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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第二批电商示范企业、
示范基地名单出炉

本报讯（通讯员 董艳菊）日前，记者从许昌市商务局获悉，
许昌市第二批“许昌市电子商务示范单位”名单出炉。许昌龙祁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被确定为许昌市第二批电子商
务示范企业，禹州市电子商务孵化园等6个园区被确定为许昌
市第二批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许昌市电子商务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统筹推进电子商务示范创建工作；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经过推荐申报、材料初审、实地考察和网站公示等
流程，在参考专业人士意见的基础上，经审核研究，确定了第二
批“许昌市电子商务示范单位”名单。

据了解，自2015年开展电子商务示范创建以来，许昌市共
培育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1家，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6
家、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3个，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21家、
市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8个。

通过各类示范主体的带动，许昌市大力引导电商企业集聚
发展，发挥辐射带动效应，促进电子商务应用和模式创新，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为促进电子商务产业链均衡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效促进了全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15

杨保利的高兴事
□本报通讯员 李水安 郭医彩 靳莹莹

“没想到这么快就给俺送来了。”近日，从建安区脱贫攻坚第
六督导组同志的手中接过轮椅的杨保利和他的老伴流下了感激
的泪水，不时说着感谢的话。

现年 63岁的杨保利是建安区小召乡郑杨村的村民，由于
11年前突发脑梗导致偏瘫，已经卧床十多年。3年前，杨保利又
因前列腺肿大导致需长年随身佩戴导管，并10天去医院换药一
次，由于老伴身体也有疾病，老两口的生活来源靠着家中仅有的
3亩地，可是每年近3万元的医药费，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常年在外打工的儿子，为了方便照顾父亲，也与
两年前回到许昌务工。

4月18日，建安区脱贫攻坚第六督导组在入户走访小召乡郑
杨村时，得知杨保利想要一台轮椅后，督导组在当天晚上召开的
脱贫攻坚联席会上，向区委副书记马浩进行了汇报。马浩当场做
出批示，要求建安区残联及第六督导组的同志务必给老人送去一
台轮椅。“要情系群众，把贫困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坚决
做好做细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工作。”马浩语重心长地在会上说。

会后，建安区残联及时行动，积极筹备，并将轮椅交付给第
六督导组的同志，把轮椅送到杨保利的家中。于是，就出现了开
头的一幕。

5月7日，建安区脱贫攻坚第六督导组及建安区档案局工作
人员等一行人再次来到杨保利家中，对他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
登记。督导组组长米晓兵说：“我们了解到他的情况，正在开展
一系列的帮扶工作，力争让杨保利早日脱贫。”15

赵明远和他的爱心传递协会
□本报通讯员 蔡忠民 李晓钟

2015年他自筹资金3万元注册成立了一个爱心传递协会，
成为长葛市第一支正式的爱心义工队伍；自协会成立以来，他带
领协会400多名会员，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积极开展各类社会公
益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着正能量。他就是长葛市爱心
传递协会会长赵明远。

农民出身的赵明远一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2012年贵州省
印江县重大干旱时他捐抽水机30台；2013年外地发生重大泥石
流他捐献价值4.8万元装载机一台。多年来，他还一直资助多名
贫困大学生。为让更多的人参与公益组织，2015年他自筹资金3
万元注册成立了长葛市爱心传递协会，为更多的爱心人士搭建了
一个服务社会的平台，使他们有组织地奉献自己的爱心。

据了解，多年来他和协会成员先后奔赴后河镇敬老院、石固
镇敬老院、坡胡镇敬老院、南席镇敬老院、增福庙乡敬老院等十
多家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生活用品和食品，还经常给敬老院里
的老人理发、唱戏，让他们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多年来，他们的
足迹遍布长葛市的许多乡村，为贫困家庭开展送温暖活动。他
们还积极参与莘莘学子助考活动、长葛市组织的微心愿活动和
环保日宣传活动，为全市的志愿服务活动增光添彩，为许多特困
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每次大家问他这样做图的是什么时，
他总是回答：“能帮助弱势群体，为他们在寒冷中送去温暖，在酷
暑里撑起一把遮阴的伞，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为他们服务，我心
甘情愿，无怨无悔。”15

襄城县

“戏曲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

5月4日，由襄城县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戏曲进校园活动”
正式启动。今年以来，襄城县在各中小学全面开展“戏曲进校
园”活动，按照“一年展开，两年提升，三年普及”的步骤，旨在全
面推广普及传统戏曲文化，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努力形成
戏曲传承发展的新气象。15 牛原 摄

投资100亿元提升基础教育

许昌教育迎来“大时代”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由市委书记、市长“挂帅”靠前指挥，三年内投入100亿元，新建和

