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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彦刚）记者
近日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按照
我省今年高考实施办法的规定，
高考录取中各批次招生计划遇
到未完成时，将采取征集志愿的
办法进行补充。

据悉，每批次正式投档录取
后，省招办在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门户网站和陕西招生考试信息
网公布征集志愿信息。达到相
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且尚未
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征集志
愿。征集志愿时，高校如对填报

本校征集志愿的考生有最低位
次、分数要求（不得高于正式投
档录取时的最低位次及分数），
应提前向省招办提出申请。根
据今年我省首次实施批次合并
改革的实际，本科二批录取时将
视情况决定是否降分征集志愿。

我省今年高考实施办法规
定，考生根据自己的报考科类，
按照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站和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公布
的学校和专业名称、代号、录取
批次以及学校公布的招生章程

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填报
志愿（征集志愿）。

考生在填报志愿（征集志
愿）之前，必须认真阅读了解拟
报考院校招生章程和我省有关
招生工作规定，按照网上填报志
愿的说明及相关要求，根据高校
招生计划，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填
报学校和专业志愿，确保志愿信
息准确、有效，并对所填报志愿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
志愿确认后不可更改。逾期不
予补报。

考生未填报志愿或将志愿
填报在规定栏目以外而影响录
取的，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省
招办不受理考生以任何理由提
出的要求放弃某一批次、某一高
校、某一专业志愿转而参加后续
批次、其他高校、其他专业录取
的申请。招生院校以考生自愿
放弃为理由提出的退档要求，省
招办不予同意。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6月
16日下午2时45分，陕西的4位
医生在太原南站候车，一位 50
多岁的男子突然晕倒在地，呼吸
骤停，四位陕西医生轮番为他做
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周围旅客
纷纷为陕西医生救死扶伤的义
举点赞。

昨天上午，西北妇女儿童医
院妇三科主任何菊仙、副主任颜
红丽、医生付玉和西安交大第二
附属妇产科医生顾中亮去太原
开学术会议，打算乘坐当天下午
3时 21 分的D2521次动车从太
原返回西安。

下午2时45分，四位医生正
准备进站，这时距他们 20米远
的地方，有一位 50多岁的男子
突然晕倒，不省人事，随行的一
位同事吓坏了，不知所措。四位
医生没有一丝一毫犹豫，立即赶
往患者身边。

何菊仙为病人号脉，发现
病人心跳呼吸骤停，颜红丽立
即给病人清理呼吸道。此时周
围什么抢救仪器都没有，何菊
仙跪在地上与颜红丽一起实施
心肺复苏，按压心脏，付玉和顾
中亮也立刻参与抢救。何菊仙
年轻时膝盖做过一次大手术，

跪下很艰难，但是她一直跪在
地上实施抢救，周围的旅客看
在眼里，不约而同地为她拿来
一本本书籍和杂志，让她垫在
膝盖下面。白白净净的顾中亮
在给患者做人工呼吸时，也不
顾患者口角流出的呕吐物，进
行了几十次人工呼吸，忙得汗
流浃背，旅客用扇子为他扇风
降温。

在120到达之前，四位医生
轮流进行心肺复苏，按压 10余
个循环，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直
流，经过20多分钟的抢救，颜红
丽说病人的病情稍有缓解，有了

微弱的呼吸，还有呻吟声。
周围的旅客说，四位陕西

医生没有穿工作服，没有任何
的医疗工具，更没有保护措施，
但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顾
虑，积极实施抢救，这就是对医
生职责最好的诠释，也是对病
人的尊重和负责。

因为临近发车，太原南站工
作人员送陕西四位医生经过绿
色通道上车。

上了车后，他们心情都久久
不能平静，何菊仙多次与太原南
站工作人员联系，了解病人
病情。

特岗教师服务期为三年，
服务期内全部安排在农村学
校任教，可根据当地农村教育
需求在县域内乡镇以下学校
流动。

我省特岗计划采用“陕西省
特岗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以下

简称“陕西特岗系统”）进行特岗
教师报名、招聘、录用、管理和信
息动态更新。

考生通过系统进行注册登
录报名，原则上每位考生只能申
报一个特岗教师岗位。

时间为6月20日9时至6月

25日18时。
6月 20日 9时至 6月 26日

18时，各市及各县区对高校毕业
生和社会人员申报志愿情况进
行统筹和网络资格审查。笔试
包括教育理论知识和学科专业
知识两科，全省统一命题，笔试

时间暂定为7月中上旬。
经过资格复审、面试及体

检。8月10日前确定拟聘人员。
2019届特岗教师应于 8月

15日前赴特岗计划县区报到，进
行集中培训后，8月下旬，特岗教
师赴相关学校上岗任教。

如何申请招聘特岗教师

特岗教师的招聘对象确定
为：以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
研究生为主，可招聘适量全日制
师范教育类专科生。要求招聘
者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
良好，未受过纪律处分，无不良

