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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为更好地促
进家校沟通，展示学校办学理
念、考风考纪、师生风采，创建
和谐育人氛围，提升教育教学
水平。7月11日，商丘工学院
附属兴华学校高中部举办期
末考试家长进校园活动。

该校高中部副校长梁宁、
教务主任张磊、德育主任祖立
振、团委书记兼德育副主任王

一霖、生活部主任孙丽霞热情
接待了各位家长。

梁宁就该校办学理念、高
中部教学管理、德育管理、餐饮
住宿等方面工作向家长做了介
绍，并对家长现场提出的问题
予以解答。

随后，家长代表走进考场和
课堂，实地感受该校高中部的考
风、学风。接着，走进校园餐厅，

品尝兴华美味，与学生一起用
餐，家长代表对该校餐饮的洁净
卫生、菜品多样赞誉有加。

活动结束前，家长代表一
起书写心得体会，为学校的各
项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据了解，该校每年定期举
办家长开放日活动，让家庭与
学校相互了解，共谋良计，一起
为学生成长保驾护航。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圆百姓安居梦 安置房建设如火如荼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马晓伟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梁旭 文图

本报商丘讯 7月10日，骄
阳似火。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京九新城安置房建设工
地，工人们人头攒动，机器轰
鸣，正在进行内外墙粉刷和外
墙外保温施工。工人刘红海满
头大汗地说：“我们保证在劳动
安全的情况下，加班加点，确保
早日完成。”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共建有
安置房项目27个，共56265套
840万平方米，可安置16万人，
总投资252亿元。目前已分配
入住的项目11个，共12660套
188万平方米，已回迁安置约4
万人，七号八号安置房两个项
目1421套已完成分配，即将入
住，可安置4000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
委、管委会十分重视安置房建
设工作，在安置房建设中，本着
标准适度、功能齐全、经济适
用、便利节能的原则，按照“经
济、舒适、适用、美观”的要求，
从建筑节能、立面造型、绿化景
观、停车设施、配套管线管网等
方面入手，以不低于区域内商
品住宅小区的标准实施规划建
设，优选甲级资质的规划设计
单位规划设计，全面提升安置
房品质。为确保工程质量，该
区要求承建单位全部以央企为

主，各安置房项目建设实行指
挥长负责制，均由县处级干部
担任指挥长，负责项目推进。
同时，该区对每个安置房项目
都列出时间节点，挂图作战，一
日一上报，一周一通报，一月一
观摩，推进工程进度。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住建局
局长闫红星说，目前，该区在
建安置房项目共 14 个，共
42184 套 625.2 万平方米，和
悦社区、和平社区、和飞社区
北地块、响河新城、庄周社区
等5个项目共14297套已基本
建成，和悦社区、和平社区、和
飞社区北地块已启动分配程
序，正在审核分房人员资格，
可安置3.6万人。平安社区东
地块、中州新城三期等2个项
目正在进行外墙真石漆、装饰
装修和门窗水电施工。和飞
社区南地块、京九新城、和畅
社区、中州新城四期、东岳高
铁新城等5个项目正在进行主
体结构和砌体施工，已封顶项
目楼栋正进行内外墙粉刷、外
墙外保温施工。和悦二期、和
悦二期西地块2个 2020年新
开工项目桩基施工已全部完
成，正在进行开挖、基坑支护、
基础垫层、筏板基础、负一层
结构浇筑等工序施工。2021

年计划投资58.6亿元，目前已
完成投资31.8亿元。

该区计划在2021年年底
前，确保能够建成 16767 套、
252万平方米，力争建成37744
套、556万平方米。剩余和悦
二期、和悦二期西地块两个
2020 年新开工项目共 4440
套、69万平方米力争2022年建
成，确保2023年建成交付。

“安置房建设是一项重大
民生工程，各项目指挥长和相
关单位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
负责的态度，牢固树立抓安置
房建设就是抓民生的思想，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协同配合，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困扰项
目推进的问题，逐一加以破
解，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建设单位要在确保施工安全
和质量的前提下，多上人员机
械，科学组织实施，加快建设
进度，争取早日建成交付。各
街道办事处对具备分房条件
的安置房要提前启动分房程
序，认真审核分房资格，加快
分房进度，确保群众早日入
住，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
委书记何振岭掷地有声地说。

