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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胡锦涛总书记前往北京市

海淀区巨山小学亲切看望小朋友时指出 !

进城务工农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

要力量! 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为进城务工

农民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 使这些孩子能

够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 "

这是对农民工子弟教育工作的要求! 各地

应认真贯彻落实"

农民工子弟教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一

些民间教育工作者凭着一腔热诚创办了农

民工子弟学校!但是在师资力量#教学规范#

校舍条件等方面无法与所在地公办学校相

提并论"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弟来到城

市!还有更多的孩子本身就是出生在城市的

$农民工二代%!解决他们的教育公平问题已

迫在眉睫" 随着国家财力的持续发展!农民

工流入地已经具备了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农

民工子弟义务教育的能力"

可喜的是! 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流入

地 !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 $巨山小学 %"

在这些学校里! 不分农民工子弟和城市户

籍孩子!大家在融合中共同发展!在互相学

习中提高自我" 只有 $融合% 而不是 $隔

离%!才能让全民族的所有孩子共享一片蓝

天!一起健康快乐成长!成为祖国的希望和

明天"

让农民工子弟融入城市是一个庞大的

系统工程!不会一帆风顺" 由于农民工经济

地位相对薄弱! 社会保障统筹等尚存在瓶

颈!他们在子女教育上的时间#精力#经济投

入也相对较少!农民工子弟在融入城市上会

有不少困难"

越是有困难! 越是要求我们破解难题"

我们尤其需要防范的思想误区是!对农民工

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视而不见!

把农民工子弟当成城市发展的$包袱%" 只有

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工兄弟着想!真正把他们

的孩子也当做城市的主人!才能更好地为他

们谋利益#谋发展"

农民工子弟是城市未来的新公民 !关

爱他们是全社会特别是城市政府和公民的

职责" 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实现城乡统筹

发展!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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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他来自河南的一个小山

村##$

)

月
(

日 %

*)

集动画片 &俺的铁

蛋俺的娃'预告片首映式在郑州市最大

的民工子弟学校(((郑州市姚寨路北

段的春笋小学试映) 这是国内首部献给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动画片%预计将于今年

(+

月登陆央视)

昨天上午
(,

时
",

分%&漫画月刊'杂

志社*&俺的铁蛋俺的娃'动画片剧组与河

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

春笋小学%给孩子们带去了
",,

册&漫画

月刊'杂志*

*,

张漫画教程光碟*卡通学

习工具和
",

多箱花花牛酸酸乳)

&俺的铁蛋俺的娃' 由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投资制作%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民工

题材的动画片%讲述了一个农民工的孩子

铁蛋到北京上学的经历%面对城市*环境

的变化% 以及与同学之间产生的矛盾冲

突%到最后找到自信*融入城市大环境的

故事)

上午
((

时%&俺的铁蛋俺的娃'预告

片在该校四一班教室播出+右图,) "这个

铁蛋跟我很像$*"我不是铁蛋 % 我是皮

皮 $##预告片播放结束后 %孩子们开

始争论起来) 四一班学生张云涛说!"以

前%我们过-六一.都是自己表演节目%没

多大意思% 今年看了动画片% 还有漫画

书%真高兴) $

-

黄涛
.

文 洪波
.

图
/

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

基层文化事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会

议认为%省八次党代会以来%各级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按照建设文化强省的要求%高度重视

基层文化事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 文化服务能

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进一步改善) 但是%我省基层文化事业发展

现状同经济发展还不够协调% 与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尤其是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还存在较多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事业发展% 保障人民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特作如下决议!

一*提高认识%确保实现基层文化设施建

设目标) 基层文化设施是人民群众开展文化

活动的基本场所%是传播先进文化*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 搞好基层文

化设施建设%是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是

政府履行在文化领域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

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文化

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把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管

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纳入各级

政府任期目标和年度工作目标考评体系%纳

入财政预算%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发展质

量*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省辖市没

有市级图书馆的%要在
*+(+

年底前按国家规

定建设标准建成并投入使用/ 省辖市市级文

化馆没有达到国家规定建设标准的%

*+(+

年

底前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完成改扩建工程并投

入使用)

二*完善机制%加大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投

入) 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

共财政为支撑) 各级财政要统筹规划%加大对

基层文化建设投入% 确保基层公益性文化基

础设施和重大群众文化活动等基层重点文化

建设的资金需求) 各级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投

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

度) 新建*扩建*改建城市居民住宅区%从其城

市住房开发投资中提取
(0

%用于社区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 各级政府可采取以奖代补*项目

补助等形式%对行政村文化活动室*社区文化

中心建设给予扶持) 各级政府要鼓励企业事

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对社会

公益性文化活动* 项目和文化设施建设等进

行捐赠) 捐赠人按税法等有关规定享受优惠)