改扩建200所中小学、100所幼儿园，中心城区新增学位4.5万个……

自2017年 2月以来，许昌市全面启动了以破解基础教育资源不

足、分布不均、质量不优“三大难”为重点的“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

战”，其组织领导规格之高、建设资金投入量之大、项目涵盖范围之广、

受益人群覆盖面之多，在许昌教育史上前所未有。

什么是“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战”？许昌为何要投入巨资打响

这场攻坚战？教育民生与经济发展，两者如何实现兼得？

4月 22日，在许昌市东城区南海街
小学施工现场，一幢拔地而起的综合教
学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水磨石
地坪施工和外墙保温层铺贴，食堂、宿
舍、体育馆等配套设施正在紧张建设
中。 将于今年 9 月招生的南海街小
学，占地58亩，总投资5000余万元，建
成后可容纳 1600余名学生，解决周边
10多个居民小区适龄儿童的就学难问
题。

这是许昌市实施基础教育提升三
年攻坚战、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
一个缩影。今年，仅许昌市区就要建
成投用中小学 3所、新增学位逾 4000
个，建成投用幼儿园 10 所、新增学位
3000多个。

今后3年，许昌市将投入100亿元
资金，发展“公平普惠、优质多样、充满
活力、人民满意、全省一流”的教育事
业，打造中原教育强市。

“我们的书记、县（区）长，今后都要
当教育书记、教育县（区）长。”2月 16
日，在许昌市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动
员大会上，市委书记武国定的话语掷地
有声。

在这次会议上，许昌市确定了基础
教育提升三年攻坚的“时间表”、“路线
图”———

2017年，全市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50所、中小学100所，其中中心城区新
建、改扩建中小学15所、幼儿园20所。

2018年，全市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30所、中小学 60所，其中中心城区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20所、中小学9所。

2019年，全市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20所、中小学40所，其中，中心城区要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0所、中小学6所。

3年攻坚，不止有“大手笔”的资金
投入，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通过
实施“学前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扩容、高
中教育提升、民办教育创新、教育质量
创 优 ”“ 五 大 工 程 ”，实 现“ 三 个 率
先”——在全省率先普及学前教育、率
先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率先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3年时间，许昌一口气
要新建和改扩建200所中小学、100所
幼儿园，仅中心城区就可新增学位 4.5
万个。同时，重点打造 10所省（市）级
示范性高中，成功创建 50 所精品学
校。

启动许昌市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
坚行动，许昌市委、市政府经过了半年
时间的调研、论证，以“大教育”的视野
和格局，统筹兼顾推进教育体系建设。

武国定说，之所以始终对教育青
睐有加，是因为它有着沉甸甸的分
量——教育，历来最受人民群众关注，
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希望和福祉，寄托着
千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教育，直
接关系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城镇化的速
度和质量，直接关系许昌的知名度、美
誉度和影响力。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
的科技、未来的生产力。

实施“三年攻坚”，更是许昌教育工
作的现实选择和历史必然。近年来，许
昌教育取得长足发展，但由于历史欠账
较多，还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和瓶颈：总
量不足，导致“入园难”“大班额”问题普
遍存在；分布不均，“城镇挤”“乡村弱”，
县域之间、新老城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
衡；质量不优，在全国全省叫得响的知
名学校、知名教师严重缺少，优质师资
明显不足……可以说，基础教育再不提
升，将严重制约全市教育事业健康协调
发展，降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许昌长远发展。

一个班级容纳学生 140多人，“课
桌连课桌，学生挨学生”，许昌市区的一
所学校曾因此被媒体曝光，校方也很无
奈：“不少孩子都是家长找门路、托关系

‘送’来的，难以拒之门外。”究其原因，
表面上是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但“根
子”是基础教育资源短缺。实施基础教
育提升三年攻坚，正是推进教育提质发
展、满足教育公平的需要。

在高规格的许昌市基础教育提升
三年攻坚动员大会上，武国定的话语有
些动情：“现在，中心城区和县城中小学
最大的班额过百人，造成孩子挤得无法
把胳膊放在桌面上，作为执政者我们于
心不忍啊!尽快改变现状，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是我们向
全市人民的庄重承诺!”

