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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刀工细腻切出多彩人生 煎炒烹炸做出饕餮大餐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这个高校毕业生一招鲜吃遍天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河南省人民政

府批准、纳入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全日制普通高

等职业院校，坐落在享有“中国厨师之乡”美誉的

河南省长垣市。学院基础设施齐全，环境典雅别

致，现代化教学设备齐全，5G网络覆盖校园。学

院占地面积580亩，建筑面积24万余平方米，开

设高职专业35个，在校学生8600余人。

学校是河南省职业教育特色院校、河南省

“双高校”建设单位、河南省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中国烹饪

大师培养基地、中法文化交流主办学校。学校坚

持“与国家发展同频、与区域产业对接、与民营经

济互动、与行业企业共建、与国际交流融合”的发

展战略，主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着力架构学校高

水平建设综合新体系，扩大办学规模，突出办学特

色，提高办学质量，增强办学实力，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在服务地方经济中不断发展壮大。 学院学生与来自法国的学员结对进行烹饪实训“中国果蔬雕刻天王”王国仕为同学们授课

专业特色鲜明

学校形成了烹调工艺与营养、电子

商务、信息技术、学前教育四大特色专业

群，设有烹艺学院、幼教学院、食品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旅游管理

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和国防后备学院。

建有中式烹调、西餐烹饪、中西面点、餐

饮服务、酒店管理、信息工程、电子商务、

学前教育、食品检测等专业实训室58

个。

学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注重“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建立了一支由资深

教授、副教授、充满创造力的中青年教师

和行业专家、技能大师组成的优秀教师

队伍，拥有国家“万人计划”名师、省管优

秀专家、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

职业教育专家、河南省优秀教师11人，

自有中国烹饪大师13人、中国餐饮服务

大师1人，外聘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

服务大师44人，研究员24人，高级顾问

13人。“双师型”教师占60%，充分保证

了学院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学校师生

多次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技能竞赛，在

各类国家级技能竞赛中荣获团体金奖

19项、金牌73块、银牌110块。2016

年，学院93名优秀学生参与并圆满完成

了杭州G20峰会的服务工作，得到了大

会组委会的高度赞扬。2018年、2019

年，选派部分优秀学生参与了全国“两

会”河南代表团会务服务工作，得到了省

委、省政府的表彰。前不久，26名优秀

学生到北戴河服务局工作。

学习环境优美

2019年，学校仅经过半年多的建

设、筹备，就实现新校区的搬迁。新校区

完全按照省内一流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

配置，各种教学、生活设施完备。

学校现有58个专业实训室，面积

5000平方米，设备资产总值8000余万

元，集实训教学和科学研究于一体，可以

同时承担各专业4000名学生的实训教

学。学校着力信息化建设，积极打造智慧

校园，满足师生工作、学习、生活的现代化

需求。目前已经实现5G网络校园全覆

盖，拥有安全系数高、传输速度快的大数

据中心机房，建成学生管理、教学管理、行

政管理集成平台，实现云桌面办公、实训，

建成多个虚拟仿真实训室，为广大师生提

供了一个便捷、高效、充满现代科技感的

良好环境。学校四季绿树成荫、鸟语花

香，体育场所设施多样、功能齐全，校园

餐厅风格典雅，各地风味应有尽有。宜

居怡人的校园环境受到社会追捧。

就业渠道广阔

2020年，作为河南省首批“双高”建

设单位，学校成功进入河南省高等职业

教育第一方阵。学校坚持“围绕产业办

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的办学理念，深

入研究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增强职

业教育适应性，根据社会对人才的强烈

需求，积极与河南区域支柱产业和新兴

行业对接，主动与国内外重要行业、知名

企业联合，牵头专门职业教育集团，共建

产业学院，以为现代服务业、机械制造

业、信息产业提供高技能型人才为方向，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全方位加强专

业建设。

学校始终坚持“学业有专攻、就业有

保障、创业有平台、升学有路径”的办学

理念，从20世纪60年代建校的长垣厨

师学校至今，学院培养出了数万名烹饪

人才。以满天星肉丝带底品牌创始人冯

建忠等为代表的优秀学子，使厨乡精湛

的烹饪技艺得以继承和发扬，推动长垣

由“厨师经济”向“烹饪产业”的转型升

级，为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新的贡献。 （李潇）

学校地址：河南省长垣市蒲东区华豫大道与山海大道交叉口
咨询电话：0373-8872228 8892228 8886377 学校网址：www.cyprxy.edu.cn

