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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南阳市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南阳市第
十二小学校（以下简称“南阳市十二
小”）作为南阳市教育系统唯一的学校
作经验发言，独具特色的南阳市十二
小实践赚足了眼球，在南阳一时成为
热议话题。

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绝非偶然。多年来，南阳市十二小坚
持把新时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
少年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相结合、与新
时期学校教学相结合、与新时期家庭
教育特点相结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通过课程育人、活动育人及家校
社协同育人，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方面蹚出一条新路，培养出了一大
批德才兼备的阳光少年。

课程育人筑根基

重大时代性主题走入学校德育环
节，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南阳市十
二小教师焦珂的思政课“在灾难中开
出勇气之花”，让同学们感悟救灾英雄
们的大无畏品格，其作为南阳市小学
阶段优秀思政课代表参加河南省委高
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开学第
一课直播活动，点击率高达 183 万余
次。

在南阳市十二小的课堂上，这样
的生动案例比比皆是，该校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筑牢课堂思
政育人主阵地。

除此之外，学校还通过持续开展
经典诵读、书法、传统体育、舞蹈等特
色课，做实传统文化课程。学校有100

多个社团，学生可流动参加，多项参
与，从而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学校经
典诵读自编自创节目《习爷爷来到俺
南阳》《千年梦圆在今朝》皆荣获省一
等奖，并数次亮相河南卫视；今年暑
假，原创舞蹈《小小芝麻官》代表河南
省登上教育部第三届“中外人文交流
小使者”全国大舞台。

走进南阳市十二小的课后服务课
堂，你会发现，这里的操场“动”起来
了，图书馆、阅览室“满”起来了，艺术、
手工活动室“活”起来了，真正成了学
习困难学生补差的“灶台”，学业水平
较高学生拓展空间的“平台”，有特长
学生放飞梦想的“舞台”，成为所有学
生获取多元成长路径和成长方式的

“戏台”，成为让家长认可、社会赞誉、
充分展示教育风采的“窗台”。今年 5
月 6日，学校这一敢于先试、先行、先成
的先进经验，被中国教育报以《让孩子
的课后自得其乐——南阳市第十二小
学校交出“双减”南阳答卷》为题，向全
国推广。

活动育人强内涵

3月 5日，南阳市十二小师生跋山
涉水来到镇平县黑虎庙小学，深入开展

“学雷锋精神，做红色传人”红领巾寻访
活动，师生们一起观看红色节目展演，
参观时代楷模厅，体验“时代楷模”张玉

滚用扁担挑书走过的山路……
黑虎庙小学是镇平县第一所“雷

锋学校”和“学雷锋争做美德少年教育
践学基地”，带队参加活动的南阳市十
二小校长鲁祖义体会颇深：“通过红领
巾寻访活动，让‘学雷锋，做雷锋’的观
念扎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教育孩子
们从小事做起，从日常点滴做起，做一
位新时代的美德少年。”

这只是南阳市十二小通过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的一个缩影。

深入开展“童心向党”实践活动。
加强学生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先后与社
区第三网格党群服务站、淯阳诸葛书
屋、解放路孙家楼、南阳市义务植树基
地等携手，创建“1+1=N”（即 1 个组
织+1个单位=多个教育基地）工作模
式，借助校外资源不断深化理想信念
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引导
青少年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挖掘重大节日、纪念日的文化内
涵，精心实施“十星文明学生”“十星文
明班级”评选活动，持续开展一年一度

“童心向党 歌咏比赛”和“金螺号”校
园文化节，在全员参与、人人登台的交

流、展示、竞技过程中，教育、引导青少
年树立和坚定文化自信。

激发队伍活力，强化党建带队
建。开展“红领巾”寻访活动、“共植
一抹绿 一起向未来”植树节实践活
动、“寻访先烈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
清明节寻访活动、“学宪法、讲宪法”
活动、“学雷锋精神，做红色传人”红
领巾寻访活动等，持续开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法治教育，让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信念在青少年心中牢
牢扎根。

