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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榜样（鹤壁区）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评选活动启动

寻找你心中最满意学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本报鹤壁讯 做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
人，创百姓心中满意学校。在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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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区）首届百姓心中
最满意学校”评选活动。

届时大河报和大河客户端将携百万读
者、千万粉丝，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全省各
地学校风采，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教育改革
和教学管理的新气象、新亮点，以榜样为引
领，和广大群众一起感受教育发展、走进魅
力鹤壁、走进美丽校园，把百姓心中满意学
校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把百
姓满意学校的宝贵经验、具体做法供教育
行业相互交流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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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批
候选学校名单，名单将在“大观鹤壁”微信
公众号上公布。

“大观鹤壁”微信公众号于今日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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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打开微信公众号“大观

鹤壁（ID：dahebaozaihebi）”回复：“投
票”或“学校”，即可进入页面投票；也
可点击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的“学校评选”
进入页面投票。

2.百姓自由来信投票（根据“大观鹤

壁”上刊登的学校名称及编号，写上心中满
意的学校编号，邮寄给我们）。 邮寄地址：
鹤壁市九州路河南日报瑞奇大厦5楼504
室“鹤壁区”评选信箱。

联系电话：0392-2108888
手机：15639207773 15839287040

鹤壁高中举行远足拉练活动

徒步致敬美好青春 ，OK！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通讯员 袁德林 文图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壁高中2018届
高三全体师生举行了第十届“青春励志”
远足拉练活动。学校领导和行政教辅人
员身体力行，全程参与远足活动，提供了
细致的组织、安保、后勤等服务保障。

据了解，本次远足拉练活动全程25
公里，孩子们用脚步见证自己的毅力。在
距高考39天组织这样的活动，既体现了
学校对高三学子的人文关怀，倡导复习中
要张弛有度，讲究效率，又缓解了紧张的
心情，要同学们始终保持平静进取的心
态，同时锤炼钢铁般的体魄和百折不挠的
品格。远足拉练途中，同学们排着整齐的
队伍，手擎学校大旗、精神抖擞。一首首
励志的歌曲，一声声坚定的呐喊，青春昂
扬地洒下一路欢歌笑语，绵延的队伍洋溢

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
据了解，鹤壁高中的高考前远足拉练

活动自2009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是学
校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野外活动，已成为鹤
壁高中标志性的德育活动之一，为学校赢
得了良好的口碑和社会声誉。

“徒步25公里，如果不是学校组织
这次活动，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能坚持下
来，这次经历留给我们的不只是美好的回
忆，更让我们明白未来无论发生什么都要
信心满满地坚持到底。”谈到这次拉练的
收获，高三一位学生向记者说道。

鹤壁高中校长冯喜亮告诉记者，这
次活动对激发学生拼搏进取的意志，培
养和促进师生团队互助精神有着重要意
义，既是励志教育，也是一场挑战自我极
限的战斗，更是青春的一次难忘“长征”，
它将定格在这些学生高中生活的青春记
忆里。

方周大直径陶瓷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鲲鹏 贞杰

本报鹤壁讯 5月16日，记者从在
北京召开的“2018中国膜产业发展峰
会”上获悉，位于鹤淇产业集聚区的河
南方周瓷业有限公司研发的“大直径陶
瓷膜技术及成套装置的开发与应用”项
目，荣获2017年度中国膜工业协会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为我省年度唯一获奖
项目。

方周大直径陶瓷膜问世前，国内陶

瓷膜面临的市场问题是仅有小规格的
制成品，成本太高。这种小规格的陶瓷
膜产品可以应用到医药提纯、红酒过滤
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工艺中，在水处理等
领域，因为价格昂贵、填装密度低、单体
通量有限等因素，无法实现规模化广泛
应用。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系我省唯一从
事膜生产研发的企业，该技术不仅打破
了国外的封锁与垄断，而且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吴燕超

本报鹤壁讯 近日，中国银行鹤壁
分行组织召开“青年员工奋斗成长”座
谈会，该行党委书记、行长郑武与青年
员工代表进行了亲切座谈。

该行行长通过自身的工作经历，与
青年员工沟通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挫
折、困难，并分享自身成长的心路历程，
在提升自身能力、把握机遇、职业生涯
规划等方面给予了青年员工很多启发，
引起了在场青年员工的共鸣。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关爱青年员工 沟通助其成长

中国银行濮阳分行
举办快乐骑行青年志愿者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赵振恒 通讯员 武祥珍

本报濮阳讯 为进一步凝聚青春力
量，弘扬青年文化，激发青年干事创业
热情，中国银行濮阳分行日前组织青年
员工开展低碳环保，快乐骑行青年志愿
者活动。

伴随着暖暖的风，青年志愿者聚集
在濮阳市东湖广场。大家对此次活动
充满热情，活动过程中队伍整齐划一，
井然有序，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骑行过程中，青年员工利用事先准备好
的工具自觉沿湖边进行卫生保洁，美化
环境，自觉融入到城市环境形象的提升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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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安立军

本报鹤壁讯 为推广普及社会保障
卡的应用，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度
重视，多措并举，共发行社会保障卡
13.65万张，激活率达40.92%，金融账
户存款余额达1399.11万元。

淇县联社依托网点平台，把社保卡

推广工作与日常工作同布置、同检查、
同落实，通过利用LED屏、宣传条幅、
下乡推广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为社保
卡宣传造势，已发放社保卡宣传折页
40000余份，走访商户10000余户，始
终将社保卡推广工作当成重点工作进
行常态化宣传，努力把社保卡打造成银
行与客户之间的“连心卡”，将践行普惠
金融做到实处。

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推广社保卡见成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吴燕超 马艳丽

本报鹤壁讯“太感谢吴师傅了！”5
月15日上午，客户不住地对中国银行
鹤壁分行黎阳路支行保安吴师傅表示

感谢，并给银行服务“点赞”。原来，这
位女客户在ATM机上取钱，将手机落
在操作台上，吴师傅安全巡查时发现
后，立即多方联系，二十分钟后将手机
完璧归赵。

拾金不昧好保安 归还手机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