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请把您心中的最满意学校、最具影响力学校、最具成长力学校编号或者名称填在相应表格内。每
所学校只能选一票，多者无效。学校名称及编号详见候选学校名单。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商丘区）评选活动调查问卷

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 百姓心中最具影响力学校 百姓心中最具成长力学校 赵新华同志，你自2017年1月31日至3月20日
连续无故旷工已达50天，现通知你，限你自接到本
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到本单位报到并说明情况、接受
处罚，逾期不报到且不说明情况，本单位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五款、第八
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对你作出开除公职的处分。

特此声明
商丘市睢阳区闫集镇人民政府
2017年3月20日

公告

001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002 商丘市第一中学
003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004 虞城县高级中学
005 睢县高级中学
006 民权县高级中学
007 柘城县高级中学
008 夏邑县高级中学
009 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
010睢县回族高级中学
011商丘市第六中学
012 商丘市实验中学
013 商丘市兴华学校
014 商丘市前进小学
015商东外国语实验学校
016 虞城县实验小学
017 民权县实验中学
018 商丘中学
019 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
020 虞城县第一初级中学
021商丘市第四高级中学
022 商丘市文化路小学
023商丘市外国语中学
024虞城县春来实验学校
025 商丘市新城实验小学
026 民权县程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027 商丘市梁园区谢集镇第二初

级中学
028 虞城县第三初级中学
029 夏邑县中峰乡第一初级中学
030 柘城县远襄镇第一初级中学
031 夏邑县实验小学
032 商丘市第八中学
033 夏邑县车站镇第二初级中学

034 虞城县郑集乡第一初级中学
035 夏邑县济阳镇初级中学
036 睢县第二实验小学
037 睢县第三高级中学
038 宁陵县第三实验小学
039 宁陵县第二实验小学
040 柘城县惠阳中学
041 商丘市红旗路小学
042 虞城县明德小学
043 柘城县梁庄乡初级中学
044 商丘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045 商丘市行知学校
046 虞城县天元中学
047 商丘市八一路小学
048 商丘市第五中学
049 商丘市第十八中学
050 商丘市第二回民中学
051 商丘市第十三中学
052 民权县九九高中
053 民权县求实中学
054 虞城县红旗小学
055 虞城县惠民小学
056 虞城县工农小学
057 虞城县第二初级中学
058 夏邑县明德小学
059 商丘市第七中学
060 民权县城关镇第二初级中学
061 民权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062 民权县民族学校
063 民权县第三小学
064 民权县外国语学校
065 民权县实验小学
066 民权县和平路学校
067 民权县第一初级中学

068 民权县第一高级中学
069 夏邑县育才学校
070 夏邑县栗城学校
071 夏邑县县直第二小学
072 夏邑县圣源学校
073 夏邑县孔祖学校
074 夏邑县县直第三初级中学
075 夏邑县实验中学
076 夏邑县第一初级中学
077 夏邑县孔祖中等专业学校
078 商丘市民主路第三小学
079 商丘市第十六中学
080 商丘市凯旋路第二小学
081 商丘市民主路第二小学
082 商丘市胜利小学
083 商丘市第十一中学
084 商丘市第二实验小学
085 宁陵县高级中学
086 宁陵县初级中学
087 宁陵县实验中学
088 虞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089 虞城县实验中学
090 虞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091 宁陵县第一实验小学
092 商丘市第三高级中学
093 商丘市回民高级中学
094 睢县实验小学
095 睢县第二中学
096 睢县育才学校
097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098 柘城县实验小学
099 柘城县第二实验小学
100 柘城县第三实验小学
101 柘城县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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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商丘区）评选活动启动

寻找你心中最满意学校
本报商丘讯 为贯彻落实党

的教育方针，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教
育方面的亮点，以榜样为引领，激
励更多学校在专业化的道路上不
断前行，充分展示河南跨越式发展
中涌现出的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和
社会责任感，能引领教育战线，具
有示范性和社会影响力的学校、教
师和教育领军人物，大河报社特举
办“河南榜样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
学校”（商丘区）评选活动。

