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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学习贯彻 给郑州圆方集团职工 回信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在我省各级工会和职工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激励职工为夺取
“双胜利”作贡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连日来，
习近平总书记给郑州圆方集团全体职工
回信精神在我省各级工会和职工群众当
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和反响。他们纷纷表
示，要立足平凡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劳
动最光荣的理念，爱岗敬业、勤奋工作，
巩固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果，推进经济社
会秩序加快恢复，唱响新时代的劳动者
之歌。
河源市总工会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做到
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梅州市总工会召
开市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东莞市总工会召开党组会

议，强调要统筹谋划部署，狠抓工作落
实，把工会系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回信精神不断引向深入，并专门下
发通知，提出具体要求。湛江市总工会
先后召开党组会议和市工会干部会议，
认真传达贯彻落实回信精神。
广州白云区，湛江赤坎、麻章、霞山
区、徐闻县，韶关乐昌市，河源源城区通
过专题会议、汇报会议等多形式，组织广
大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学习宣传贯彻回
信精神。
“总书记的回信立意深远、情真意
切，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对广大基层劳
动群众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湛江市
麻章区总工会主席邵小红表示，要坚定

不移地贯彻落实回信精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工会工作中来，坚定不移坚持
党的领导，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工会优势和力
量，激励广大职工群众用勤劳的双手为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出
更大贡献。
回信中“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
民”的谆谆教导，也激励着广大职工群众
在平凡岗位上续写更出彩的故事。格力
电器（中山）小家电制造有限公司质控部
部长、首席质量官何兵曾获得中山市第
二届“十大工匠”荣誉称号。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他作为公司质控部部长，积极
响应政府号召，配合公司复工复产，与一

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年底须完成
据人民网消息 5 月 19 日上午，教育
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2019 年全国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有关情况。会
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荫透露，
教育
部已经把修订教育督导条例列入了今年
的年度工作重点，另外，教育督导问责办
法初稿近期将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
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年初，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能否介绍一下目前让教育督导“长
牙齿”的工作进展。
田祖荫表示，在具体工作中，最近做
了三个动作，均是“长牙齿”的直接体现，
一是对 2019 年省级政府履责督导的 6 个
省份一对一发出了督导意见，要求他们
对发督查发现的问题一一整改，
7 月底以

前报整改结果；二是就义务教育教师工
资水平不低于公务员，连发两个通知，要
求今年底以前必须完成这项目标任务，
作为一项硬任务，要求各地开展自查，下
半年大概九、十月份的时候，将组织实地
的检查督查。三是对 31 个省区市政府和
新疆兵团办公厅发出督办函，要求对照
2020 年要交账的各项事业发展目标和重
大项目任务，
制定施工图路线图。

“共享员工”每月最高补助 800 元

东莞厚街：

本报讯 东莞市推出企业用工余缺
调剂模式以来，
“ 共享员工”帮助了多个
镇街的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日前，厚街
镇更是在全市率先出台《
“共享员工”员
工工作补贴办法》，对双方企业与员工协
商一致，签订三方协议，实现企业之间全
日制互助调剂用工的，给予资金补贴。
“共享员工”
每月最高可获得 800 元补助。
厚街镇在全市率先出台了《
“共享员

工”员工工作补贴办法》，对双方企业与
员工协商一致，签订三方协议，实现企业
之间全日制互助调剂用工的，给予资金
补贴。其中，对参与的非技术岗位员工，
按上岗时间每人每日补助 30 元，每月补
助上限 500 元；对技术类岗位员工，每人
每日补助 50 元，每月补助上限 800 元。
在三方协议有效期内，每人最多一次性
补助三个月。

东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不
同行业间“共享员工”，能有效缓解用工
单位的用工需求问题，降低闲余企业闲
置员工的人工成本、缓解闲余企业的员
工流失问题，提供闲置员工停工待料期
间的工资收入，已在长安、寮步、莞城、东
城、黄江、厚街以及大朗等多个镇街得到
积极推广。
（余晓玲）

广州南沙“港澳青创 30 条”实施细则发布

实习、就业、创业
“通通有奖励”
本报讯 5 月 20 日，
《广州南沙新区
(自贸片区)鼓励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实施细则(试行)》新闻发布会暨湾区创
业生态搭建战略签约仪式在南沙明珠金
融科创中心举行。会上，
《广州南沙新区
(自贸片区)鼓励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实施细则(实行)》(以下简称“港澳青创 30
条”)正式发布，来南沙实习、就业、创业

通通有奖，补助和奖励资金最高 1 亿元。
据了解，
“港澳青创 30 条”用港澳话
语制定清晰易懂的政策条款，以高效便
捷的审批流程，为港澳青年提供个性化
政策兑现服务，实现学业、就业、创业“三
业”与“食住行”需求全面覆盖，体现了满
满诚意。
“港澳青创 30 条”的出台打破了港

澳青年在南沙就业创业的壁垒，为港澳
青年就业创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进一
步拓展了港澳青年在湾区特别是南沙的
发展空间。其中，港澳青年在南沙注册
成立企业，最高可获得 10 万元的补贴。
此外，来南沙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还可
申请每人每月 1500 元租房交通补贴，补
贴年限为 1 年。
（张豪）

线员工日夜备战、加班加点，为格力生产
的口罩、护目镜、红外线测温仪、蒸汽精
洗机、空气净化器等市场急需产品的质
量保驾护航。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广东省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珠海市香洲区市容环境
管理中心清扫班长张美连和同事们始终
坚守在工作一线，一刻也不放松。为了
尽早复工复产，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调动了每一名职工的力量。从防疫
物资采购到公司封闭式管理，从车间消
毒到员工体温实时监控，每一个小小的
行动，都是维护大家的安康，阻断疫情传
播的重要手段。这些看似平凡的人，平
凡的事，正是战胜疫情的关键因素。

为加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中小学师资力量

今年公费定向培养
3555 名师范生教育硕士
本报讯 5 月 20 日下午，省教育厅召开
2020 年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推进视
频会。会议指出，自 2012 年实施“强师工
程”以来，全省中小学（含幼儿园、中职学校，
下同）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教师队伍数量、结构、素质得到了协调发
展。但对比广东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
师队伍的整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为了进一步加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的 师 资 力 量 建 设 ，日 前 ，
《关 于 2020 年 公
费定向培养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中小学教
师 的 实 施 办 法》出 炉 ，2020 年 全 省 计 划 招
收公费定向培养本专科师范生和教育硕
士共计 3555 名。
省教育厅表示，将招收初中起点五年一
贯制专科层次学前教育专业 200 名，面向定
向培养需求计划来源县（市、区）招生，学生
毕业后回定向计划来源地乡镇（不含县城所
在镇街，下同）及乡镇以下农村公办学校（含
村小、教学点和幼儿园，下同）任教。
招收高中起点四年本科层次师范专业
1700 名，其中学前教育专业 180 名、小学教
育专业 690 名、体育教育专业 250 名、美术学
专业 250 名、音乐学专业 250 名和特殊教育
专业 80 名。面向全省范围招生，学生毕业
后到定向计划来源地乡镇及乡镇以下农村
公办学校任教，特殊教育专业到定向计划来
源地县域内相关学校任教。
招收本科起点教育硕士全日制研究生
400 名，面向全国范围招生，学生毕业后到定
向计划来源地县域内相关学校任教。
招收世行贷款项目初中起点五年一贯
制专科层次小学教育专业（全科）1255 名，面
向纳入世行贷款项目的 14 个县（市、区）招
生，学生毕业后回来源县（市、区）农村小学
（含村小、
教学点）任教。
（粤教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