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府办 (⒛ 18〕 ”4号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⒛1g年三亚市引进

“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单位 :

《2018年 三亚市引进
“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工作实施方案》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此件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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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s年三亚市引进
“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

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 发 〔20I㈩ I2号 )精神,按照《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⒛ 18¨20笏 年)要求,根据 《海南省教

育厅关于 〈利用
“
候鸟型

”
教育人才提升海南省基础教育质量试点

工作方案 (试行 ))的 通知》《中共三亚市委办公室 三亚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亚市加强和改进
“
候乌型

”人才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三亚市落实
“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
实施方案

(20I⒏2025年 )和三亚市
“双十行动

”
教育提升工程确定的工作

任务,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指导意见》精神,按照省、市第七次党代会总体部署,围绕海南

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良好氛围,以用好
“银发精英”

镦育人才为抓手,吸引“银发精英”教育人才为我市教

育发展贡献才智、经验和力量,通过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一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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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尚、业务过硬、乐于奉献的教师队伍。

二、工作目标

20I⒏⒛⒛ 年期间,是实施百万人才进海南的大好时机,实

施“银发精英
”汇聚计划,主动对接国内发达省市教育机构,采用

退休返聘等方式吸引大师级人才及其他高层次人才到三亚支教 ,

并对汇聚我省的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进行充分挖掘, 建立我市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信息库,引 进一批相对稳定的专家顾问团队

或素质优良,乐于奉献的
“银发精英

”
退休教师、教育专家。通过

试点,逐步积累利用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和

范例,待时机成熟后向全市中小学校铺开。

2018年拟引进 12名 退休教师及 I个顾问团,其中海南中学

三亚学校 3名 (语文、历史、物理各 I名 )、 市第四中学 3名 (语

文、数学、英语各 l名 )、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 3名 (语文、数学、

化学各 1名 )、 市第一中学 3名 (语文、数学、英语各 1名 )。 顾

问团以
“
专家顾问团

”
形式组建,由 10人组成,其中区域教育管

理专家 1人 (团 长 )、 研训专家 l人 ,德育专家 1人 ,艺体专家

1人、学科专家 6人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专

业优先考虑 ),主要负责市直属学校的教育教学指导工作。

三、引进程序

(一 )人才招募 在南方人才网、海南省
“
候鸟

”
教育人才信

息网、市政府、市教育局网站和三亚日报等宣传渠道上发布信息 ,

向社会公开发布公告或通过省教育学会推荐,建立健全“银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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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
教育人才信息资源库,招募优秀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

(二 )审查和面试 市教育局委托专家对
“银发精英

”
教育人

才进行资格审查和面试,符合条件的人员在市教育局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者,由市教育局统—组织体检。经综合考

量后由三亚市引进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提升教育质量工作领导

小组确定聘用人选。引进人才应聘时应保证所提交的信息资料真

实有效,如发现弄虚作假者,一经核实立即取消应聘资格。

(三 )签订聘用合同 学校与确定聘用的
“银发精英

”
教育人

才签订聘用合同,实行一学期一签。岗位职责、工作时间和劳动

报酬等事项依照本方案及相关的规定执行。

四、资格条件

(一 )应聘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原则上年龄不超过甾周岁,身体健康,品德高尚,思维

敏捷,无不良记录,能胜任本职工作。

2.有多年一线教育教学经历,经验丰富,威望较高,成果得

到社会认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有效推广。

3.具备副高级教师 (含 )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二)除 以上基本条件外,下列岗位还应满足如下相应要求

I.研训专家:曾在市县级以上 (含市县 )教育教学研究培训

部门有不少于 5年的管理经历,有较突出业绩的教学专家;

2.德育专家:曾在市县级以上 (含市县 )优质学校从事学校

德育管理工作,有成功的实践案例的优秀德育管理干部或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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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3.艺体专家:曾 在市县级以上 (含市县 )优质学校从事学校

艺体教育工作,有成功实践案例的优秀教师或教研员。

五、工作时间和内容

(一 )退休教师

聘用到各学校的
“银发精英

”
退休教师必须满足一学期全职

工作的要求 (其中试用期 l个月 ),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变更。

主要工作内容 :

