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出台

综合素质评价将成为升学的重要依据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终止公告

（交易序号：19146）

经研究决定，现终止正在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

交易的交易序号/宗地编号：19146/珠国土香工2019-003

号，位于珠海大道南侧、广生村东侧87104.74平方米用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1月8日

通 告
因电力施工需要，现决定对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一、2019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封闭吉莲

路、吉柠路（柠溪变电站）人行道。

二、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封闭吉柠

路南往北方向一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1月5日

通 告
因污水管网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封闭濂泉路一条机动车道及部分

人行道，剩余机动车道供车辆双向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1月5日

11月9-11日建设银行携手珠光大众举办“双11全民购车节”。旨
在为广大客户带来最优质的购车体验与建行购车分期服务，客户于活动
当天购车可享5重特惠：

1、建行VIP客户预交11元订车享额外1年/3万公里保修服务；
2、建行VIP客户预交11元订车再享24寸山地自行车一台；
3、全系车型可享建行钜惠分期政策，超低首付贷车回家；
4、现场66台钜惠现车尊享抢购价，迈腾包牌18.88万元、探岳包牌

18.88万元等；
5、任意品牌车型成功置换探岳可享7000元额外补贴。建行购车分

期便捷简单，诚邀您莅临珠光大众展厅尊享“双11购车节”盛典。
建行郑经理：18926922230 珠光大众销售热线：0756-8682009

全系车型钜惠抢购
五重好礼盛况空前

双11建行-珠光大众全民购车节强势来袭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王晓君报
道：记者近日从市教育局获悉，《珠
海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
案》出台，此《实施方案》自2018年
秋季入学的初一年级学生开始实
施，今后将成为升学的重要依据或
参考。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
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
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要求，广东省积极推进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将初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改革作为其中重要组
成部分，并出台了《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实施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指
导意见（试行）》。在此背景下，市教
育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珠海市初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评价主体将按照信
息对称和“谁了解谁评价，谁评价谁
负责”的要求，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的
评价主体，每项指标都由对被评学
生最了解的教师、学生等负责过程

记录或评定。评价内容主要为思想
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
养和社会实践5大方面，并作为一
级指标，下设15个二级指标，20个
三级指标，25个重要观测点。其中，
思想品德包括思想素质、品德发展
和公民意识；学业水平包括学业成
绩、学业潜力和学业素养；身心健康
包括体质状况、健康生活、安全素养
和心理健康；艺术素养包括艺术体
验和艺术特长；社会实践包括社会
学习、劳动实践和实践性学习。

评价方式主要采取写实记录、
评语评价与重要观测点计分相结
合。写实记录主要指学生成长过程
中能反映自身综合素质发展过程与
结果的关键事件及相关证据材料，
评语评价包括自我陈述和教师评
语，重要观测点计分是指在综合素
质评价五方面内容中，每方面均包
含5个重要观测点，根据学生实际
情况，每个观测点计0分、2分、4分，
最高分为20分。

按照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五
大类内容分别进行评价，评价结果
分学期评价和初中毕业总体评价等
级。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包
括两部分：综合性评语和评价等
级。综合性评语包括学生自我评语
和教师综合评语，评价等级是指学
生综合素质发展的五大发展内容结
果以等级方式呈现，分为A、B、C、
D、E五个等级。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贯穿初中三年，不仅将
作为指导学生成长的依据，也将作为
学生升学重要依据或参考。据了解，
自2023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
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五个方面均为
D等级以上（含D等级），方可报考普
通高中。 思想品德方面为B等级以
上（含B等级）方可报考以下普通高
中：珠海市第一中学、珠海市第二中
学、珠海市斗门区第一中学、珠海市
实验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
高级中学、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

区、广东实验中学珠海金湾学校、华
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

同时，市、区教育部门也把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评价学校办
学水平的重要依据。

据悉，此《实施方案》自2018年
秋季入学的初一年级学生开始实
施。2018年秋季入学的初一年级
学生从初二开始在信息平台上记录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2019
年及以后秋季入学的初一学生从初
一年级开始在信息平台上登记。

对于2018年秋季入学的学生来
说，毕业总体评价对应初中三个学期
的综合素质评价得分为：48分-60分
为A等，36分-47分为B等，24分-35
分为C等，12分-23分为D等，0分－
11分为E等；对2019年及以后秋季
入学的学生来说，毕业总体评价对应
初中五个学期的综合素质评价得分
为：80分－100分为A等，60分－79
分为B等，40分－59分为C等，20
分－39分为D等，0分－19分为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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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

《老师好》这部电影选取了
八十年代一个高中班主任苗宛
秋作为背景题材，而较为新颖的
叙述方式是通过高中班上一个
男生的整个高中的回忆，串起了
整部电影，这部电影具有很大的
教育意义。

