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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
反洗钱和存款保险制度宣传
普及，提升群众金融安全意
识，近日，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以樱花文化节为契机，积极
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向
游客及群众宣传反洗钱及存
款保险制度的相关知识。

活动期间，该行通过在
华夏南路设置咨询台、展板、
横幅、发放宣传页和宣传手
册等形式，为群众讲解洗钱
的方式和危害，以及存款保
险的保障范围、偿付限额等
知识，提示客户要保管好自
己的身份证件和账户，不要

出租或出借给他人使用，不
要轻信所谓的资金运作传销
项目，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
机构。

本次宣传活动，提升了
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取得了较好的金
融知识宣传效果。

4 月 23 日 17 时 50 分
许，山城区石林镇新中源陶
瓷厂王某报警称电动车被
盗，民警立即到达现场。通
过现场勘察及查看现场周围
监控，发现在14时左右，疑
似一男性将电动车偷走。民
警通过调取周围监控将黄某
的做案过程掌握，最终依法
对黄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
的处罚。 （暴珂）

4月22日，山城区公安
分局汤河派出所组织警力对
分局周边及辖区内的娱乐消
费场所进行治安检查，净化
了辖区内的治安风气。

（暴珂）
4月19日上午，山城公

安分局彦光警务室联合区消
防大队在警务室开展消防安
全培训宣传活动，警务室附
近社区、学校、医院、企业、饭
店等消防重点单位人员共
100余人参加。现场群众听
课热情高涨、互动积极，收到
了很好的培训效果。

（暴珂）
4月21日，山城区公安

分局石林派出所在辖区开展
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活动现
场民警向群众宣传涉爆安全
知识，鼓励群众远离涉爆危
险品，积极提供举报线索。

（暴珂）
孙某、王某等人在山城

区一KTV喝酒狂欢，其间与
受害人苏某等人发生口角，
随后伙同多人对苏某等人多
次殴打，致两人轻微伤。两
人先后被抓捕归案，目前案
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暴珂）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

临，浚县公安局白寺派出所
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各中小学
校，通过以案说法、以案析理
的方式，向学生们宣传讲解
假日期间如何保护自身安
全、道路交通安全等各类安
全防护注意事项，提高广大
中小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能
力。 （蒋玉河）

连日来，浚县公安局食
药环大队组织民警对辖区内
各中小学校食堂食品开展安
全大检查。此次检查，民警
重点对各中小学校食堂的内
外环境、库房、操作间卫生情
况、餐饮厨具的清洗消毒情
况、从业人员从业资格情况、
是否建立采购登记制度、一
日三餐留样制度等进行了细
致检查，为广大师生身心健
康和饮食安全修筑保障防
线。 （蒋玉河）

连日来，浚县公安局屯
子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各幼儿园开展“安全教育小
对话”活动。活动期间，民警

为小朋友讲述了不跟陌生人
走、用电安全、防火教育、生
活中的自救小方法等。小朋
友还向警察阿姨提问，将他
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问
题提出来，与警察阿姨进行
沟通。 （蒋玉河）

连日来，浚县公安局在
全县范围内实施电动车物联
网防控工程建设项目，组织
民警深入辖区乡村和街道社
区设立便民网点，开展电动
车上保险、实名登记、安装智
能芯片及安装防盗备案号的
利民防范工作，对辖区内正
常运行的二轮、三轮电动车
实行集中实名登记，安装物
联网防盗系统。该系统所涉
及的芯片及防盗备案号为电
动车防盗措施，能有效地防
范、发现和打击涉车违法犯
罪。 （蒋玉河）

4月24日上午，淇县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组织全体队
员，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
合的巡防模式开展武装巡逻
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压缩发
案空间，以高质量的社会治
安提升群众的安全感，推进

“六城联创”工作顺利实施。
整齐的巡特警身着战术背
心，头戴防弹头盔，携带枪
支、警棍、盾牌、警犬，迈着整
齐的步伐，穿行于淇县县城
道路和人流密集的人群
中。（牛合保）