协同育人绽芬芳

在南阳市十二小，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绝不是一句写在墙上的口
号，多年来，学校师生组成支教团，走
进各县区，传教改经验播撒一路芬芳；
走向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架起了蒙
汉民族团结的友谊之桥；在上海、北戴
河、秦皇岛等多个全国大赛现场，与从
多名校同台竞技，有力地展现了南阳
教育实力；三进中央广播电视台，把精
彩播向全国；七上省城，绽放素质教育
成果；“河南教育发展论坛暨南阳市第
十二小学魅力七七五·生态课堂”省现
场会，1500余人见证追寻生态教育的
蝶变……

光芒万丈的背后，是全校上下凝

心聚力和久久为功绽放的娇艳之花。
多年来，南阳市十二小持续发力，在构
建协同育人体系书写立德树人华章的
道路上行稳致远。

学校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通
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和班主任相结
合，个体辅导与团队辅导相结合，课内
课外相结合，家长委员会与政教处相
结合，按年龄组分层次针对性开展各
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让文明习惯、文
明新风、文明实践点亮心灯，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协调发展。

学校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
面融入教书育人和学校发展，不断完
善育人方式，始终坚持建设有文化、有
内涵、有品质的品牌名校。多年来，学
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校园”“全国‘双
合格’家长学校”“全国未成年人生态
道德教育先进单位”等100多项荣誉。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
迫。鲁祖义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坚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将动力、责任、
使命系于一身，坚持以人为本，撑起关
爱蓝天，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进一
步开创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新局面。

以人为本 撑起爱的朗朗晴空
——南阳市十二小走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路

专版│082022年9月 13日 星期二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农业路支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
片区（郑东）商务外环路九如东路交叉
口向南 150米路西民生金融大厦（鑫
苑国际中心）8层801-B、802、803室

机构编码：000018410105800

许可证流水号：No.00056695
批准日期：2010年 10月 25日
发证日期：2022年 8月 15日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行授权的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农业路支公司迁址换证公告确山县竹沟红色教育基地项目位

于确山县竹沟水库东岸以东，距新阳
高速竹沟站 800 米，项目占地面积约
451亩，建筑面积 46000平方米，教育
基地划分四大区域：教学区、生活区、
运动区、配套设施区，内设办公楼、报
告厅、教学楼、研讨楼、展览馆、宿舍
楼、餐厅、体育馆、停车场等，可同时容
纳750名学员接受培训。

现面向社会诚招运营管理公司，
负责基地餐饮、住宿、学员培训、会务
安排等业务。采取合作经营的模式。

欢迎具有相关运营管理资质、经
验的团队与我公司联络洽谈。

联系人：郑鹏
联系电话0396-7019880。

确山县国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9月5日

关于诚招确山县竹沟红色教育基地运营管理公司的公告
为更好地关爱残疾人，提高残疾

人的生活质量，9月 8日上午，郑州市
郑东新区残联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为辖区龙子湖办事处持证残疾人
开展免费康复体检活动。

东区残联及办事处工作人员一早
来到在河南省直三院6楼的体检中心，
为此次 30名持证残疾人提供服务，帮
助他们进行血液、血压、血糖、肝功、肾
功、彩超等项目的检查，并结合体检情
况为他们提供健康建议，让他们进一步

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做到“早预防、早发
现、早治疗”。体检工作开展得非常顺
利，得到了残疾人家庭的一致好评。

为困难残疾人提供免费体检服
务，是郑东新区推进残疾人“人人享有
康复服务”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东区
残联已连续十余年开展此项服务。下
一步，郑东新区残联将持续为残障人
士开展免费体检活动，关爱残疾人的
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齐江华）

