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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滨州市技师学院纪委
聚焦完善监督体系和提高治理效
能，做实监督首责，强化履职担当，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
发展的作用，为学院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纪律作风保障。学院政治生
态风清气正，干事创业争先进位氛
围浓厚，2021年被市纪委监委评为

“优秀”等次。

到位不错位，落实四
责协同“零拖延”

滨州市技师学院纪委坚持以政
治建设为引领，压紧压实管党治党
责任，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
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的“四责协同”机制，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新作为。坚持
每年出台纪检监察工作要点，细化
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
务，根据要点制定配档表，逐项明确
完成时限和责任人，确保党风廉政
建设目标责任制的层层落实。制定
出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
从党委责任、党委书记责任、班子成
员责任三个方面梳理98项任务，为
落实主体责任提供基本遵循。

同时，牵头做好巡察整改工作，
结合学院实际制订巡察整改工作方
案，确定整改措施，严格按照时限完
成整改。强化制度约束，健全内控
机制。修订印发《滨州市技师学院
制度汇编》《廉政风险防控手册》，共
收录六大类、185项制度，梳理各处
室、系部职权321项，风险点605个，
制定防控措施1036条，绘制工作流
程图109张，做到一切工作有标准、
一切标准有程序、一切程序有监督、
一切监督有公开。

此外，努力形成用制度规范行
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内部
监督制约机制。制定出台《中共滨

州市技师学院委员会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制度》，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
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
负其责，依靠教职工的支持和参与
共同推动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坚持每年向市委书面报告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
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情况作为
年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的对
照检查内容，深入查摆存在的问题，
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履职不越位，确保日
常监督“零缺位”

强化日常监督是做实做细监督
职责的有效途径，滨州市技师学院
纪委把日常监督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做
实监督、跟踪问效，抓早抓小、防微
杜渐，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
治生态。

聚焦突出性问题，持续加强巡
查值班问题整改督导，坚持问题导
向，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做到第一时
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问题，建
立巡查问题每周通报督办制度和阶
段性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制度，对巡查
整改不到位的及时下发整改督办单
共26期，790个问题得到及时整改。

持续开展重点工作监督检查，
切实做到早提醒早预防，按照中央、
省、市重点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疫
情防控、校园安全、制止餐饮浪费、
办公用房等各类监督检查60余次，
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专项整
治5次，保障学院教育教学各项工作
健康有序开展。

持续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巩固作风建设成果，进一步规范公
务接待、婚丧喜庆事宜办理、津贴补
贴发放、公车管理，教育全体教职工
和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防止“四

风”反弹回潮。把家风建设作为党
员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
引导党员和领导干部筑牢反腐倡廉
的家庭防线，以良好家风带动党风
政风向好。

有为不缺位，处置违
纪违法“零容忍”

滨州市技师学院纪委坚持有腐
必反，有案必查，持续保持反腐败斗
争高压态势。

坚持预防在先、警示在前。规
范廉政意见回复，严把选人用人关，
对提拔任用、评优选先、职称晋升等
人员进行全面“体检”，年均回复350
余人次，保证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为全体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建立廉政
档案，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
监督和管理。出台《中共滨州市技
师学院委员会领导干部廉政谈话实
施方案》，年均组织开展廉政谈话50
人次，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
为常态。严格落实重要事项请示报
告制度，严格按程序报备婚丧喜庆等
事项，年均报备20人次，按照报备情
况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杜绝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借机敛财等行为。

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建。深
入开展警示教育，坚持每年召开警
示教育大会，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
育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式，教
育全体党员领导干部以案为鉴，提
高拒腐防变能力。打通全面从严治
党“最后100米”，深入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专题调研，通过个别座谈、查
阅资料等方式掌握领导干部履行

“一岗双责”情况、廉政风险防控情
况，将全面从严治党延伸到每一个
末梢。

坚持有案必查、失责必问。精
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聚焦
贫困生资助、招生就业、工程建设、

设备耗材购置、职称评聘、评先树优
等风险点高的方面，坚决整治吃拿
卡要、虚报冒领、挥霍浪费、贪污侵
占、截留挪用等问题。重视执纪审
查安全，强化“没有安全就没有办
案”政治责任，认真落实执纪审查安
全规定，对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
开展专项排查。

立足定好位，忠诚干
净担当“零懈怠”

滨州市技师学院纪委坚持打铁
必须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切实
加强能力建设，努力锻造一支让党
放心、师生信赖的过硬队伍。

深化体制改革，增强监督权威
性。根据市纪委机构改革要求，下
设综合处、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
3个内设机构，明确职责定位，聚焦
主责主业，提高执纪问责的专业性
和精准性。加快“三转”步伐，提高
政治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推进更高
水平更深层次“三转”。