国标代码：14305
河南省招生代码：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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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孙六镇多举措做好禁毒铲
毒工作

为切实做好禁毒铲毒排查工作，从

源头上有效遏制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和制毒犯罪行为，民权县孙六镇成立由

镇长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的禁

毒铲毒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实施方案，

成立由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组成的

督查小组，逐村排查、不漏一户，切实根

治辖区内毒品原植物种植隐患。（卢倩）

不断完善两类人群动态监测新机制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

返贫、新致贫现象动态监测帮扶，防止

新的返贫、致贫现象发生，鹤壁市山城

区采取三项措施，提升“两类人群”动态

监测帮扶工作，以最硬手腕、最严举措

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一是搭平

台。建立全区“两类人群”防返贫防致

贫动态监测帮扶平台，由区重点行业部

门定期将预警信息进行录入。二是建

体系。在全区构建两类人群防返贫防

致贫动态监测帮扶三级体系。三是严

标准。进一步明确“两类人群”标准，规

范月动态调整程序。 （张乔伟）

本报讯 （通讯员尚明达 史如月
记者秦名芳）“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下这

么大的雨还上门办理业务，你们真是为

老百姓办实事的银行！”6月17日12时

左右，滑县高平镇西高平村的卜先生激

动地说。

两个小时前，高女士拿着她公公卜

先生的存折到滑县农商银行高平支行

营业网点：“我公公的存折由于长期不

使用，被转成睡眠户了，密码也忘了，现

在他瘫痪在床没法来办理，家里的电费

补贴款打不上去，村委会一直催着上

报，这可咋办？”

柜员袁卫兰听后，先安抚高女士的

情绪，然后说：“按照规定，睡眠户转正常

户和办理密码挂失，必须本人持身份证

到现场进行认证比对、联网核查，确认身

份，但考虑到你公公因身体原因不便到

网点办理，我们可以上门为你服务。”

这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袁卫兰

和同事王利兵冒雨前往西高平村上门

核实情况。王利兵先与卜先生进行沟

通，在核实实际情况及业务办理意愿

后，协助卜先生签署委托书，并与卜先

生拍照留存影像资料。随后，袁卫兰和

王利兵返回高平支行营业网点，为高女

士办理了业务。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魏冉）6月

22日，记者在遂平县汝河生态湿地公园

看到，野鸭在水中嬉戏，鸟儿在枝头欢唱，

微风吹起，绿植的清香扑面而来，顿感心

旷神怡。

近年来，遂平县以实施百城提质工程

为契机，将城区水系规划对接到城市建设

总体发展规划之中，以水润城，县城处处

彰显水景生态园林美。

遂平县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境内汝

河、玉带河、奎旺河穿境而过。该县立足

优势，以水系为特色纽带，以改善人居环

境质量为动力，围绕打造“水清、天蓝、生

态、优美”的河道风景区，积极实施“三河

治理”水系综合治理景观建设。

汝河是遂平的母亲河，为留住水清、

岸绿、景美的自然生态，该县采取PPP模

式投入资金10亿元，实施了汝河综合治

理暨园林景观工程。项目总长15公里，

占地8900亩，其中，水域面积3300亩、绿

化面积4600亩。“这里以吴房文化、围棋

文化为内涵，规划建设了5大板块、45个

精品景点，绿草如茵、花香四溢、碧波荡漾

的优美环境，成为市民休闲、健身、娱乐的

好去处。”工程负责人介绍。

玉带河水系治理以遂平文化为主题，

植入乐、游、娱、文、康五大功能，配置连续

的生态走廊、舒适的公共休闲空间和慢行

系统，形成琴、棋、书、画四大板块。

目前，遂平县打造出玉带河水景公

园、汝河生态湿地公园、奎旺河湿地公园、

莲花湖水体公园和月儿湾植物园，构建城

区“三河两湖五公园”的生态格局。“以水

润城，润活了城市的灵性，我每天生活在

这样的环境里，感到很幸福。”正在汝河生

态公园散步的陈先生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霞
牛联平）6月15日，走进孟州市河雍小

