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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奋斗新时代
书写辉煌新篇章

春风化雨润桃李 乘风破浪铸辉煌
——鹤壁市淇县教育发展纪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张晓华 通讯员 许亮 文图

阳光大课间
不忘教育初心，不辱教育使命。
淇县教育体育局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加快推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各类
教育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省教育宣传先进县、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
市教体系统综合考评第一名、市关心支持国防建设“十佳”单位、市县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爱
国歌曲合唱比赛团体金奖……这些成为该局发展与跋涉中的闪光见证……

律各项规定，确保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落实到位。加强执纪审
查，
截至目前，
行政警告 1 人，
行
政记过 1 人，党内警告 1 人；集
体约谈4次，
共约谈70余人次。

B.推动跨越
改善办学条件
确保教育扶贫精准有效
教职工运动会

孩子们同上一节课

A.明确方向
高质量党建
引领事业健康发展
积极开展全县教体系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担负起教
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重任。运用“学习强国”平台等
载体，采取理论宣讲、校园巡讲
等形式，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和教育
培训系列活动。
同时，深入开展“支部建设
年”活动，全面推进党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全面理顺学校
基层党组织隶属关系，转接党
组织关系 362 人，
加快推进民办
学校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
盖。以春节、清明节等重大节
日为切入点，集中开展廉政教
育集体约谈，层层传导压力，引
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增强拒腐防变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严格执行廉洁自

促 教 育 发 展 ，谋 时 代 新
篇 。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目前，
实验幼儿园项目、职业中专餐
厅项目、桥盟乡初级中学改扩
建项目正在进行后期装饰；赵
沟小学配套项目基本完工；淇
县一中教学实验楼和餐厅项目
基本竣工；朝阳小学阶梯教室、
风雨操场项目主体基本完工。
积极推进西岗镇中心幼儿园建
设，
目前正在进行招投标。
加快教育信息化步伐，坚
持把教育信息化作为全面引领
和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强大动
力，进一步加快信息化项目和
“三通两平台”建设，全面推进
“互联网+”
教育，
全县38所学校
51 个网络直播教室
“一对一”
结
成互助学校，通过网络课堂、专
题课堂、名师课堂应用实践，常
态化开展网络直播互动教学应
用，
今年来共开展网络直播互动
课、直播课 600 余课时。一张
张朝气蓬勃的笑脸、一双双充
满期待的眼睛背后，是教育事
业的发展进步，是教育的阳光
洒在贫苦孩子脸上的幸福。
该局坚持把教育脱贫攻坚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
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主动打好
攻坚战。通过开展一封信、政

余名教师被评为省市优秀教
师、骨干教师、学科技术带头
人、
文明教师、
市最美教师等。
把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作为
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学
前教育普惠发展，规范办园行
为，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
提高保教水平，对 106 所民办
幼儿园下达了整改通知书，26
所无证幼儿园下达了停办通知
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全面
落实城乡学校建设标准，规范
办学行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
际差距，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城
乡一体化发展。高中教育提质
增效，淇县一中、职业中专立足
学校实际，狠抓管理，开放办
学，教育质量稳步提升，今年高
考成绩再创历史新高，实现跨
越式发展。淇县一中一本上线
首次突破百人大关，本科上线
率 61.6%，
淇县职业中专对口升
学继续保持全市第一，本科上
线 43 人，其中计算机专业学生
以682分位列全省第13名。

D.实现突破
校园安全常抓不懈
积极助力“六城联创”

策宣讲、
“两节课”和“千名教师
访千家”等活动，扎实做好教育
资 助 政 策 宣 传 工 作 ，全 县 共
牢固树立“安全责任重于
1500 个班级、5 万多名学生、
泰山”的理念，提高师生的安全
1200 多个建档立卡家庭参与了
意识、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水
教育资助政策宣讲活动，确保
平，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全县
了资助政策入脑入心。实施教
31 所学校被评为“县依法治校
育精准资助，今年春季发放学
示范单位”，153 所学校被评为
前、
“ 一补”
“ 营养餐改善”、普
“县平安校园”，10 所学校被评
高、中职资助金 339.075 万元，
为
“市平安校园”
。
惠及学生 5597 人次，其中建档
注重师德师风建设，努力
立卡贫困学生 1632 人次，资助
打造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
金 85.15 万元；为 1809 名贫困
质教师队伍，开展“学习时代楷
大学生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
模 成就出彩人生”主题师德演
款，贷款金额 1183.29 万元；学
讲比赛，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
生资助体系实现了从学前教育
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
到大学教育的全覆盖，不让一
感。以打造文明校园、绿色校
个学生因贫失学，阻断贫困代
园、
平安校园为抓手，
先后 10 余
际传递。
次开展精神文明、食品安全、校
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专项
C.打好根基
活动，全面优化育人环境，努力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新供给。
教育水平持续提升
利用国旗下讲话、校园广
播、校园流动字幕、橱窗宣传栏
牢固树立“办学以教师为
等多种形式做好“六城联创”活
中心”的指导思想，积极推进
动宣传工作，累计发放宣传页 6
“人才强校”战略，多管齐下加
万余份，制作展板 260 余块、宣
强师资队伍建设，造就一批教
传栏 600 余块、黑板报 800 余
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全面
块、墙体标语 300 余条，并通过
提高师德水平、
业务能力。
“小手拉大手”形式，发动一切
实施教师补员和交流长效
可以发动的力量，做好活动的
机制，
今年招聘教师 82 人，
交流
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师生
教师、
校长 63 人，
实现了教师资
及家长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和
源合理配置。加大教师培训力
参与率，
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
度，先后组织 2000 余人参加国
全面贯彻落实教育方针政
家、省、市、县、校五级培训，教
策，如今的淇县教育人继续继
师专业水平持续提升。以打造
承和发扬开拓创新、务求实干
高效课堂、生态课堂、有效课堂
的优良作风，科学谋划，深化改
为抓手，着力深化教改科研工
革，致力创新，以蓬勃向上的姿
作，全县广大教师“以研促教” 态朝着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
“以赛促教”
“ 以赛促学”，整体
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
素质和业务水平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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