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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到 2022 年

长江东路小学的学生在上古筝课

郑州将创建
和培育165所新优质初中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谭萍 文 许俊文 摄影

打破校际壁垒
让教育资源“流动”

中牟县晨阳路学校的学生在上书法课

每周五下午，是郑州市
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
集团中校区最热闹的时
间。这一天，东校区和西校
区的孩子们都要来这里“走
班”上课。这是郑州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缩影之一。
建立名校托管弱校新
机制，
“家门口的好学校”越
来越多；评审确定“新优质
初中”创建和培育单位 113
所；
探索互联网+教育，
让农
村地区和相对薄弱学校的
孩子共享名师课堂……
未来，郑州教育将继续
发力。到 2022 年，创建和
培 育 新 优 质 初 中 165 所 ；
组建一批“名校+”教育发
展共同体，形成“名校”引领
“+校”快速发展的义务教
育新格局。

长江东路小学 个
3 校区的学生在﹃走班﹄上课

今年秋季，
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教
育集团成立，
下辖东校区、中校区、西校
区三个校区。集团校校长胡建玲做出
一个大胆的决定：打破 3 个校区的“围
墙”
，学生和老师
“串门”
上课、交流。
木版年画是该校 6 年级学生刘艺
宇非常喜欢的课程。每周，他都会和 3
个校区“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学
习。在刘艺宇和小伙伴眼中，3 个校区
“串门”
上课，
校园变大了，
课程更丰富，
结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
教育资源共享，
长江东路小学是施
益者，亦是受益者。其 2006 年建校，
2013 年加入春晖小学教育集团，正是
从教育集团中汲取
“养分”，
该校才迅速
成长壮大，发展为今日的长江东路小学
教育集团。
名校托管、一校多区……十三五期
间，郑州打破校际壁垒，积极开展集团
化办学，增加优质学位供给。如，二七
区已有 43 所中小学、幼儿园参与名校
托管，组建陇西小学等 14 个教育集团，
9 个教育发展共同体；金水区组建文化
路一小、纬五路一小、农科路小学等 9
个集团化办学
“航空母舰”；
中原区成立
伊河路小学、互助路小学等 6 大教育集
团，涵盖 26 所学校……教育资源在郑
州校际间
“流动”
起来，
为高位均衡发展
注入不竭动力。

培育新优质学校，
让学生在家门口“上好学”
火车跑得快，
还得车头带！十三五
期间，郑州深入推进
“新优质初中”创建
培育，探索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路径。
经过培育，今年 11 月底，郑州市首
批“新优质初中”学校和培育单位名单
正式公布，共 113 所。其中，
“新优质初
中”95 所，培育单位 18 所。通过“新优
质初中”的示范引领，激发全市义务教
育阶段公办初中学校办学活力，
改善教

育生态，
提升教育质量。
中牟县晨阳路学校正是郑州市首
批“新优质初中”学校之一。这是一所
九年一贯制的农村社区学校，2016 年
建成使用。第一年招生，仅有 400 余名
学生。
“ 当时挨家挨户去宣传招生，
不少
家长还是想把孩子送到县城去上学。
”
中
牟县晨阳路学校校长周瑞增至今仍记得
第一年招生时的艰难。如今，
经过几年
培育，
晨阳路学校已迅速成长为当地一
所优质学校。今年，其招生规模已达
3000余人，
更有不少学生从县城回流。
怎么做到的？中牟县的秘笈是：
教
育经费只增不减；十三五以来，每年组
织约 100 名乡村教师到县城内学校对
调交流、上课座谈；
深化城乡结对
“教育
扶贫”；通过名师、名校长辐射带动，打
造一批本地名校，
引领教育发展。

到2022年郑州将创建和培育165
所新优质初中
未来，
郑州将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上持续发力。
加强“新优质初中”建设，到 2022
年，创建和培育新优质初中 165 所。成
立市级专家指导团队，对各区“新优质
初中”
建设进行专业指导。安排专项资
金，重点支持“新优质初中”内涵建设，
确保其课程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培养、
特色建设等经费需求。
实施“名校+”工程，将理念先进、
管理科学、质量一流的学校作为“ 名
校”，将发展潜力大的学校或新建学校
作为“+校”，组建一批“名校+”教育发
展共同体，形成“名校”引领“+校”快速
发展的义务教育新格局。
借助信息手段，建设既具备视频、
图片、文档等资源浏览功能，又可以实
现师生在线互动交流的基础教育学习
平台，
打破校园围墙、区域差别，
实现全
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让农村地区和相
对薄弱学校的孩子共享名师课堂、名师
智慧和优质学习资源，
从而有效推动市
域教育均衡发展。