加强能力建设，提升队伍战斗
力。积极参与全员培训，参加市纪
委举办的案件监督管理业务培训
班、审理业务培训班等各类纪检业
务培训班20余次，不断提高审查调
查能力。切实加强理论知识学习，
掌握运用党纪法规，用好纪法“两把
尺子”。加强学习交流，坚持每半年
向市纪委书面汇报工作，定期到市
纪委和兄弟院校学习交流经验，做
好对外宣传，累计向市纪委网站投
稿8篇。

严格内部执纪，坚决防止“灯下
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执纪
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加强
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坚持思想建设和
能力建设并重，筑牢思想防线，扎紧
制度笼子，努力锻造一支忠诚于党、
让人民放心的纪检监察铁军。

零拖延 零缺位 零容忍 零懈怠

市技师学院纪委以高质量监督保障学院高质量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张晨蕙

滨州高新高级中学滨州高新高级中学20222022年招聘简章年招聘简章
滨州高新高级中学是一所由教育主

管部门审批设立的双轨制民办普通高

中，与山东省北镇中学联合办学。学校

开设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五

门高考外语课程。设有普通高中部、综

合高中部、ICC国际课程中心、国际研学

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以国内高考为

主要目标，以“一带一路”战略主导的国

际化为特色，着力打造适合中国学生的

多元升学体系，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

合自己的升学和发展方向。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满足教
育教学工作需要，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高中教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体
育、器乐、民族舞、日语、西班牙语、俄语教
师、雅思讲师、A-level课程讲师、外籍教
师。

二、招聘人数：

文化课各科教师各8名；体育教师 3
名；器乐及民舞、小语种教师各 2 名；
雅思讲师、A-level 课程讲师及外教
各 2名。

三、工作地点：

山东省滨州市高新区

四、岗位职责：

根据教学计划及课程标准，承担高中
学生的教学工作；部分特定岗位教师需
承担 ICC 国际课程中心学生的教学工
作。

五、任职资格：

（一）文化课教师

应聘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专业技能，身体健康，适应教育
教学工作实际需要。

2.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高中教师资
格证。

3.师范类专业、具有丰富教育教学经
验者优先录用。

4.获得较高荣誉的应往届大学毕业生
（如省级优秀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优秀
学生会干部等），并且有一定组织能力者
优先录用。

5.有过教授各类竞赛课程经验的教师
优先录用。

（二）器乐教师

应聘条件：
1.音乐、艺术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

学历；

2. 扎实的专业能力，丰富的教学经
验；

3.较高的艺术素养，专注于器乐教学
工作；

4.热爱教学工作，积极上进，具有很强
的责任感、使命感。

（三）民族舞教师

应聘条件：
1.舞蹈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专业功底扎实，擅长民族舞等舞

种；
3.有较强的示范能力和教学能力；
4.形象气质佳，有亲和力，热爱教学工

作，积极上进，具有很强的责任感、使命
感。

(四)俄语教师

应聘条件：

1.俄语本科以上学历，获得相应语言
水平能力测试高级证书；

2.普通话标准，语速适中，语调自然，
表达条理清晰，沟通能力好；

3.有海外留学、教学经验者优先。

(五)西班牙语教师

应聘条件：
1.西班牙语达到B2及以上水平；
2.热爱教育事业，有教学经验者优先，

有留学经验者优先。

(六)日语教师

应聘条件：
1.本科为日语专业，语言表达能力强；
2.获得日语能力考试N1证书；
3.有海外留学、教学经验者优先。

（七）雅思讲师

应聘条件：
1.热爱祖国，尊重学生，热爱教育事业；
2. 雅思综合分数 7 分以上，有海外留

学经验者优先；
3.面试考察口语对答和雅思课程试讲。

（八）A-level课程讲师（或储备讲师）

应聘条件：
1. 热爱祖国，尊重学生，热爱教育事

业；
2. 雅思综合分数 7 分以上，有海外留

学经验者优先；
3.面向学科A-level 数学、物理、进阶

数学、英语、化学；
4.面试考察对应学科试讲和英语口语

对答；
5. 无相关授课经验者可应聘储备讲

师，我校提供全程培养。

（九）外籍教师（Foreign teachers）

应 聘 条 件（Foreign teachers
requirements）：

1. 以 英 语 为 母 语 者 优 先（Native
speakers in English preferred）;

2. 职位涵盖艺术、体育、A-level 及戏

剧 表 演（Positions include art, physical
education, A- level, and theatrical
performance）。

六、薪资待遇：

1.年薪8-15万元，五险一金，特别优
秀者待遇提高；

2.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
3.享受学校各种节日福利；
4.食宿条件优越，免餐费、可入住人才

