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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饮食要科学合理均衡配餐，让幼
儿吃好，吃饱，吃出健康。”

“要保证幼儿充足的睡眠和适宜的锻炼，
满足幼儿生长发育的需要。”

在郑煤机集团幼儿园，该园董事长孙巧
枝聊起幼儿园的健康教育头头是道。她拿出
幼儿园的出勤表对记者说：“这是 3 月 19 日孩
子们的出勤情况。共出勤 885 个孩子，其中
生病需要吃药的孩子有 5 个。在 3 年前可不
是这样，我记得当时有一天，一共出勤了 760
个孩子，生病需要吃药的就有 40 多个。”

现在健康教育成了郑煤机集团幼儿园的
鲜明特色。而这一特色的形成无疑得益于郑

州市幼教发展中心搭建的幼儿园园长交流学
习平台。孙巧枝正是在园长们的交流学习中
得到启发，并应用到该幼儿园的教育中，取得
了现在的良好效果。

教师的素质是学前教育能否取得良好效
果的关键因素，也是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核
心。2011 年以来，郑州市将幼儿园园长、教师
培训纳入中小学教师培训体系，实行免费培
训。3 年间仅郑州市财政就投入经费 1511 万
元，完成郑州市级培训 15000 余人次。郑州
市教育局还通过幼儿教师基本功大赛、幼儿
教师说课比赛、幼儿教师自制玩教具比赛、幼
儿园游戏活动比赛等，引导广大教师提升专

业素养。
同时，郑州市先后组织幼儿园保育员、保

健员、炊事员进行技能比武和培训，并于 2014
年组织其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取得职业
资格证，上岗资格证，考试通过率为 96.8%。
通过技能比武和培训，提高了郑州市三大员
整体素质，对落实学前教育“保教结合”、“保
教并重”意义重大。

郑东新区实验幼儿园保教主任李玲玲
说：“通过郑州市教育局 2013 年举办的中国
人民大学研修班，不仅使参与的保育员们学
到了专业的科学知识，而且当这些保育员回
园后分享所学，使其他保育员在保育理念上

得到极大提升。”
随着郑州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项

任务的完成，推动了郑州市学前教育事业科
学协调发展，进一步缓解了郑州市“入园难”

“入园贵”的问题，学前教育整体水平得到了
明显提升。

郑州市从 2014 年起，已开始着手编制并
实施《郑州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以及《郑州市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评估
办法》、《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运转绩效
评估意见》、《认定和扶持普惠性幼儿园实施
办法》等一揽子配套政策措施，以规范幼儿园
办园行为，引导幼儿园普惠发展。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何 可 通讯员韩心
泽 冯俊超）3月 24日，记者在登封市走访时看
到，早春时节，这里已是一派山青水碧景象
——嵩山如屏，重峦叠翠；山城如画，城在林
中；乡村如锦，柳嫩桃红。在这里，每年一度的
全民义务植树热潮热度不减，为实现“处处是
景点，全域是景区”的目标，连最难绿化的郑登
快速通道登封段两旁的岩石风化带也种满了
树木。目前，郑州市下达该市的“两高一快”生
态廊道绿化和林业生态建设新造林任务已完
成 95%，三月底可新增造林面积 1.4万亩。

记者从该市林业局了解到，登封把“植
树、存水”作为长期发展战略，近年来，更以全
域绿化力推全域旅游，2000 年以来，全市累
计义务植树 4048.8 万株，建设义务植树基地
82 个，新造林 51.75 万亩，林业建设总规模 89.
1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4.32%，先后获
得了 5 项国家级和 11 项省级荣誉。

围绕建设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总目
标，登封提出“进入登封就进入了景区、进入
了森林”的生态文明建设大理念。如今的嵩
岳大地，路在树中、城在林中、街在绿中、人在

景中，北京游客武先生夸赞：“登封既是佛儒
道三教文化融合之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
融之地！”

2013 年，登封将生态体系建设列为世界
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六大体系”之一，生态
已熔铸为嵩山旅游的精魂。依托嵩山森林生
态和人文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和
森林“绿色文化”，登封全域已形成嵩山森林观
光与休闲养生生态旅游区、大熊山休闲度假生
态旅游区、香山中原风情生态旅游区三大森林
生态旅游区域；以文化创意激活森林旅游、生
态旅游的更新升级，形成了以嵩山为引领，以
音乐大典、禅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旅游品
牌；逐步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质量对外服
务，已挂牌的森林人家达 5家。

2014年，登封全市接待中外游客首次突破
1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2亿元。登封市旅游局
一名工作人员说，目前在登封，到太室山、少室山、
大熊山等森林公园旅游的游客逐年增多，文化旅
游正大步挺向“全域旅游·5A登封”的新境界。

登封市林业局党组书记郑凤鸣介绍，下
一步，登封将按照“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建
设产业化”的理念，沿着“标准化建园、规模化
发展、良种化栽植和科学化管理”的思路，全
力推进生态林业、民生林业、智慧林业建设。