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各类基层服务期截至 2019年 8
月31日前未满或服务期内有一
次考核不合格者不能报考。有
相应教师资格证书，或持有教育
部考试中心颁发的《中小学和幼

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且应在2019年8月10日前取得
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书。

年龄30周岁以内（1989年5
月1日及以后出生）、未就业或与
原就业单位解除了劳动（聘用）

合同，符合本次招聘条件的全日
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员，
心理健康，笔试成绩高者优先、
学科专业知识成绩高者优先、师
范教育类本科生优先，本地生源
优先。

哪些人符合特岗教师招聘条件

特岗教师在三年聘任（服
务）期间计算工龄、教龄，每学期
对特岗教师考核一次，对违反
服务协议和学校规章制度的特
岗教师，依法依规及时处理。

严禁借用或安排特岗教师
到非教育教学岗位。

对服务期满且愿意留任的
特岗教师，经教育主管部门考核

合格的，按规定程序，报市级事
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核准
后，直接办理聘用手续，确保全
部入编入岗。

对服务期满后不愿留任特
岗教师，由其自主择业。

特岗教师三年聘任期内执
行国家统一的工资制度和标准，
享受与当地公办学校在编教师

同等待遇。相关津贴补贴由各
地根据当地同等条件公办教师
年收入水平和中央补助水平
（3.82万元/年）综合确定，高出中
央补助部分由县区政府承担。
特岗教师在工资待遇、职称评
聘、评优评先、绩效考核等方面
与当地公办教师同等对待，落实
乡镇工作补贴和实施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要将相应岗位的特岗教师纳
入实施范围。

参加特岗计划服务期满且
考核合格的，自服务期满起3年
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取。

本报记者张彦刚

任教特岗教师享受哪些待遇

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今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将招聘特岗教师5805名，服务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国家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原“两基”攻坚县和革命老区县乡镇以下学校、村小和教学点。

我省今年计划招聘5805名特岗教师
服务期满三年内考研 加10分优先录取

本报讯（记者陶颖）6月14日至15
日，2019陕西省首届健康养老高峰论
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健康陕西
与养老服务的融合发展”为主题，旨在
通过搭建健康养老服务行业的互通平
台，助力健康养老事业发展。

论坛围绕“健康养老的国际趋势与
国家战略”“健康陕西与养老服务的融
合发展”“健康养老服务陕西本地经验”
三大主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陕
西在养老服务方面具有典型特色的代
表分享经验。论坛还以“陕西健康养老
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为主题进行了圆
桌对话。嘉宾们围绕我省目前医养结
合工作推进、社区/居家健康养老、家庭
照护、健康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等五个方
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建
议和对策，对于我省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省首届健康养老
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记者从西安
市人社局获悉，拟对报名应聘2019年
西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管理岗位的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中，符合规定条件的
64人加分，最高可以加15分。

据了解，根据相关规定，自主就业
的退役士兵在参加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和事业单位招录公务员、聘用职员时，
应适当放宽报考条件，并根据情况给予
加分优惠。其中，获得中央军事委员会
授予荣誉称号的加20分，获得军队军
区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或者荣获一等
功的加15分，荣获二等功的加10分，荣
获三等功的加5分；大学本科毕业后入
伍的加10分，大学专科毕业后入伍的
加5分；每超期服役1年加1分。多次
获得荣誉称号或者立功的退役士兵，按
照其中最高等级加分。

64名退役士兵
应聘获加分

本报安康讯（记者 吴琛）6 月 15
日，第五届中国安康富硒产品博览
会在安康天贸城开幕。今年的硒博
会除了毗邻的湖北十堰、恩施，重庆
江津，四川达州、宜宾，湖南桃源等
地市参会，还首次迎来了福建诏安、
黑龙江海伦、青海平安、宁夏吴忠等
地市参会。

本届硒博会首次采用“一会三馆”
的模式，在安康天贸城按照安康市产业
分类设立富硒茶、富硒魔芋等7个专业
特色展馆，设置300多个展位，另外还
邀请了100多家其他富硒地区的生产
厂家参会、参展，展区规模1万平方米，
重点展示安康及全国各地富硒产品和
安康市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在安康扶贫
空间按照地域设9县1区和3个管委会
13个县区特色产品馆，充分展示展销
安康市名优特色产品，并开展富硒特产
的宣传和销售。

第五届中国富硒产品
博览会举办

高考录取中各批次招生计划未完成

将征集志愿进行补充

陕西四位医生太原南站抢救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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