有人说，老师可以分成五个
层级：尸位素餐，照本宣科，因材
施教，传道解惑，激励并开启人
生。我想，苗老师应该属于第五
层级，他是中国典型性教师的形
象，电影刻画得入木三分，形象
非常完整，有点固执，有点严厉，
有点烟火气，有点小市井……形
象饱满让观众惊艳，在学生时
代，如果遇到这种老师无疑是非
常幸运的。

1985年的南宿一中，苗宛
秋老师推自行车昂首走在校园
里，受着人们艳羡的目光和纷至
沓来的恭维，桀骜不驯的洛小
乙，温柔可人的安静，新潮前卫
的关婷婷等。三班是一个永远
不缺故事的集体，苗宛秋怎么也
不会想到，他即将走进的这个三
班将会成为他的噩梦，三班的同
学也没有想到，这位新来的老师

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与以往塑造的众多喜剧形象

不同，于谦饰演的老师苗宛秋戴
着一副黑框眼镜，身着朴素的白
衬衫，手腕上带着手表，还原了八
十年代老师们的形象，在性格上，
苗宛秋在课堂上威严厉色，私下
却展现了慈祥、和蔼的一面，人物
丰富细腻的情感在于谦的演绎之
下流淌出极度煽情的力量，不少
现场学生都在悄悄拭泪，直言于
谦是”被相声耽误的影帝”。

“老师好”这三个字简单、平
凡，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的绚烂
和奢华，它不仅是学生对老师的
一种礼貌和一声问候，更是一个
老师付出毕身心血和代价以后赢
得的尊重和殊荣。

老师的望其成才，学生的稚
嫩抵抗，老师的求之不得，学生的
为其努力、付出、感动、回报。并
非刻意去想要得到回报，但是却
随之而来，你可以说赠人玫瑰手
留余香，也可以说这才是本来的
样子。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
级中学 高一(20)班 康智慧

指导老师：李亚丹

由珠海市教育局和珠海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经典电
影进校园”活动日前走进多所学校，上千名学生及老师观
看了经典影片《老师好》。许多师生纷纷以观后感的形式
记录了此次活动。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
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
为我开放。时间的长流里我们
遇见千万个人，遇见不同种人
生，或许像影片《老师好》里的洛
小乙一样外表强硬内心柔软，像
关婷婷一样又是什么都不在乎，
但有时为了集体也能付出一切，
又或许像苗老师一样，暗地里不
收费地帮学生补习。

这个世界不缺乏优秀的
人，但缺少一份温情与爱，高
速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越发的遥远，冷漠仿佛成
为了这个时代的代名词。而
电影中同学有难互相帮助，以
及那种浓烈的集体意识，在当
代是极少体现的。影片中同
学们晚上打着手电筒帮助老
师寻找自行车，作为惊喜送给
老师，尽管他们之前让老师十
分头疼，但这也确实可以看出
他们对老师的爱。

学生时代或许是最难忘的
一段时期，同时对于我们自身
而言也是改变人生重要的一
步，但时间不等人，像影片中一
样，从高一的懵懂到高三的倒
计时，仿佛是一眨眼的事，这一
段经历将永远成为记忆里珍贵
的时光。

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
着几颗，就像影片里描述的一
样，影片中苗老师最后离开了我

们，毕业照上的位置永远空着
了。那一刻同学们才恍惚，那些
年苗老师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
顾，那些年与他斗智斗勇的日子
成为了我们难忘的回忆，甚至我
们还未来得及与他告别，他就与
我们不告而别了。这个画面于我
而言也是感慨万分的。

初中时，教了我两年的语文
老师突然不教我们了，离开时
也是说因为学校的安排，但临
走前和我们说会让更好的语文
老师来教我们的。毕业时，教
了我三年的班主任也是对我们
说了一句“从现在开始你们完
成了你们的初中学习任务”。
高中开始的一个月，语文老师
也不教我们了，临走前他好好
地叮嘱我们要好好努力学习。

太多的告别，我们对于相遇
的每一个人诚心以待，就是为
了避免那些不告而别留下的伤
害。

电影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呈现
一个完美的结局，青春本身就是
一个带着遗憾，带着不完美开始
人生的过程。

坐在礼堂的那一个夜晚，我
对着夜空中的流星许下了对老师
的礼赞。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
级中学 高一（1）班 冯晓晶

指导老师：刘立华
（本报记者廖明山 王晓君整理）

忆你或不忆你，你就在那里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王晓君
报道：记者近日从市教育局获悉，
根据《珠海市教育局2019年秋季
武汉考点面向全国招聘市直属学
校在编教职员公告》规定，珠海市
教育局2019年秋季武汉考点面
向全国招聘市直属学校在编教职
员网上报名系统于11月7日早
上开启。符合条件的考生可进入
珠 海 市 教 育 局 官 网（http://
www.zhjy.gov.cn/）点击页面右
下角“珠海市教师招聘系统”进行
报名。