4月15日，淇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四中队民警走进北
阳镇中心小学，采取与同学
们互动的形式，模拟路口对
行车规则进行现场演示等活
动，提高同学们的交通安全
意识。 （牛合保）

4月11日夜，淇县公安
局朝歌派出所接群众报警，
有一精神不正常的男子在街
上乱骂，造成过往居民恐
慌。民警及时赶到现场后，
启用人像比对系统锁定该精
神病人为郭某，并运用信息
系统联系到该精神病人侄子
的电话。之后，其家人赶到
淇县公安局朝歌派出所，安
全把郭某接回家。

（牛合保）
4月9日，淇县公安局启

用情指中心、刑警、网警等警
种联勤机制，快出击，缜密侦
查，仅用34个小时将雨夜持
刀抢劫出租车司机的犯罪嫌
疑人田某抓获。4月12日上
午，受害人所在的淇县三源
出租车公司司机将两面锦旗
送到淇县公安局领导手中，
感谢淇县公安破案神速，为
民除害。

（牛合保）

“学习时代楷模 成就出彩人生”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安立军 通讯员 裴小鹏

本报讯 春意盎然，万物
生辉。4月29日，鹤壁职业
技术学院开展“学习时代楷
模，成就出彩人生”师德主题
教育活动，邀请全国“时代楷
模”“全国师德标兵”“全国优
秀教师”曲建武教授为全体
教师、辅导员作首场主题报
告，现场近500座位座无空
席。主题教育活动由学院副
院长杨长春主持。

报告会上，曲建武教授
结合自己执教30多年的工
作经验，讲述了在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心得和
体会，并与教师分享了从事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和
思考。

报告中，曲建武教授以
“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
种子”为主题，详细阐释了如
何做好学生的指导者、领路
人和精神导师，帮助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价值
观，不断提升专业技能。

曲建武教授近两个小时
的报告，幽默风趣的语言、饱
含深情的事例，诠释了自己
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
铸魂育人的教育情怀，赢得
了在场教师的阵阵掌声。

学院副院长杨长春总结
时表示，这是一堂有灵魂、有
深度、有温度的思想政治教
育课，使广大教职工经受了
一次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启
迪和灵魂的震撼。希望全体
教师认真学习领会报告会的
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忠诚
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认真
履行教师神圣职责，爱岗敬
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无
私奉献，努力成长为一名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老师。

鹤壁一农村学校 学生课间操改跳拉丁舞
网友称赞“很新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高飞 文图

本报讯 近日，网上一段
“小学生课间操跳拉丁舞”的
视频火了，视频中鹤壁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的杨子河中
心小学120名小学生随着悠
扬的歌曲在校园中跳起了广
场拉丁舞。有网友留言称，
课间操融合了拉丁舞，不仅
形式新颖，还让学生在学习
的同时增加一项特长爱好。

近日，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来到杨子河中心小
学，适逢学校大课间，铃声过
后，学生从教室出来排好队，
秩序井然地走到操场上，伴
随着《青春修炼手册》的歌声
旋律，120名学生跳起了拉丁
舞，时而音乐欢快、舞态风
趣，时而音乐轻缓，舞姿步伐
轻盈，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据了解，鹤壁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杨子河中心小学
是一个只有13名教师、120
名学生的农村中心小学。学
校校长晋见明说，他们想方
设法开设了体育、书法等校

本课程，请专业拉丁舞教师
把拉丁舞和广播体操有机结
合，创编了“杨子河校园拉丁
舞操”，让孩子们享受到童年
的快乐。

本报讯 为进一步激励
青年员工奋发向上，为中国
银行鹤壁分行业务发展立新
功，4月25日，鹤壁分行团委
组织共青团员和青年代表赴
鹤壁市红色教育基地——山

城区石林会议旧址，开展了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
题学习活动。

活动中，该行青年团员
参观了石林会议旧址纪念
馆、刘、邓首长旧居，沿着先

辈们的足迹追忆那段难忘的
革命岁月，感受优良革命传
统，学习先烈们顽强拼搏、不
屈不挠的精神，并用实际行
动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合格
团员。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史京鑫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史京鑫

拉丁舞成了小学生的课间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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