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2 2019年1月27日 星期日 责编 许艳霞 谭文国 校对 屠会新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要闻·综合

郑州教育工作敲定今年“任务清单”

市区启动实施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30所以上

警方举行颁奖典礼
表彰先进激励警心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为展示新时期郑州公安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表彰先进、激励警心，郑州警方昨
晚在省人民会堂举行“致敬忠诚——郑州市公安局 2019
颁奖典礼”。市领导赵新中、马义中、刘睿参加颁奖典礼。

此次颁奖典礼共颁发党员之星和党员先锋岗、“就跑
一次”服务标兵和服务标兵岗、“扫黑除恶”先进个人、警
种业务标兵、好警嫂、改革开放四十年突出贡献奖、年度
特别贡献奖七项大奖。杨华民、刘成晓等获奖人员均来
自郑州公安各条战线，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辛勤付
出、默默奉献，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就了出彩的自己，
更为守护郑州的平安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颁奖典礼上，来自郑州市公安局警官艺术团的民警
们还演绎了一批反映警营生活的文艺作品。

本报讯（记者 曹婷 文/图）记者
从农业路快速通道中铁大桥局项目
部获悉，25日，随着农业路大桥的
最后一根斜拉索挂设到位，农业路
快速通道工程的全线控制性工程
——农业路大桥主体施工至此全部
完成。接下来将进入桥面附属工程施
工，预计今年4月将具备通车条件。

郑州北铁路编组站是亚洲最
大、最繁忙的货运铁路编组站。对
于郑州地面通行来说，郑州北站阻

隔着城市的东西向交通。正在建设
的农业路高架西起农业路嵩山路互
通立交，东临农业路京广快速互通
立交，刚好跨越这一道城市“天堑”，
成为全线的控制工程。

据介绍，该桥梁为独塔钢—混凝
土结合梁斜拉桥，主桥跨度221+221
米，梁体采用钢梁与混凝土桥面结合
梁；主塔为H形索塔，塔柱高150米；
桥面为双向10车道，宽43米；全桥共
设36对共72根斜拉索。25日安装的

斜拉索位于农业路大桥西端南侧，是
72根斜拉索中的最后一根。

据农业路快速通道中铁大桥局
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路大
桥挂设的斜拉索采用几百根 7毫米
的高强平行钢丝制成，柔韧性非常
好。同时为减少风震对斜拉索造成
的损坏，还在桥面处斜拉索位置安
装了阻尼器，确保斜拉索在风震时
结构受力安全。下一步就是收尾工
程，完成后就可以通车。

河南省大众跆拳道
联赛总决赛昨开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河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

心跆拳道训练馆里热闹非凡，河南省大众跆拳道金牌争
霸赛暨 2018年度河南省大众跆拳道联赛总决赛激情开
赛。来自全省各地的 400余名跆拳道小将汇聚一堂，切
磋交流一较高下，角逐各项目组别、级别的年度总冠军。

本项赛事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
中心指导，河南省跆拳道运动协会主办，分为幼儿组，青
少年甲、乙、丙共四个年龄组别，设有品势和竞技两大项
目，其中前者又分为个人品势、混双品势和团体品势三个
小项；后者则是每个年龄组别设有八个公斤级别。

河南省大众跆拳道联赛始于 2007 年，是一项专门
针对我省业余跆拳道选手的传统年度品牌赛事。2017
年起赛事进行改革分为分站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参加
2018 年度总决赛的 400余名跆拳道小将，来自全省 18
个地市的 21支跆拳道俱乐部或馆校队伍，他们均是获
得 2018年度赛事商丘站和漯河站两站分站赛各项目组
别、级别前三名的选手。

尽管河南省大众跆拳道联赛是一项群众性的业余赛
事，但是随着赛事的改革，该项赛事肩负了我省跆拳道项
目选拔人才和推广市场两项重任。总决赛中竞技项目成
绩优异的选手，经过赛前集训选拔，将代表我省参加
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系列赛事、全国青少年
U系列赛事，以及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而在总决赛品
势项目中表现出色的选手，经统一集训选拔后入选河南
省跆拳道品势队，将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相关跆拳道品
势项目的赛事。

