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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4日上午，30名大
河报平顶山小记者齐聚平顶
山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参
加“税收伴我成长——我是

‘小小税收宣传员’”税收体验
日活动。

活动开场后，税务局工作
人员通过“公开课”的方式，向
小记者们介绍税收概念，并对
税收的来源、用途及分类进行

了详细的讲解。学完过理论
知识，小记者们转战三楼办税
服务大厅参观体验。

“二手房买卖需要缴纳多
少税？”“房产证丢了补办需要
什么手续？”“房产税有什么国
家优惠政策？”对税收项目及
办税流程、办税手续等逐一了
解后，小记者现场提问，尽显
专业范儿。

平顶山市税务局第二税
务分局的工作人员钱启民表
示，开展“小小税收宣传员”体
验活动，一是倡导孩子学习税
法，体会税收“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道理，二是让孩子们
意识到税收在国家建设和发
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带
动身边人营造依法治税、诚信
纳税的良好氛围。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南
阳路第三小学里来了 24 位
家长，他们分别走进24个班
级，为全校1700余名学生带
来一次独特的课堂体验。

家长们结合人生阅历、
专业特长，精心备课，授课
内容涉及音乐、体育、环保
教育、消防安全、口腔卫生
等。每一个课堂上都精彩
不断，孩子们也争相为各位

“老师”的精彩讲授喝彩。
活动结束之后，学校为

这24位家长颁发聘任证书，
聘任他们为“家长进课堂讲
师团”成员，聘期一年。该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家长进
课堂活动，不仅有助于形成
家校合力，也能为孩子营造
丰富多彩的成长环境。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
萍 通讯员 熊琦琦

4月18日~19日，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课程教材研究所在郑州高新
区召开2019年实验区联席工
作会议，总结推广区域改革的
先进经验，深化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探索新时代实验区建
设。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
党委书记、所长，基础教育课
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田慧生，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副主任张国华，中共河南省委

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专职委
员高治军等嘉宾，以及来自北
京、重庆、广州等全国13个实
验区主管教育工作的政府领
导、教育局领导、教研部门负
责人、学校校长以及课程教材
中心专家领导等130余人参
加了会议。

2019年，各实验区要准
确把握国家教育改革大趋势，
聚焦育人方式改革，深化教育
内涵发展，推进考试评价改
革，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寄
予的厚望转化为实践举措。

“教育是推动高新区区域
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内生力
量，我们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
做教育，继续深化基础教育教
学改革，把实验区的各项工作
做得更实更好，努力推动我区
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发展，办人
民满意的‘高品质创新教育’。”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张静伟如是说。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
第一小学积极参加了金水
区4月11日~13日举办的乒
乓球比赛。

此次比赛分别派出了
由李宇晗、弓子涵等组成的
学生队及李懿坤、邢旭辉、
孙莲和黄晓璐老师组成的
教职工队。赛场上，选手们
以饱满的热情面对每一场
比赛。经过奋勇拼搏，弓子

涵、刘林霏、徐子宁、郑宇凡
取得了小学组女子团体第
四名，孙莲老师取得了教工
组女子单打第四名！

学校将以此次比赛为
契机，认真总结经验、提高
竞赛水平，查找体育训练中
的长处与不足，促进今后体
育教学有更大进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腾
飞 通讯员 尹真钰

为进一步增强师生国家
安全意识，推动校园安全工
作，4月15日，郑州高新区南
流小学开展了以“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为主题的国家安全
教育日宣传活动。

学校利用国旗下演讲，对
全体师生进行有关国家安全

的宣传教育，提高师生对国家
安全的知晓率。学校党支部
书记金钢源就“国家安全教育
日宣传活动”做了动员讲话。

各班开展了以“国家安
全，人人有责”为主题的安全
教育课，课堂上，同学们通过
观看国家安全日宣传片，学习

《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
法》《网络安全法》，提高了对
国家安全的认识，强化了国防
安全意识。另外，各班级还利
用家长微信群，向家长宣传国
家安全知识及相关国家安全
法律法规，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

4月18日，河南省民办
教育研究会教育培训专委
会牵头主办的教育培训机
构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在郑
州结束，来自知名校外培训
机构的近200名青年教师顺
利结业。

为期3 天的培训中，民
办教育研究机构、教育行政
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民办教育行

业社团等有关单位专家、学
者、知名校长，围绕行业形
势、政策法规、师德师风、财
务规范、收费退费、师生安
全、家校共育、接待礼仪、劳
动争议、教育教学等内容，
采取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互动交流等方式，为参加岗
前培训的青年教师作了系
列精彩分享。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 闫勇明

大河报平顶山小记者走进平顶山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小记者变身“小小税收宣传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星 通讯员 武秋红

教育大咖聚郑州 共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王鹏妹

这些孩子，学了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于超

家长进课堂 让孩子的课程更多彩

师生奋勇争先 乒乓球赛获佳绩

岗前培训“干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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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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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水暖 ●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制砖机械

分类广告

求购物资设备

●求购废旧钢丝绳13703757727

出租招租

●郑东新区商务内环旺铺招租
中储粮大厦1-3层3600㎡
临街旺铺87026151/6150景
●黄河路商铺、上街厂地、白沙
大库出租60103052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亩
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售，

电话180037111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公告

●寻亲公告无名女约

50岁2019年3月5
日在郑州航空港区

楼王村流浪由航空

港分局送至我站救助有知情

者自登报15日内与郑州市救

助管理站联系037168953509
●寻亲公告无名女约

50岁高1.6米2019
年2月17日在郑州

市管城区机场高速

公路南收费站流浪由十八里

河分局送至我站救助有知情

者自登报15日内与郑州市救

助管理站联系037168953509
●连威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法律专业函授专科毕业证

丢失，批准文号：豫政函（

84）170号，证书编号：5128
95200406000018，声明作废。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信息窗口

●寻地产开发投资15738056033

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书杰服装店注

册号410103600873906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王书杰服装店

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410102
19660311253002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桂云通讯器材

商店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1
0104196302080566，发票

领购本税号4101041963020
8056601，丢失特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书杰服装店税

务登记证副本丢失41010219
660311253001声明作废。

●孔玉珊不慎遗失郑州双湖置

业有限公司2015年1月26日
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一份，票号：00509176，金
额240000元，房源位置：康

桥原溪里一号院5号楼2单元9
层902，特此声明作废。

●王克学不慎遗失佳润(河南)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
10月26日开具的滨河佳园4-
4-401收据三份：维修基金收

据，金额8816元，编号50308
04；车位款收据，金额100000
元，编号9031968；房款收据，

金额655955元，编号9031998，
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西峡县财和实业有限

公司在西峡建行预留的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侯越峰,教师资格证(编号20
184118012002201)遗失，
声明作废。
●侯越峰,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毕业证书(编号143911
201806000986)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汇企通银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注册号4101010001
31170）营业执照正本、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10116
317480487）、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编号317480487）、
法人章、财务章、发票章丢

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