关爱残疾人 体检送健康

社旗县全面优化企业特殊工时
审批服务，建立完善事前审批与事中
事后监管有效衔接和高效联动机制，
实现提速审批与全面监管同时发力，
加强企业用工监管。一是优化审批，
将特殊工时审批原先要求提供的7项
材料统一缩减至 4项，将该项行政审
批事项法定的 20个工作日办结缩减
为 5个工作日内办结，为辖区内牧原
农牧、同道弹簧、先防医用防护用品
等企业 1366 名职工审批了特殊工
时。二是推广宣传，指导企业依法履
行民主协商程序实行特殊工时制，落

实员工的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权
利。及时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载
体发布相关政策、办事指南、申请材
料模板等，做好相关政策解释工作，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服务氛
围。三是强化监管，结合实地核查、
员工询问等工作环节，对企业实行特
殊工时制度情况进行监督。通过“双
随机”检查、重点监管、日常监管等形
式开展事中事后监管，督促企业在保
证安全生产和职工身体健康前提下，
依法实施特殊工时制，规范企业用
工。 （高倩）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光山县公安局殷棚派出所
对于现行侵财案件高度重视，快侦、
快破、快追赃，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
赞誉。8月 14日，殷棚派出所接到李
庄村居民易女士报警称，其在手机上
刷单，被骗 1万余元现金。接到报警
后，殷棚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展开案
件调查。很快，办案民警通过对诈骗
资金流向分析研判后发现，易女士账
户被骗资金首先转到了上海市一名

叫王某国的银行卡内，王某国有重大
作案嫌疑。随即，该所所长宋罗彬率
队前往抓捕，并于8月 16日将犯罪嫌
疑人王某国成功抓获。经审讯，王某
国对其提供银行卡为“跑分”团伙洗
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时自愿赔
偿被害人损失以取得谅解。8月 30
日，易女士接到办案民警通知前来领
赔偿金的电话后，特意送来一面绣着

“心系群众 不辞劳苦 连续作战 破
案神速”的锦旗以表谢意。（孙惠坤）

近日，卢氏县汤河乡纪委对疫情
防控情况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规
范使用，严格扫码。坚持逢门必设、
逢进必扫、逢扫必查、逢异必报。提
前报备，管控到位。返乡人员提前三
天报备，返乡后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管控到位。重点人员按要求做好
核酸检测，并上报结果。重点场所，
强化管控。深入社区、工地、学校、医
院、商超、酒店宾馆等重点场所，对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情况突击检查，对存
在失管失控风险的5家经营场所和单
位予以通报批评，责令整改。核酸检
测，应检尽检。坚决落实乡政府全体
干部职工核酸检测要求，并安排专人
进行查验和统计上报。下一步，该乡
纪委将对疫情防控中的“四风”等问
题持续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确保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王国梁）

9月 7日，随着最后一块车库顶板
混凝土的浇筑完毕，由中铁十五局集
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洛阳市涧
河治理工程同乐寨村B地块安置房主
体结构全部建设完成。该项目位于洛
阳市涧西区芳华路与嵩山路口，共有4
栋高层住宅楼，可安置居民 816户，是

洛阳市涧西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
主体结构施工任务的完成为按时交付
提供了良好保障，赢得了业主与广大群
众认可，充分展现了央企的实力和担
当。“项目部全体人员将继续努力，争取
早日实现回迁群众的安居梦。”项目负
责人张乐平表示。 （贾腾南 孙民宇）

近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
路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 123家规模以
上企业，分行业进行为期两天的统计
培训。会上为企业详细讲解了主要指
标填报及注意事项，现场解答企业提
出各项指标填报难题，并把政府出台
的惠企政策宣传普及到位，营造优良

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真正享受政策
红利。此次培训，提高了企业办事效
率，节省了时间，受到了辖区企业的一
致好评。办事处还为企业制作发放培
训物资 280 套、统计制度版面 130 套
390块。