春节临近天气晴好
食品价格总体平稳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本周天
气以晴好为主，气温回升，我省主要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保
持稳定。分类别看，主要粮油市场价格小幅涨跌，主要蔬菜价格
季节性波动明显，部分反季蔬菜价格小幅上涨，生猪、肉蛋类价
格普遍下降

据监测，1月 25日，标准粉、特一粉、粳米、挂面全省平均价
格每500克分别为1.91元、2.17元、2.76元、3.28元，与上周比，玉
米价格上涨 1.10%，挂面价格下降 0.91%，其余品种价格持平。
同日，一级 5升桶装纯正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食用调和油全
省平均价格依次为 134.75元、74.86元、60.23元、67.02元，与上
周比依次波动0.21%、-0.24%、-1.18%、-0.37%。

大白菜、上海青、青椒、黄瓜、西红柿、白萝卜、茄子、大蒜、芹
菜、胡萝卜、土豆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克分别为 0.48元、3.04元、
3.58 元、4.24 元、4.12 元、0.54 元、4.00 元、2.79 元、1.64 元、1.78
元、2.02元。与上周比，5升 6降，上海青、青椒、黄瓜、西红柿、茄
子价格分别上涨0.66%、16.61%、13.98%、10.75%、17.99%，大白
菜、白萝卜、大蒜、芹菜、胡萝卜、土豆价格依次下降 5.88%、
3.57%、2.45%、1.20%、1.66%、0.49%。

生猪肉蛋类价格小幅下降。鸡蛋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克为
4.62元，比上周微降；生猪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克为 5.48元，比
上周降 1.97%；同日，猪肉精瘦肉、五花肉、牛肉、羊肉、鸡肉全省
平均价格每 500克分别为 13.13元、10.92元、31.33元、35.64元、
7.54元，与上周基本持平。

“郑州社保”上线新功能

社保关系转移续接
掌上可实时查询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了便民利民，郑州社保局在微

信小程序“郑州社保小秘书”上线新功能——社保关系跨
省（市）转移接续实时查询。这意味着今后在我市办理社
保关系转移接续者，掌上即可即时查询社保关系转移手
续办理进度。

据介绍，长期以来，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由于地域跨
度广、时间跨度长、基金转移程序复杂，手续办理环节
多、周期长，参保职工常常需要数次来往奔波。为了真
正便民利民，郑州市社保局已相继在企业客户端、自助
查询机上推出了打印参保缴费凭证、打印转移接续联系
函、受理转入申请等转移业务服务功能，实现“网上可
办、自助可打”。

此次开通社保转移进度实时查询服务，可以让参保
人员和经办机构之间信息更加对称、更加透明，有效提升
服务效率，让参保人员“不见面”“网上办”“自助查”成为
业务办事新主流。

民生无小事，为了让市民享受到更加方便快捷的社
保服务，郑州市社保局不断拓宽服务渠道，优化经办流
程，“减证明、减资料、减环节”，并且在全市实施“一窗通
办、一号咨询、一网经办、一键审核和一点管控”智慧社保

“五个一”工程，使“互联网+社保”服务模式快速覆盖各
项社保业务。其中，企业客户端目前已实现职工参保、停
保、缴费基数申报、业务查询、参保证明打印、工伤和生育
待遇申报等 6类 41项业务功能。微信小程序“郑州社保
小秘书”面向全体参保人员查询办理，已实现个人权益
记录、医疗消费等 6类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停
保、续保等 4类业务办理功能。2018年全年共计网上办
理社会保险业务105万笔，同类业务占比超过50%。

按照计划，今年郑州市社保局将继续加快信息系统
建设步伐，探索数据共享机制、服务平台融合发展模式，
推动实现更多业务网上办理、更多信息证明网上可查，真
正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今年全省拟新建改扩建
900所农村寄宿制学校

本报讯（记者 王红）2022年，全省乡镇寄宿制小学
数量、规模将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和寄宿学生需求。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寄宿制
学校建设，我省新修订完善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规划，
2019年全省计划新建、改扩建 900所农村寄宿制学校。
到 2020年，无寄宿制小学或不能满足寄宿需求的乡镇，
至少改扩建或新建 1~3所农村标准化寄宿制小学。到
2022年，每个乡镇寄宿制小学的数量和规模能够满足农
村留守儿童和需寄宿学生的需求。