本报商丘讯 为切实做
好校园教职工消防安全工
作，进一步提高教职工消防
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近日，商丘市消防救援支队
宣传人员到商丘市第一中学
新校区，为该校500余名教
职工上了一堂消防知识课。

培训中，宣传人员播放
了近年来全国校园火灾事
故案例，针对学校消防安全
实际情况，结合当前火灾形
势特点，通过案例分析，向
教职工详细讲解了火灾的
危险性，并提醒培训人员要
把消防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学校教职工一定要熟悉学
校区域内的消防疏散通道
和消防设施位置。

宣传人员还用通俗的
语言向教职工讲解了日常

生活中防火灭火注意事项，
学校日常如何排查火灾隐
患，不要超负荷使用电源插
板，发生火灾时如何扑救初
期火灾，如何组织师生逃生
自救，如何拨打119报警电
话，如何组织学生开展消防
宣传培训，并讲解消防器材
如何正确使用。其间，宣传
人员与参训教职工进行了
互动问答，充分调动了参训
教职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通过此次消防安全培
训，进一步提高了该校教职
工消防安全意识，增强了应
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自救能
力，为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
线，营造和谐、平安的校园
消防安全环境奠定了坚实
基础。

消防进校园
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

本报商丘讯 为扎实推进
消防安全宣传“五进”活动深入
开展，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近日，商
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消防救
援大队开展“‘火焰蓝’携手‘志
愿红’进社区”活动。

活动前期，该消防救援大
队工作人员通过“商丘消防”
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志愿活
动，邀请辖区志愿者积极参加
消防志愿活动。活动过程中，
由“火焰蓝”“志愿红”组成的
宣传队伍在消防主题公园向
许楼社区居民开展消防宣传
培训活动。

“要经常检查家中电器线
路，及时更换破损老化电线和

插盘，经常检查维修燃气管线
和阀门”、“如果发生火灾了怎
么办？要掌握‘小火快跑、浓烟
关门’八字口诀”……宣传人员
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社区居
民讲解了如何预防家庭火灾、
如何扑救初期火灾、如何疏散
逃生、如何拨打报警电话等消
防安全知识；与此同时，“志愿
红”服务队一边组织居民观看
火灾案例，一边发放消防宣传
礼品，向居民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呼吁广大居民要自觉学习
消防安全知识，提高消防安全
技能，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提
供有力保障。

活动最后，“火焰蓝”宣传

人员向居民讲解了灭火器的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社区居民
按照宣传人员的指导要求，纷
纷拿起灭火器进行了实际灭火
演练，切实提升了广大社区居
民应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据
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礼
品500余份，解答群众问题60
余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下一步，该消防救援大队
将延伸消防宣传的广度和深
度，通过开展“百万家庭学消
防”、“消防主题电影巡展”、“千
名消防志愿者进村入户”宣讲
等一系列活动，助推全民消防
安全素质提升工程再上新台
阶。

开展“‘火焰蓝’携手‘志愿红’进社区”活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黄姗

本报商丘讯 连日来，
虞城县城市管理局积极开
展门头牌匾专项整治，切实
解决辖区内门头牌匾乱、
危、破等问题，在美化市容
环境的同时，坚决排除消防
隐患。

整治前，该局召开了
门头牌匾专项整治动员
会，对门头牌匾安全设置
和市容美化等方面进行了
安排与部署，明确了门头
牌匾设置安全标准和执法
程序。通过采取现场摸
排、拍照取证、店铺统计、
分门别类等方式，建立详
细的门头牌匾问题台账，
并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和解

答释疑工作。按照“拆除
一批、更新一批”的原则，
通过上门宣传、预先告知
的方式，责令商家自行整
改或帮助拆除，对逾期未
拆、不配合整改的，将予以
依法拆除。

“我家安装的门头牌
匾超高，确实遮挡了二层窗
户，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
想，近期火灾事故教训惨
痛，对于城管队员指出的隐
患我表示感谢，坚决支持拆
改。”虞城县大同路东段一
家商店负责人一边指着自
家门头牌匾，一边看着城管
队员帮助拆除超高门头牌
匾说道。

虞城县城市管理局

门头牌匾“大整治”
消除隐患为安全

家校合力 携手育人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陈晓彤

商丘市消防救援支队宣传人员走进校园，为500余名教职工
上了一堂消防知识课。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贾震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消防救援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