（王赵琪）

为进一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落实主体责任，精准纠治“四风”，
近日，灵宝市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组
积极行动，通过多种形式做实节前教
育。对“关键少数”和重点岗位、重点
人员开展集体廉政提醒谈话，通过手
持书签、承诺书共照“中秋廉洁全家
福”，集体观看廉政情景剧、讲廉政党
课。同时，灵宝市纪委监委要求各单
位，要对照各级有关违反八项规定精

神的案例通报，认真查找和正视自身
当前存在问题，不断建立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管人、靠制度
管事的长效机制。近期，灵宝市纪委
监委18个派驻纪检监察组累计在该市
召开廉政提醒会 100 余场，赠送廉政
书签 600 余份，持续释放了正风肃纪
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确保
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李静莲）

近日，为进一步保障务工人员合
法权益，确保务工人员工资“零”拖欠，
由中建路桥承建的西气东输三线中段
（中卫—吉安）项目枣阳—仙桃段土建
标特地邀请属地银行工作人员，到项
目现场为异地务工人员办理工资卡，

着力解决异地务工人员办卡难的问
题。接下来，项目部将持续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加强对务工人
员工资专用账户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切实维护务工人员劳动报酬权益。

（李鑫 辛京璞）

洛阳同乐寨B地块安置房主体结构全部建设完成

持续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 助企见实效

做实做足节前教育 防治“四风”

“工地银行”为一线务工人员办理实名制工资卡

近期，宝丰县中小学校、幼儿
园如期开学。为确保广大师生出
行安全，宝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周密部署、科学布警，加强学校周
边高峰期交通疏导及道路交通安
全整治工作，做好校园交通安全
守护者。一是不断完善学校周边
安全设施，对学校周边的交通安
全设施进行梳理排查，及时增设、
更新交通标志标线和减速带等安
全设施，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二
是在交通流量大、接送学生车辆
较多、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的中小

学校、幼儿园路段安排民辅警“定
人、定时”站好“护学岗”，做到学
生上下学与警力护学时间同步，
及时发现和查纠接送学生车辆乱
停乱放行为，疏导车辆分流。三
是深入辖区主要道路，对校车超
员、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随
意停车上人、随意越线掉头、不按
核定线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开
展查纠整治，做到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确保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有
序、畅通。

（李萌萌 马沛沛）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
企业内生动力，助力企业高质量
健康发展，近日，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金岱街道办事深入开展“万人
助万企”活动，街道领导干部下沉
一线，到河南龙力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以及技术创新、市场运营、
品牌培育等情况，对企业存在的
销售、用地、人才、资金等方面的
困难进行收集整理，主动靠前服
务，帮助企业用足用活惠企政策，
为企业排忧解难，助推企业发展
壮大。 （张锐童）

“现在医院门口乱停乱放的
电动三轮车、四轮车终于不见了，
救护车出动更快捷了。”日前，汝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科许大夫
开心地对巡察干部说道。据了解，
今年7月，汝州市委第二巡察组对
市交通运输局及所属单位开展为
期50天的巡察，在巡察中，巡察组
发现市第一人民医院、汽车客运
站、火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车辆乱
停乱放、违规占道现象严重。巡察

组高度重视，指导市交通运输局根
据路段实际交通情况，通过将执法
人员进行分组，设立固定执勤组和
流动执勤组，不间断在医院、超市、
车站路口巡查，对乱停乱放的电动
三轮车、四轮车及时驱离，并对当
事司机和路过群众进行教育宣传，
呼吁群众自觉拒乘无安全保障的
非法营运车辆，为汝州市营造良好
的道路交通环境。

（仝霖）

社旗县实行劳动监察“审管联动”

快侦快破诈骗案 及时挽损获锦旗

强化监督检查 守牢防疫屏障

宝丰交警多管齐下全力站好“护学岗”

开展“万人助万企”联系企业走访调研

巡察监督解难题 畅通群众出行路

原创歌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歌”展演。

红领巾寻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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