“重视教育，不像经济建设那样收
到立竿见影的‘政绩’，但却如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是一项打基础、利长远、
福泽后世的先导性工程。”一直关注家
乡发展的广西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王
润民认为，许昌在财政并不阔绰的情况
下，舍得投资教育，不重“显绩”重“潜
绩”，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理念的生动
诠释。

攻坚，是除“顽疾”、祛“沉疴”，啃‘硬骨
头’。它绝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单枪匹马”
打冲锋，而是事关全市、全局的大事，是一
场多方力量广泛参与、各种资源有效凝聚
的重大战役。

抓教育就是抓核心竞争力，许昌市像
抓经济一样抓教育，成立了三年攻坚指挥
部，由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指挥长，市
委常委会每季度听取一次攻坚情况汇报，
形成固定制度。

对症下药，方可药到病除。为了解决
师资紧缺问题，许昌市建立“编随人走、岗
随编走”的教师和校长交流机制，按照“缺
一补一”的原则及时补充缺编空岗教师。
编制部门将对纳入三年攻坚计划的新建中
小学开绿灯，及时核定编制和配齐教师。
与之同时，与“许昌英才计划”对接，吸纳高
素质、高层次外来人才。

资金问题咋解决？许昌将紧紧抓住全
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等重大机遇，通过政府
投入、PPP融资等形式，投入100亿元以上
资金，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中小学。

针对“入园难”问题，许昌市要求，城镇
住宅小区已按规划配建的幼儿园，要办成
普惠性幼儿园；出租办园的由发改部门核
定指导价后一律办成普惠性幼儿园。对未

按要求建园的，责令于2017年底前完成补
建任务。市政府设立 500万元专项经费，
集中用于中心城区幼儿园建设和达标升级
奖补。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在教师培训
上，许昌市开始实施“54321”行动计划：利
用3年时间，完成5万人次的教师轮训，抓
好4万人次的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培训，培养3000名市级骨干校长和教
师，建设200个省、市级名校长、名教师工作
室，10个全国名校长及教学名家工作室。

为扶持民办学校做大做强，许昌每年
从市本级预算中设立2000万元的民办教
育发展资金；为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问
题，他们探索建立城乡教师交流制度，组建
教育集团，支持强校带弱校、名校带新校。

“打好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战，是当
前教育形势的迫切要求，是决胜未来的必由
之路。”许昌市市长胡五岳说，各级党委、政府
都要怀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紧迫感、使命感，
解难题，破瓶颈，推动基础教育高位均衡发
展，让教育“洼地”变“高地”。

来自许昌市教育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今年全市100所中小学建设任务已开工
50所，50所幼儿园建设任务已开工27所，总
体开工率达到51.3%，工程进展顺利。

实施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战役，是
对许昌教育格局高屋建瓴的准确把控，是
以创新思维推动许昌教育实现跨越发展、
描绘未来三年许昌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蓝
图，在全市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许昌市委、市政府与各县（市、区）签订
了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目标责任书。“立
下军令状，军中无戏言。唯有实干，才有实
效。”长葛市委书记刘胜利说，要用 3年左
右时间，在全市率先普及学前教育、率先实
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率先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推动长葛从教育大市向教育强市转
变。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在深感许昌
教育春天来临的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责任更重了。”许昌实验幼儿园园
长安二说，他们将抓住这一契机，激发全体
教职工工作的内在活力，积极打造河南省
精品幼儿园，让幼儿园成为孩子的欢乐园、
家长的放心园、老师的收获园。

“它将引领许昌教育走向更加辉煌的
明天。”许昌实验小学校长杜伟强说，他们
将在学生的健康成长、教师的素质提升、家

长的满意程度上下功夫，培育名师品牌，尊
重学生个体，推动“课堂再造”，实现教育本
质的回归。

许昌市一中校长杨改莲认为，教育改革
的根本在于“人”，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
伍，提升教学质量，是学校持续发展的动力
所在，也是许昌教育走向更高水平的根本，
要抓住教师队伍建设这个关键，促进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迈上新台阶。

“攻坚”是手段，“提升”是方向，“为民”
是目的。儿子要上小学，家住南海街的市
民王艳平一度为咋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发
愁。现在，家门口一所标准化、现代化的小
学将于今年秋季开学，不用托关系孩子就
能入校，让她喜出望外。对于普通市民来
说，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带来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红利。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许昌市把教育
作为打造区域软实力的基础工程来抓、作
为改善和发展民生的惠民工程来抓，打响
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战，努力让许昌的
每一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不断提升
每个家庭的幸福感、获得感！15

高起点——
百亿资金，投入基础教育1

大格局———
着眼长远，诠释求真务实2

新作为——
克难攻坚，推动“洼地”崛起3

惠民生——
社会热议，发展迎来春天4

许昌市大同街小学举办“开蒙礼”国学主题活动。活动中，身穿汉服的小学生体验集
体拜孔、形体礼仪、表演写字、朗读《弟子规》等完整的开蒙礼流程。 牛原 摄

小学课间齐跳“足球操”千名学生方阵蔚为壮观 牛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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