省教育厅要求，各县（市）区要对辖区内义务教育学
校和适龄儿童少年基本情况开展摸底调研，掌握县域内
义务教育的基本状况，重点掌握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和其
他学生的寄宿需求数量。各县（市）区要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和新型城镇化规划，结合当地地形地貌、学校分布、人
口及学生流动、学生寄宿需求等情况，对原规划进行修
订。规划保留和调增的项目学校原则上集中在乡镇政府
所在地或中心村。规划要实事求是，不脱离实际，确保每
一个新建、改扩建学校都是必需的且具备实施条件，不得
出现“空心校”。

新春祈福游嵩山
民俗联欢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春节将至，市民该到哪里祈福迎春？记
者昨日从嵩山景区了解到，届时，该景区将推出以“祈福游嵩山，
民俗大联欢”为主题的系列节庆民俗活动及祈福游线路。

据了解，2月 4日~5日，“闻少林钟声，拈香祈福迎新春”将在
少林景区少林寺院内举行。除夕之夜，游客可参加撞钟祈福活
动，闻少林钟声迎新春，祈福家人身体健康、事业有成。2月 5日，
嵩阳景区嵩阳书院内将举办“奏古乐、着汉服、行古礼”活动，游客
可在嵩阳书院先圣殿前参加拜孔祈福仪式。中岳景区中岳庙内
将举行新年祈福道场。2月 5日~10日，游客发送自己在少林寺
标志性景点游览的照片9张，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表达对亲人、
朋友、自己在新年里的美好祝福，有机会获奖品。同时在少林景
区游客中心广场，四个吉祥卡通小和尚将做出各种功夫动作等卡
萌造型，与游客合影留念。游客现场扫描小和尚二维码关注嵩山
景区公众号，并拍摄抖音发送朋友圈，可获赠小礼物。元宵节期
间，游客可参与猜灯谜活动，猜出谜底者赠送礼品一份。

2月 6日至 10日 ，在少林景区与中岳景区，南狮梅花桩、舞
龙、金颖大鼓、猩猩怪、旱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精彩亮相。

25日，在惠济区江山路街道薛岗村村委会大院里，
村民们个个手握崭新的百元大钞，脸上都乐开了花。村
民王风英激动地说：“村里福利年年有，今年村里发现
金！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村民的福利也越来越多了！”

春节将临，为满足村民个性化选购春节用品的需求，
薛岗村村委会在征求村民意见后，以发放现金的形式为
村民发放春节福利。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1月 23日是腊月十八，午后的
天空格外晴朗。在新郑市梨河镇刘
吉安楼文化大院，记者看到，村民们
欢聚一堂，在享受难得的冬日暖阳
的同时，观看村里自办的“春晚”。

“今年村里启动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工程，修村道、建花池、装路
灯，大伙忙了一年，快过年了聚一
聚、乐一乐、鼓鼓劲、加加油。”梨河
镇文化站的张莹是活动组织者，一
句话说明办“春晚”的来由——加
油鼓劲。

刘吉安楼村地处偏远，交通
不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村民
生活并不富裕。去年下半年，新
郑 市 启 动 农 村 人 居 工 程 改 善 项
目，刘吉安楼村作为试点村，乡村
环境改善进入关键时期。而能否

实现乡村振兴，良好的人居环境
是第一步。

说话间，锣鼓响起，演出大幕随
之拉开。村民们自编自演的舞蹈
《红红的对联红红的歌》第一个上
演。十几名身穿红衣红裤的村民，
舞出了一片火热的中国红。

台下，村民刘桂芳坐着轮椅，看
得十分专注。一旁推着她的是儿媳
妇，“俺妈腿脚不便，为了看演出，吃
过午饭就让家人推着来了。”媳妇的
话“打扰”了老人，她转过身说：“村
里办‘春晚’，这是头一次，正赶上天
气暖和，是个好兆头……”

