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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h-昨日，
福建省教育厅印发 《福建省中小
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规则 （试
行）》的通知。即日起，
福建中小学
教师资格试行5年一周期的定期注
册。注册条件以师德表现、年度考
核和培训情况为主要依据，结论分
“合格”“暂缓注册”和“不合格”
三种形式。注册不合格或无故逾期
不注册且经责令仍不注册的人员，
不得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制度打破
了教师资格“终身制”，
是对教师职
后管理的重要环节，对规范师德行
为、建立可进可出的教师管理机制
具有推动意义。“该规定主要是清
理在编教师队伍中的不合格者，且
这个不合格比例不大。”一位中学
老师表示，这一文件是大纲型的，
如何评定等级等具体实施标准，应
该会有细化方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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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 年! 教育部就在浙
江" 湖北两省率先启动了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改革和定期注册试点工
作# !%$! 年!上海"河北"广西和海南
四省$市区%加入到了试点工作中&

!"$& 年扩大到山东"安徽"山西"贵
州四省'
从 !%$' 年起! 我国全面推行教
师资格全国统考! 提高教师入职门
槛!并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实行定
期注册制度' 试点区!教师资格考试
有效期为三年!教师资格证每五年注
册一次'
也是在这一次改革后! 不再分
师范生和非师范生! 想要做教师!都
必须参加国家统考!才能申请教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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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k-今后，市民可以“打飞
的”去福州了。昨日，
记者从厦门
航空了解到，厦航将于10月29日
起开通厦门—福州往返航线，连
接福建省会福州与经济特区厦门
两大城市。目前，
该航线已开放售
票，经济舱全价票为450元，目前
最低票价为270元。值得一提的
是，目前这条航线是厦门航空开
通的最短的一条航线。
为什么要开通厦门至福州航
线？目前，
厦航累计已开通了8条
福建始发的洲际航线，其中厦门
始发的有厦门—阿姆斯特丹、厦

门—悉尼、
厦门—墨尔本、
厦门—
温哥华、
厦门—深圳—西雅图、
厦
门—洛杉 矶 ，福 州 始 发 的 有 福
州—悉尼和福州—纽约。此次厦
门—福州航线开通之后，厦航在
福厦两地的洲际航线网络 资源
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对于两
地的旅客来说，同样可以享受更
大程度的出行便捷。
据了解，
厦航在福州、
厦门两
地不用离开候机楼即可中转至国
际航班。此外，
厦航还将提供行李
直挂服务，乘坐厦航国内航班经
厦门或福州中转前往国际航点的
旅客，
无须提取托运行李，
可以轻

松实现“一站式”直挂，
真正做到
转机“零”负担。对于转机时间较
长的旅客，厦航还将提供免费中
转住宿、
免费中转休息室等服务。
据悉，厦门至福州航线的飞
行时间为50分钟，为方便旅客中
转，厦航还特别根据厦门和福州
的洲际航班情况合理安排往返两
地间的航班时刻。MF8558每天
18:
10从福州出发，
19:
00抵达厦
门。
MF8557每周一、
三、
六早上7:
20从厦门出发，
8:
00抵达福州；
而
每周二、四、五、日则为早上8:
20
从厦门出发，
9:
10抵达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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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昨日，
2017年世界大学生
三对三篮球联赛总决赛新闻发布
会在厦门召开。发布会上透露，
9
月14日至17日将在华侨大学厦
门校区举行2017年世界大学生
三对三篮球联赛总决赛，来自世
界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的29
所名校共32支篮球强队参赛，中
国篮协主席姚明将出席活动。
据悉，该项赛事的全球总决
赛自2015年起由华侨大学承办，
目前已在厦门举办两届。相较于
前两届，
时间上由原来的3天扩到

4天。比赛场地设置在校园内。除
了比赛外，还将安排一些赛事外
的交流活动。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一
副主席雷诺·艾德表示，国际大学
生体育联合会努力将世界大学生
三对三篮球联赛办成世界最高层
次、
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型国际
性赛事之一。
自2016年起，国际大学生体
育联合会致力于打造全球联赛系
统，
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欧洲、亚
洲、
非洲、
美洲、
大洋洲五大赛区，
各赛区角逐后的冠亚军队伍才能

获得参与联赛总决赛的资格。
2017年世 界大 学 生 三 对 三
篮球联赛资格赛从1月至8月在
全球五大洲顺次开展，各大洲冠
亚军19支队伍、
3支中国东道主
队伍、
上届联赛冠亚军队伍、另加
6支外卡，经过比拼最终产生了
男队 16支、女队 16支，共 32支
高校篮球强队，将在厦门进行为
期 4天的总决赛比拼。
本届赛事由国际大学生体育
联合会主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和华侨大学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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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户口在厦就读学生，不
!"# $%& '( )
含自学考试类、
成人教育类、
#* +,- 随着开学季的
电视网络进修类、研究生及
到来，学生e通卡的办卡及
年审进入了高峰期。
据了解， 其以上学历等学生）。
需注意的是，
符合学生e
今年需年审的学生e通卡预
通卡受理人群的外地户口学
计将有10多万张，而新办学
生、
非九年义务教育内学生、
生 卡 的 数 量 将 有 5万 张 左
优惠有效期过期学生，均需
右。记者昨日从厦门信息集
参加当年年审，且需在当年
团易通卡公司获悉，
e通卡主
10月1日前完成年审，过期
要业 务 现 均 已 实 现 在 线 办
将视同普通e通卡使用。
理，市民可以直接通过“e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
卡”APP在线办理学生卡及
月，易通卡推出了优惠卡的
年审，
不用跑营业厅了。
实名挂失功能，现在只需在
据悉，
学生e通卡享有乘
车5折优惠，市民办理时，可 “e通卡”APP上完成实名并
绑定学生优惠卡，即可享受
按 照 页面 提 示 信 息 进 行 填
实名挂失服务。18岁以下的
写，
通过信息审核后，工作人
学生可由家长代为进行APP
员将 在10个 工作 日 内邮 寄
的实名（使用家长身份证进
到指定地址。学生e通卡办
行实名），家长的APP实名
理对象为在厦就读的中小学
后绑定学生优惠卡，卡片绑
学生、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特
定成功后可享受优惠卡的实
殊教育学校学生和全日制普
名挂失服务。 !"#$%&&'
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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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记者从翔
安区获悉，昨日翔安区教育
基金会德孝专项基金出资 6
万元，奖励翔安百名品学兼
优的“德孝好学生”，
每人奖
励 500元 和价 值 100元 的
图书。该项评选活动已经持

续了 6年，在翔安校园内产
生了传承德孝的良好氛围。
据悉，翔安区德孝教育
研究会成立于 2012年 8月
31日，截至 2016年底已先
后投入 1500万元到公益活
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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