登录报名系统后，需先注册
并记住个人设置的密码，确保
填写的信息真实、完整、准确，
并认真核对拟报考岗位，一旦
提交报名后不能修改报考岗位
（每人限报考一个岗位）。提交

完成后，应聘者可点击报名系
统中页面上方的“查看审核结
果”查询网上预审结果。招聘
单位将不定期公布网上预审结
果。

据悉，网上报名系统将于11
月12日18时关闭。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提醒，
为保障访问的流畅性，建议使用
谷歌浏览器或火狐浏览器访问。
正式报名前，建议完整阅读《珠海
市教育局2019年秋季武汉考点
面向全国招聘市直属学校在编教
职员公告》及相关附件，了解相关
详细信息。报名、考试期间请确
保所填写的手机畅通。为确保网
上报名顺利，每张上传图片大小
应控制在1M以下，确保完整、清
晰。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王晓
君报道：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
院获悉，我省2020年高考报名
时间较往年提前1个月，于2019
年11月1日-10日进行，其中考
生网上报名时间为11月1日-6
日，确认时间为 11 月 6 日-10
日。

目前高考报名已进入确认时
间段，未报名考生须抓紧办理报
名手续。

此外，美术类、广播电视编导
类术科统考也提前到2019年12
月1日进行。拟参加2020年普

通高校招生录取（含春季高考和
夏季高考）的普通文理类、艺术
类、体育类、3+证书类、单考单招
类、依据学考成绩录取、高职自主
招生、高职三二分段、五年一贯制
等各类型考生都须在上述时间内
参加高考报名。

省招办特别提醒，符合我省
高考报名条件拟在我省参加高
考，目前在外参加培训班的艺术
类考生和在外参加训练或比赛的
体育类考生，如尚未办理高考报
名手续，请抓紧办理，以免错过高
考报名和术科考试。

2020年高考报名时间即将结束
未报名考生须抓紧办理报名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王晓君报
道：近日，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
学发布《2020年教师招聘公告》，面
向全国招聘高中各科教师共32人。

据介绍，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
属中学是珠海市人民政府和华中师
范大学合作创办的一所公办全日制
普通高级中学，学校选址斗门区乾
务镇，按照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标准建设，规划总用地面积341929
平方米，设计规模为120个教学班，
可同时容纳6000名学生就读。学
校依托华中师范大学及其附属中学
优质办学模式，充分发挥华中师范
大学强大的学科、人才、科研优势和

成熟的办学经验，以先进的教育理念、
优质的教育资源、创新的学校管理体
制、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有吸引力的薪
酬体系，力争把学校办成“高品质、高
质量、特色明、创新型、国际化”的现代
品牌学校。学校已于2019年9月开
班办学，首批招生8个教学班。2020
年起将逐步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招生
计划。为此，特面向全国招聘高中各
科教师。

《公告》称，招聘条件及对象为全
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取得本科（含）以上
学历及学士（含）以上学位的2020年
应届毕业生，并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
证书。特别优秀的毕业生可以不受专
业名称限制。

据了解，被聘教师实行人事代
理制，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国
家相关规定办理五险二金；参照珠
海市在职在岗教师相应资历上浮
10%—30%确定年薪，特别优秀者
在此基础上可适当提高。依照珠海
市有关职称政策，被聘教师在中高
职称指标分配上享有适当倾斜政
策，享有珠海市重点中学教师同等
的评先评优等权利，在业务进修专
业提升、考研读博等方面享有华中
师范大学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便利条
件。另外，学校执行优劳优酬、多劳
多得的薪酬体系，实行绩效奖励制
度。特别优秀者另经考核可办理进
编手续，符合珠海市优秀人才引进

政策有关规定的市外教师，可享受
相应政策奖励与支持。

此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现场
确认方式进行。符合报名条件的考
生可在北京大学就业信息网、华中
师范大学就业信息网或华中师大珠
海附中微信公众号上下载并填写
word格式《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
属中学公开招聘教职员报名表》，其
他相关证明材料按要求及顺序编辑
成一个PDF格式，将以上两个格式
文件一并发送至ccnuzhfzzp@163.
com，邮件主题格式为：科目+姓名+
手机号码，邮件大小不超过30M。

据悉，此次招聘的报名截止时
间为11月19日17时。

华中师大珠海附中面向全国招聘32名高中教师
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19日17时

岭秀城“大地”幼儿园
幼儿绘画展示

珠海市13所公办学校
招聘编制教师

作品：多普画
作者：覃国希
年龄：6岁
指导老师：李潘美

作品：郁金香
作者：冼佳桐
年龄：5岁
指导老师：张永婷

作品：暖冬
作者：张志远
年龄：5岁
指导老师：李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