紧接着，村民贾书伟一首《我
的中国心》，激发了在场观众的爱
国情怀，一时间，鼓掌声叫好声此
起彼伏。

随后的舞台上，《渴望》《少年壮
志不言愁》《爱情主演》一首首脍炙
人口的歌曲，都是由普通村民登台
演绎，动作与腔调，虽然略有生涩，
却别有一番滋味。村里幼儿园的小
朋友们也精心准备了《三字经》和
《倍儿爽》，让台下的观众看得笑声
不断。

梨河镇负责人说，为了帮助村
里筹办此次晚会，站上组织大伙儿
多次排练，还请来城里的专业演员
现场指导。

“村庄‘春晚’点燃了村民的热
情。大伙儿有的出钱，有的出力。”
村支书说，晚会的目的也是凝心聚
力，提升村民的参与奉献意识，引导
他们为村庄的发展建言献策，并投
身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

乡村“春晚”聚民心
本报记者 张 立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2019年秋季开学起始年级消除超大班额，市
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 30所以上，在中小学探索实行导师制和生涯规
划教育，启动实施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昨日，2019年郑州市教育工
作会议召开，敲定新的一年郑州教育重点工作。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2019年秋季开学起始年级消除超

大班额，非起始年级超大班额、大班额
比例大幅度降低。

以新郑市、金水区为试点，启动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创建工作；大力支
持乡村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城乡接
合部学校和薄弱学校建设，努力办好
家门口的好学校；推进设立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专项资金，以奖补、配

套等方式，支持县（市）区教育事业发
展；推进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建
设工作，推进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
提升随班就读质量。

不断推进资助工作精准化，确保
资助对象精准、资助标准精准、资金发
放精准。推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城乡
低保户子女在普惠性幼儿园上学期间
保教费全免。

关键词：消除大班额

启动实施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
我市要认真落实教育部等九部门

印发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启动实
施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科学合理布
置各学科家庭作业，切实减轻中小学
生及家长负担。

稳步推进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推进
民办教育规范管理，研究出台《郑州市民

办小学和民办初中设置标准》，鼓励民间
资本自购土地创办优质民办教育。规范
民办学校审批管理体制，将义务教育阶
段民办学校审批管理权归口县级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民办教育机构年
检制度，探索民办教育机构黑白名单制
度，创新民办教育机构信息公开制度。

关键词：中小学生减负

提升公办幼儿园学位占比
2019 年，市区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校 30所以上，往年建设
中小学校投入使用 20所以上。
推动郑州外国语学校港区校区、
郑州回民中学管城区校区、郑州
回民中学港区校区、龙湖一中中

原区校区和郑州二中经开区校
区等高中学校开工建设。加快
推进幼儿园建设，提升公办幼儿
园学位占比。

同时，推进中职学校资源整
合、布局优化，加快推进教育局

直属 9所中职学校的异地重建
和资源拓展工作。出台《郑州市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办
法》，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无证幼儿园
专项治理工作。

关键词：学校建设

探索推进生涯规划教育和导师制
为积极应对新高考，我市要

探索和实践新高考改革背景下
的教学组织形式、校本课程建
设、教学质量监控和教育质量评
价改革等，指导普通高中学校加

强基础条件建设，鼓励开展选课
走班教学探索，做好中等职业学
校适应新高考改革下教学管理
的指导工作。

鼓励初中学校加强适应新

高考模式的教育教学研究探
索。在中小学探索实行导师
制，稳步推进生涯规划教育，着
力培养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
的学生。

关键词：新高考改革

全面提高郑州教育质量
推进实施“新优质初中”创

建和培育行动计划，鼓励探索
差异化教学策略实施办法，因
材施教，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充
分发展，不断提升公办初中教
育教学质量。

统筹实施和推进修订后的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

学科 20 个课程标准。积极引
导支持学校探索个性化办学模
式，开发特色课程，全面推动高
中教育多样化、特色化、优质化
发展。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继
续推进中职学分制改革，探索引
校进企、引企驻校、校企联办、校

企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等
多元化合作形式和办学体制。
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建立产
教深度融合保障机制。

支持地方高校特色专业建
设和内涵提升项目。高度重视
和积极协助引进优质高等教育
资源工作。

关键词：新优质初中

农业路大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4月份有望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