该活动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经群众推荐、大河报读者
推荐、单位自荐、教育主管部门推
荐等多种形式，推荐了首批候选学
校名单，现将名单公布。

大河报商丘新闻微信公众号
于今日上午10时，开启网络投票
平台，网络候选学校编号为电脑随

机编号，根据得票数多少时时更新
排序；候选学校的报纸纸质排序编
号排名不分先后。

网络投票，扫描二维码关注公
众号后可进入投票页面。

投票方式：
1.《大河报》报纸调查问卷投

票。大河报将开设专栏展示参评
单位，刊登调查问卷，读者可将调
查问卷剪下进行投票，邮寄给我
们。

2.网络投票。打开微信公众
号“大河报商丘新闻（ID：dhbs-
qxw）”回复：“投票”或“学校”，即
可进入页面投票；也可点击微信
公众号“阅读原文”进入页面投
票。

3.百姓自由来信投票（根据大
河报报纸上刊登的学校名称及编

号，写上您心中满意的学校编号，
邮寄给我们）。

邮寄地址：商丘市府前路1号
商丘市委办公楼2614室“商丘区”
评选信箱。

联系电话：0370—3289977
手机：18336959376
15303978777
13937060393
评选结果将在《河南日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等媒体进行
公示。

本次活动诚征冠名单位、协办
单位。

发现河南具有创新精神和社
会责任感的特色学校后，大河报社
将深度挖掘办学经验，树立河南榜
样。（本报记者）

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
方针，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教育方面的亮点，以榜样
为引领，激励更多学校在
专业化的道路上不断前
行，充分展示河南跨越式
发展中涌现出的一批富有
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能引领教育战线，具有示
范性和社会影响力的学
校、教师和教育领军人物，
大河报社特举办“河南榜
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
学校”（商丘区）评选活动。

一、主办单位：大河报社
二、媒体支持单位：
《河南日报》、河南电

视台、《河南日报》（农村
版）、《大河报》、映象网、网
易新闻、今日头条、新浪看
点、一点资讯。

三、评选范围：商丘市
各中小学校

四、奖项设置
1.百姓心中最满意学

校（10所）
2.百姓心中最具影响

力学校（15所）
3.百姓心中最具成长

力学校（待定）
4.新锐教育领军人物

（10名）
新锐教育领军人物评

选方法：在参评学校中产
生候选人，公开展示后，由
知名教育专家、学者评审
产生。

五、参评要求：按照影
响力、创新力、百姓满意度
进行评选。

六、评选办法：为体现
本次评选活动的公开、公
平、公正，将采取群众推
荐、大河报读者推荐、单位
自荐、教育主管部门推荐
等多种形式。评选过程，

邀请公证员参与监督。
采取《大河报》调查问

卷选票、网络选票、群众自
由来信选票三种形式进行
评选。评选期间，将组织
相关领导、专家对候选单
位和个人进行审核，并对
读者投票结果进行民主评
议。

1.候选学校，统一编
号，在《大河报》上展示。

2.评选过程，陆续刊登
候选单位和个人的事迹、
经验展示。

3.“大河报商丘新闻微
信公众号”开通专用投票
平台，投票方法简便透明，
投票信息实时公开。拒绝
恶意刷票行为，一经发现
取消参评资格。

4.《大河报》开设版面
展示参评单位，刊登调查
问卷，读者可在调查问卷
上投票，评委会设立专用
投票信箱，寄送邮箱地址
为：商丘市府前路1号商
丘市委办公楼2614室“商
丘区”评选信箱，群众来信
选票也寄此信箱。开箱和
计票将邀请公证处公证员
现场监督。

七、计分方法：《大河
报》调查问卷选票（40%）、
网络选票（40%）、群众自
由来信选票（20%）。

八、表彰形式：评选结
果将在《河南日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等媒体进
行公示，并召开表彰大会
颁发获奖证书、奖牌。

九、时间安排：即日起
至7月下旬，本活动分推荐
展示阶段、宣传阶段、评审
与颁奖阶段。

大河报社
2017年3月22日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商
丘区）首批候选学校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寻找河南榜样 助推教育发展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
心中最满意学校”（商
丘区）评选活动方案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商丘区）评选

扫描二维码进入投票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