●本人孙天征遗失由河南金湖 ●河南石辰实业有限公司于20
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20年12月16日遗失郑东新区
家政服务
据首付款收据号:1606837,金
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07月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额:90000元,以上收据声明
08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作废,如后期出现与上述收据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为91410100MA45C79L2X的营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电暖销售施工18638206663 相关经济纠纷,与河南金湖建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业执照副本及公章，
公章编
设实业有限公司无关。
号：
4101000248934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晴宇聚味美黄 ●辛欣身份证号410927199003
声明
公告
焖鸡经三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02104X,执业药师注册证丢
码92410105MA46GGM43C)营
●新乡市卫滨区优学堂托管部
失,注册单位(台前县老中心
●注销公告:智远工程管理有限
业执照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公司正阳分公司(统一社会信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
药店),注册证书编号412217
用代码91411724MA468P0F47) (JY34107030043562)声明作废。 ●河南智卓方略广告有限公司 090370,首次注册日期2017年
原银行预留公章和公章缴销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
●祝全保身份证:41011219490
11月29日,声明作废。
证明遗失，
已启用新的公章，
司，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
7235410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牛不闻牛肉面
特此声明。
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许昌市远东职业培训学校银
馆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
统
●郑州市金水区百川牛肉拉面
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030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5M
店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
统
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司此公告
001931101)丢失，
声明作废。
A45EYGK3J，
声明作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5M
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铭筠百货店营
●秦子纯购买上街景园33-1-6
A456X028G，
声明作废。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权利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01,购房发票遗失,发票代码
●公告：
程满堂，
请于2020年12 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5MA4
6UWOHXY遗失，
声明作废。
月30日前来公司办理相关手
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行。因办 4100162350。发票号111405
56，
现登报声明。
●洛阳市洛龙区君灿家居电气 理解压过程中姚燕梅因保管
续，
逾期不来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处理，
特此公告。河南 销售处遗失公章、
财务章、
不善，
将权证号为1503010840 ●新乡市永成建筑材料有限公
融助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人章(李龙飞),声明作废。
的房屋他项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司法人章(贾欣领)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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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正能量
人物评选启动啦！
大河报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邀您一起
推荐候选案例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瞧
本报讯 为了让更多人珍惜
身边每一份“小而美”的感动，大
河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及
全国近百家媒体，启动 2020 年度
正能量人物评选，即日起，面向全
社会征集候选案例。据悉，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将拿出 100 万元公
益金，赋能最终当选的 20 组年度
正能量人物及其推荐媒体，共同
发起“2021，让幸福来敲门”公益
活动，
为新的一年温暖开门。
据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负责
人介绍，2020 年度正能量人物评
选结束后，最终当选的 20 组年度
正能量人物，不仅将收到主办方
颁发的荣誉奖杯，还将获邀出任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合伙人”，
颁发正能量合伙人证书及勋章，
并作为“2021，让幸福来敲门”公
益活动的联合倡议发起人。
岁末年终，
这些平凡善良的河
南人，
谁能够走到2020年度正能量
人物评选的聚光灯下，
再度绽放万
丈光芒？
我们期待听到您的答案！
推荐方式：
拨打本报记者电话
17839912266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关注
“天天正能量”
公众号，
在菜单
栏点击
“年度评选”
上传推荐案例。

●洛阳市青铜器研究院财务章

（编码：
4103110055186）
丢失，
声明作废。

●李相珍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
注册号4114036
12487480声明作废。

●河南恒傲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49100
71813501，
声明作废。

●河南琳枫商贸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22M
A45BW5Ⅹ8Y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史喜强(身份证号41102
2196512132422)在樱之新城

●河南立信天玺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410105
0072820），
磨损已换新，
声明旧章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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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所购房屋18-0112002因原交
款收据丢失(收据编号13092
49),现声明作废。

●伊川县靓车酷装美容专营店
遗失公章编号41032900007
094发票专用章，
编号4103

2919810322005X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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