登封正县级干部刘万峰告诉记者，今年，
登封市还将加快推进白沙湖文化休闲健康
区、中灵山旅游风景区、大金店古街等项目，
打造若干生态游、红色游、休闲体验游等特色
旅游片区和精品乡村旅游路线，引导游客由
少林景区向其他景区景点扩散，逐步形成景
城融合、城乡一体、全域旅游发展格局。通过
不断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登封将致力于打
造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展示基地、世界
历史文化旅游名城。

解决“入园难” 郑州在行动
□郑州观察记者 冯刘克 曹磊

登封全域绿化助推全域旅游

发展学前教育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是孩子幸福人生的奠基工程。为

推动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协调发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对

学前教育的需求，解决孩子“入园难”的问题。2011年，郑州结合全市学

前教育现状，制定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郑州市一方面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

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着力构建布局合理、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全市幼儿园师资培训、交流、比武和帮扶，提升学前教

育的质量和内涵。据了解，自2011年以来，郑州市连续三年超额完成年度

公办幼儿园建设目标，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308所，预计全部投入使用

后将增加3205个班、96150个学位。截至2014年底,已有235所幼儿园投入

使用,新增学位6万个。为了有效缓解“入园难”问题，郑州市也是蛮拼的。

从3月24日起，记者连续多日走访了郑州市多所幼儿园，探寻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际效果。

走进郑州市郑东新区实验幼儿园，颇具
设计感的校舍、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充满童
趣的幼儿作品展示一应俱全。该园园长马
灵君介绍，这座建于 2011 年的可容纳 800 名
适龄幼儿的高起点、高配置的公办幼儿园，
已于 2013 年荣获省级示范幼儿园称号。

2010 年 ，郑 东 新 区 仅 有 5 所 民 办 幼 儿
园。“郑东新区公办幼儿园可谓是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三年行动计划以来，郑东新区投
入 8800 万元，高标准新建 3 所公办幼儿园，
加上因行政区划改变接收的 4 所，目前郑东
新区有 7 所公办、29 所民办幼儿园，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入园难’问题。”郑东新区教文
体局基础教育负责人李晓阳告诉记者，“同
时，我区已计划于 2016 年底新建 12 所公办
幼儿园。”

中牟县东风路幼儿园正如它的名字一
样，乘上了三年计划的东风。园长乔寒梅说：

“从 2009 年只有 4 个班，150 名在园幼儿，没有
活动用房，到截至目前有 16 个班，800 余名在
园幼儿，班级活动室、幼儿保健室、厨房等配
套设施齐全的省级示范园，这个改变是可观
可感的。”据介绍，该园不仅满足了中牟县南
部区域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同时可辐射到

周边四五个村。
“中牟县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42 所，

各乡镇均有 2 至 6 所公办幼儿园。”中牟县幼
教发展中心主任陈静说。

“几年前，每到入园季，幼儿园门口就排
起了长龙。这几年，已经大有改观。”郑州市
民李先生的孩子去年顺利进入了郑州中方
园艺术幼儿园，这让他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
落了地。“中方园幼儿园是一所省级示范幼
儿园，收费不太高，孩子也喜欢。”李先生高
兴地说。

郑州市幼教发展中心主任李建梅补充道：

“截至目前，郑州市幼儿园共有 1428 所，比
2010 年增加了 544 所，新增在园幼儿 12.1 万
人。从 2011 年起，郑州市财政对市区公办幼
儿园每增加一个教学班给予 20 万元补助，对
新建乡镇公办幼儿园且规模符合要求的，按照
每班 1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和奖励。”

“郑州市正继续加大全市幼儿园建设力
度,缓解入园难。2014 年我市新建、改扩建幼
儿园共 60 所,预计增加学位 2.93 万个,2015 年
计划新建幼儿园 40 所。同时加快推进往年
幼 儿 园 项 目 建 设,争 取 早 日 竣 工 并 投 入 使
用。”李建梅说。

为健全幼儿园等级评审机制，郑州市
将幼儿园达标升级与教育现代化区（县）评
估 结 合 起 来 ，2011 年 至 2014 年 ，1056 所 幼
儿园实现达标升级，连年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 任 务 ，发 放 奖 励 3924 万 元 。 自 2011 年
起，郑州市对通过等级评估的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分别给予 3 万至 20 万元一次性奖
励，用于设施设备添置，极大地促进了民办
幼儿园的发展。

