，进一步细化梳理，针对性地对接争取，提
高项目申报成功率。

张晓容率队赴省发改委对接汇报工作
我市出实招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我市出实招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