学，薪火广场的标识牌跃入眼帘。校长

宫建忠介绍，该校将教学楼前的广场命

名薪火广场，就是时刻警醒全校师生要

不忘来路，让革命薪火、红色基因代代

传。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校紧贴

少年儿童兴趣需求，多举措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该校通过开展党史宣传进校园、学

党史主题班会等方式，礼赞建党百年、

传承红色基因；通过开展传唱红色经典

歌曲、“红领巾爱学习——网上学党史”

“国旗下的演讲——学党史、颂党恩”、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引导学生学党

史、听党话、跟党走。

“通过听革命故事、参观红色教育

基地等，我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是革命

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

易。”三年级学生贾锦鹏说，作为新时代

的少年，要发扬革命先辈们的光荣传统

和革命精神，为祖国变得更加美好而努

力学习。

该校还将红色教育与素质教育结

合起来，在创客社团中通过书画、陶艺、

手工制作、3D打印笔等多种形式，创作

反映红色文化的艺术作品，让学生在创

作的过程中感悟党史和红色文化的魅

力，达到了“趣学”党史的目的。

6月21日，安阳商都农商银行组织员工拍摄《唱支山歌给党听》快闪，激励全行干部职工永葆坚定信念和奋斗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献上最真挚美好的祝福。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陶涛杨柳杏摄

遂平县 以水润城 润活城市灵性

滑县农商银行
急客户所急
雨中上门办业务

孟州市
红色教育进校园 革命薪火代代传

深入推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农发行封丘县支行在全行内开

展了“文明服务我出彩，群众满意在

窗口”专项活动，要求全行上下加快

提升全行整体服务形象，提高全行上

下对创建活动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

识，做到每位员工积极参与，增强做

好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引导员工牢

固树立以客为尊理念、主动服务理

念、精细服务理念、创新服务理念和

全员服务理念，把“客户至上、服务立

行”作为全行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取

向，深入推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 （杜双全）

细化“三个服务执行”
农发行封丘县支行将“三个服务

执行”作为常态化工作，积极配合全

县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一是服务制

度执行。加强对服务过程的监督控

制，提高执行能力，确保服务工作目

标落实。二是服务行为执行。重点

消除“三声”不到位、态度冷漠等服务

工作中的“常见病”，强势推进“三声”

服务、“双手递”服务。三是服务成效

执行。建立典型示范机制，制定服务

工作先进评比表彰制度，发现和培养

服务典型，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服务

水平提升。 （杜双全）

打好疫苗接种攻坚战
农发行封丘县支行快速响应省

市分行疫情防控工作的安排部署，积

极组织第二针疫苗接种工作。分管

领导亲自抓，主要负责人具体抓，确

保干部职工如期接种第二针疫苗；

统一乘车前往定点医院进行第二针

疫苗接种，避免人员聚集和交差往

返；县行领导班子成员率先接种，接

种无异常后，部室主管接种，最后是

职工接种；领导班子成员对接种疫

苗过后的职工，落实一周内无异常、

无突发事件发生，顺利度过疫苗接

种观察期，全面打赢疫苗接种攻坚

战。 （杜双全）

开展幼儿期末发展评价活动
临近期末，郑州市惠济区古荥幼

儿园举行了幼儿期末综合发展评价

活动。活动结束后，幼儿园保教办主

任与家长进行了座谈，使家长深入地

了解本学期幼儿发展情况，了解科学

的育儿理念。 （刘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