同时，郑州市教育局通过开展十佳民办

幼儿园评选活动，对评选出的民办幼儿园给
予 5 万元奖励，引导民办幼儿园规范办园，提
升办园质量。

目前，郑州市示范性幼儿园共 156 所。
2013 年以来，郑州市教育局启动了“百园

扶百园”帮扶工程，指导全市 109 所省市级示
范性幼儿园与 121 所郑州市二级以下幼儿园
结成帮扶对子，并制定三年目标和具体的帮
扶实施方案。

具有 50 多年历史的郑州市实验幼儿园

作为郑州市教育局“百园扶百园”工程的帮扶
园，对郑州市高新区一幼、新密二幼、登封一
幼、登封市卢店镇幼儿园开展了有计划有步
骤的对口帮扶。

园长郝江玉说：“省级示范园带给我们荣
誉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深深的责任。我们
通过省级示范园开放日活动、建立园长工作
室、名师工作室、开展专题讲座等一系列措
施，使被帮扶园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升被
帮扶园管理和保教水平，最终达到均衡发展，

共同提升的目的。”
据悉，新密二幼与登封一幼已获得省

级示范园称号，登封卢店镇幼儿园获得市
级示范园称号，郑州高新区一幼正在申报
市级示范园。

李建梅说：“针对被帮扶园室内外玩教具
匮乏的现状，市教育局通过公开招标，购置了
160 多万元的幼儿玩具、幼儿体育活动器械、
图书，配送到每所结对园，使 2.5 万名幼儿受
益。”

关注内涵 提升质量3

增加学位 满足需求1

健全机制 规范办园2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曹 磊 通讯员刘象
乾）3 月 27 日，记者从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该公司一些“高大上”的枣制品打起了“亲民
牌”，通过商超、网点、高档实体店同时向外销售，
创下了一年销售 1.2 亿包的好成绩。

这是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亮出的“转型
成绩单”。结合国家形势、市场环境等因素，成功
调整发展战略的企业在新郑市并非只有好想你公
司一家。在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雏鹰农牧、冠
超食品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实
现了自身优化，也间接为新郑市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支撑。

“新环境”带来“新常态”。面对转型与变化，
新郑市更是“见力给力”，并针对辖区企业特点、产
业情况，确定了以产业升级增效为核心，构建“业
态先进、布局合理、产业集聚”的现代产业体系的
新一年发展战略。

围绕这一战略，新郑通过做优商贸物流业、做
强食品加工业、做大生物医药业率先发力。

“产业好不好，企业能代表。”在积极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的同时，新郑今年将继续加大“强企”、

“名企”的培育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优势企业通过
兼并重组、战略合作等方式壮大规模，力争年销售
收入超 10 亿元企业达到 30 家，以及做好润弘制

药、恒天电缆等拟上市企业辅导培育，力争上市工
作取得新突破。

另外，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的工作也被提上
日程。据了解，今年，新郑市将着力完善产业集聚
区（园区）企业服务平台建设，计划新增郑州市级
以上工程技术中心 5 家；强化辖区政通公司、新区
投资公司等政府融资机构的作用，采取 PPP 等模
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
力争全年融资 50 亿元；引进更多银行设立分支机
构，引导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健康
发展，并实施小微企业“新三板上市工程”，多渠道
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产业好不好 企业能代表

新郑“以企促产”亮出成绩单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曹 磊）3 月 27 日，记
者从郑州市建委获悉，今年，郑州市将加大绿色
建筑推广应用，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将超
25%。

按照郑州市《关于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通知》
要求，2015 年，郑州市市域范围内，单体建筑面积
超过两万平方米的机场、宾馆、商场、写字楼等大
型公共建筑，新立项政府投资的学校、医院、体育
馆等公益性建筑以及保障性住房共三大类建筑群
体需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郑州市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是郑州
大力推行绿色建筑“增量见效”的一年。自 1 月份
以来，郑州新增绿色建筑面积已达 200 多万平方
米，至年底有望突破千万平方米。

绿色建筑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业主入住后

可以大大降低生活成本。为加大绿色建筑推广应
用，鼓励商品房项目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在国家、
省补贴的基础上，郑州市对达标的绿色建筑还给
予额外的资金奖励。

据了解，绿色建筑共分一至三星 3 个级别，级
别越高，得到的资金补助也就越高。国家对达到
二星级标准的绿色建筑，每平方米奖励 45 元，三
星级每平方米奖励 80 元。

除此之外，我省对绿色建筑运行标识达到一
星级、二星级的保障性住房还分别给予每平方米
10 元、20 元的资金补助。郑州市在金水区、中原
区、二七区、管城区、惠济区范围内，对达到二星
级及以上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项目，还将按照二
星级标准的绿色建筑每平方米奖励 15 元，三星
级每平方米奖励 25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奖励（不
含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其奖励资金由市、
区两级财政各按 50%的比例分摊。该五区范围
内合规的二星级绿色建筑，可累积获得国家、省、
市三级补助。

今年郑州新建房屋 1/4“披绿”

“

■图片说明从上到下依次为

郑东新区实验幼儿园的
孩子在模拟照顾婴儿。

中牟县东风路幼儿园的
教师正在教孩子们认识蔬菜。

中牟县城东路幼儿园的
教师正在声情并茂地为孩子

讲故事。

郑东新区实验幼儿园的
孩子参加趣味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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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开区展示中心绿色建筑设计效果图郑州经开区展示中心绿色建筑设计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