公寓；
5.良好的晋升渠道及空间；
6. 提供相关专业培训学习，支持

教 师专业进修和职业发展，搭建成长
平台。

七、报名方式：

请将本人简历发送至学校邮箱:
bzgxqgjzx@126.com（邮件标题注明应
聘岗位，例如：语文教师），简历后附：毕业
证、学位证、高中教师资格证、荣誉证件、
业绩材料等。

咨询电话：0543—8608093
何老师：13561578467
刘老师：15006307307

学校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高新区高十
一路东，新三路北。

为推动学生古诗词诵读与积
累，陶冶学生审美情趣，回顾线上
教学成果，4月21日至22日，滨州
实验学校一年级爱启航团队语文
组举办了第四期古诗考级。

考级现场严格有序，同学们
精神饱满，字正腔圆地展示着线

上学习古诗积累成果。开展本
次古诗词考级活动，不仅有效落
实了新课标中关于弘扬民族文
化底蕴的要求，而且大大激发了
学生乐于阅读、多背古诗文的兴
趣。（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高
群群 摄影）

古诗考级助力阅读

四月好时光幼儿品书香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赵燕 报道）为保障幼儿园
顺利复学，近期，邹平市明集镇
中心幼儿园采取多项举措全力
做好复学准备工作。

该园进行了全方位安全隐
患排查；开展教职工培训，让教

职工对相关流程及安全工作做
到人人熟知、准确应对；组织开
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规范报告
和处置流程，提高应急指挥和组
织协调能力；邀请邹平应急救援
队明集大队对园所环境进行全
面消杀，打造安全校园。

明集镇中心幼儿园
多举措做好复学准备

在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4月22日，滨州高新区第一教
育幼儿园推出“四月春光好，读
书正当时”绘本阅读活动，引导

小朋友们在阅读中品味书香、增
长知识。（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韩春红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淑
霞 通讯员 高真真 报道）4月22日，
由市妇联主办、市妇女儿童事业发
展中心承办的“少年儿童心向党
——亲子共沐书香 强国复兴有我”
滨州市家庭亲子阅读云活动以网络
直播形式举办。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2年滨州
市家庭亲子阅读活动安排，发出家
庭亲子阅读的倡议，并邀请独立阅
读推广人西瓜老师围绕《亲子共沐
书香，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分享家
庭亲子阅读的经验和方法。讲座
中，西瓜老师从“为何强调让亲子阅
读”“如何做好阅读启蒙”“如何做好

家校阅读”三个方面，为广大网友分
享了自己对早期阅读价值的深刻认
识，并提出“书房就是最好的学区
房”观点，鼓励大家“懂得读、愿意
读、感受爱、学会爱”。直播期间，5
万余名市民在线观看并积极互动。

今年，滨州市家庭亲子阅读活
动以“少年儿童心向党——亲子共
沐书香 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将围
绕深化亲子阅读主题实践、加强亲
子阅读指导服务、讲好滨州故事等
方面开展。其间，将围绕喜迎党的
二十大，开展“同悦书香”亲子阅读
及“家庭共读”书目推荐征集活动，
通过展示优秀作品、播放系列阅读

指导课程、推介一批阅读书目等活
动，引导广大家庭融洽亲子关系，养
成良好读书习惯，共同体验阅读快
乐。

记者从《关于开展2022年滨州
市家庭亲子阅读活动的通知》中了
解到，各县市区、各单位将聚焦活动
主题，抓住世界读书日、国际家庭
日、“六一”儿童节、寒暑假期等时间
节点，结合实际开展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家长儿童喜闻乐见的亲子阅
读活动，在亲子阅读中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和家国情怀教育。充分依托
各级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面向
社区和家庭，开展阅读讲座、家庭故

事会、好书分享会等家长儿童乐于
参与的亲子阅读指导活动，推动亲
子阅读活动在家庭落地落实。结合
正在开展的“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
动，发挥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家
风家教实践基地作用，探索“亲子阅
读+”模式，开展手工制作、绘本表
演、红色记忆寻访等活动，让广大家
庭和儿童知晓滨州的历史人文、资
源禀赋、产业优势及文明创建等内
容，讲好滨州故事，展现滨州形象，
引导广大家庭深入了解滨州、深切
爱上滨州、深情奉献滨州，让“在知
爱建”化为家庭的行动自觉。

以“少年儿童心向党——亲子共沐书香 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

我市以网络直播形式举办家庭亲子阅读活动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李永刚与王金龙签订的租
赁合同壹份丢失，签订日期:
2019年7月26日,房屋租赁证
明号:1907260002，声明作废。

滨州汇联传媒有限公司公
章 丢 失 ，公 章 编 号:

3723013006276，声 明 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丛春英丢失房屋不动产产
权证书，鲁2020滨州市不动
产权第 1088875号，声明作
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