1.引 进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协助学校建立稳定的教育

教学秩序,优化学校的文化环境,推动学生学业水平的提高。

2.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安排工作,以师徒结对方式指导青年教

师,参加并指导学校的教研和集体备课活动,并通过集体各课、

举办讲座、开设公开课等多种形式,帮 助当地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业务能力。

3.结合中、高考实际,提 出有效的指导意见和建议,协助做

好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

4.配合市教育研究培训院开展教研培训、送教下乡或定点帮

挟工作。

5.工作方式:退休教师必须在一线工作,示范培养一个班级。

(二 )顾闩团队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顾问团队每个学期工作期限至少为 3个

月 (含 )以上 (其中试用期 1个月 ),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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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主要工作内容 :

1.引 进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协助学校建立稳定的教育

教学秩序,优化学校的文化环境,推动学生学业水平的提高。

2,工作方式:至少 4名 专家组成一个顾问小组,分别以 I¨2

所学校为基地,顾问团统筹主要工作,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制定质量提升方案,经市教育局同意后,指

导工作实施。

六、福利待遇

(一 )工资待遇参照我市正 (副 )高级退休教师测评工资标

准执行,其中:正高级职称 12OOo元/月 (试用期 II000元 /月 );

副高级职称 lO00o元 /月 (试用期⒛00元 /月 )。

(二 )对有住房需求的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市政府通过安

排人才周转房或公租房的形式予以解决;确 因周转房或公租房紧

缺,市政府不能提供或本人自愿不使用的,可以以货币形式享受

住房补贴。I.正高级职称,住房补贴标准为佃0O元 /月 ;2.副

高级职称,住房补贴标准为 3000元/月 。

(三 )市 内交通、工作误餐等方面执行本地政策,异地就医

结算按人社部相关规定执行。被聘用人员连续服务时间超过3个

月的,夫妻双方每年往返一次机票按经济舱标准实报实销。

(四 )用 人单位要为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和

生活条件,建立规范的劳务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力、责任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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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约定的事项,鼓励用人单位结合实际为
“银发精英

”人才购买

医疗、意外伤害等保险,充分保障
“银发精英

”人才在服务期间的

合法权益。

七、考核和监督

(一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的人事关系、档案、户籍、社保

等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我市对当地人事、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专

业技术资格予以认可。

(二 )“银发精英
”
教肓人才在我市教育系统工作期间应按照

合同履行职责、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学校的管理,遵守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和校纪校规,尽职尽责,主动做好各项工作,充分

利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帮 助当地教

师提高教学水平和业务能力。

(三 )对不服从领导,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的要严肃批评 ,

情节严重者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后予以解聘,列入不良信用

记录,其工作经历不予认可。

(四 )个人身体原因不能坚持工作或请假超过十五天的,需

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严禁顶替、挂名等弄虚作假行为。一

经核实,将追究相关领导及责任人员的责任。

∧、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颔导

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三亚市引进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提升

教育质量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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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王铁明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副组长:常成云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

吴 萍 (市教育局局长 )

成 员:林艺平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

陈鹏程 (市教育局副局长 )

陈 奔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

陈浩净 (市财政预算管理局局长 )

刘清伟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

海 斌 (海棠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

范晓晴 (吉 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

蔡永书 (天 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

彭建军 (崖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

胡启武 (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副主任 )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主任由陈鹏程副局长兼任 ,

负责日常工作。

(二 )明确责任分工

市委组织部负责政策指导;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对拟

聘用退休教师专业资格进行确认;市财政局负责保障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工作经费及将聘用退休教师所需经费列入年度预算予

以保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提供相关周转房或公租房;市教

育局牵头负责聘用工作的组织实施,做好综合协调工作,制定年

度聘用计划。各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在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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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力等方面提供支持,形成合力,为 引进的
“银发精英

”
教育人

才开通绿色通道。

各区政府 (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可根据各区实际情况,结合

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制 定各区聘用计划,自 行引进
“银发精英

”

教育人才并保障相应费用。

(三 )定期组织交流

建立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标准和跟踪督导机制 ,

实施动态监测,每学期结束之后由市教育局对引进的
“银发精英

”

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评价,并组织召开由试∫点单位和相关部

门参与的
“银发精英

”人才工作评价交流会,及时反馈评价结果和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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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lO —

2018年 8月 30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