三*做好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规划) 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

平*人口结构*环境条件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的

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

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规定% 科学制定基层

文化设施建设发展专项规划并纳入城乡规

划) 城市新区建设*旧区改造%城市居民住宅

区的新建*扩建*改建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规划和建设相应的文化设施) 要严格执

行国家文化设施建设用地标准和有关规定%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使用国有土地的%经

依法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 建设预留用

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

预留用地或者改变其用途) 因特殊情况需要

调整基层文化设施建设预留用地的% 调整后

重新确定的预留用地不得少于原有面积)

四*加强基层文化设施管理) 基层文化设

施管理单位应当完善服务条件% 建立健全服

务规范%将文化设施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

服务对象*监督方式等向社会公开%保障基层

文化设施用于开展文明健康的文化活动) 禁

止擅自变更基层文化设施的性质*功能%因特

殊原因确实需要变更的%要按规定程序报批)

禁止挪用*占用基层文化设施%政府投资兴建

的基层文化设施被挪用*占用的%由当地政府

负责限期收回%并恢复其文化服务功能) 禁止

随意拆除基层文化设施%因城乡建设确实需要

拆除的%应该在原址建设%确实不能原址建设

的%必须坚持先建设后拆除或者建设拆除同步

进行的原则择地重建%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须

达到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建设所需费用由造

成迁建的单位承担)

五*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地方立法和监

督工作)要结合我省实际%加快基层文化设施

建设的地方立法% 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提供

法制保障)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依法做好基层

文化设施建设的监督工作% 通过听取和审议

政府的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组织代

表视察等形式% 督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

做好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工作) 各级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要认真执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方面

的法律法规政策%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建

立健全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考核等配套管理办

法%形成全社会共同重视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

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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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六一$节%农民工的孩子看到了自己的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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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对于来自鲁

山县下汤镇的杨雅倩 * 赵晨佳等百名

留守儿童来说 %

1

月
*2

日至
"+

日是

他们最高兴和值得铭记的日子 ! 他们

除得到书包 * 文具盒等礼物外 % 还和

来自平顶山市区的
(++

名小学生结成

对子 %猜谜语 *展才艺 %到动物园等处

参观游玩 % 以此庆祝 "六一 $ 节的到

来 )

据了解%

1

月
*2

日%来自鲁山*叶县*

郏县和湛河区的
(++

名农村留守儿童牵

手
(++

名市区的小学生% 结成了 "一对

一$的牵手关爱伙伴组 %参加了绘画 *谜

语竞猜*赠送礼品和学习用品等活动%以

及"九阳健康杯少儿才艺大赛$)第二天%

(++

对小朋友还一起到河滨公园游乐

场*动物园*青少年宫模拟星相馆等地参

观游玩)

(

月
)

日!卢氏县漂池村小学三年级的赵新建同学以亲吻的方式表示对倪春艳阿姨的感激之情" 当天!&梨园春'戏剧擂台

赛的金奖擂主#郑州市的倪春艳专程赶到该小学!将
"&$

套新校服捐赠给孩子们" 程专艺 摄

&

月
"*

日!周口市川汇区李庄小学举行了$庆

(六一)祖国伴我成长%主题队会"主题队会内容包括

新队员入队宣誓仪式和文艺汇演两部分" 图为学生

们在进行武术表演" 康志堂 买建军 摄

$六一 %儿童节期间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举

行了庆 $六一 %文艺汇演 !并举办了书法 #摄影 #美

术大赛" 孔令云 摄

本报讯 +记者张莹,

1

月

"(

日%我省漯河市报告一例甲

型
3(4(

流感可疑病例)

)

月
(

日%省级专家组结合流行病史*

临床表现和实验室结果% 初步

诊断为甲型
3(4(

流感疑似病

例)

)

月
(

日下午%已按规定将

患者标本送往国家疾控中心进

行实验室复核检测% 请卫生部

专家组明确诊断)

据了解% 患者为
"

岁半女

童%美国籍) 目前%省卫生厅已

用负压救护车将患儿转送至郑

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省传染病

医院, 隔离治疗% 患儿病情稳

定%情况良好%体温已降至
"&51

度) 卫生*公安*入境检验检疫

和民航等部门密切配合% 截至

)

月
(

日
*,

时
",

分% 对确认

的
",

名密切接触者已追踪并

隔离
*(

人%另有
2

人正在全力

追踪)

河南省委* 省政府对此高

度重视%徐光春书记*郭庚茂省

长* 宋璇涛副省长先后作出重

要批示%要求全力救治患儿%对

密切接触者进行严密追踪并实

施医学隔离观察)

本报讯 +记者成睿智,今

日起%我省
*,

余万名行政执法

人员的信息全部可以在省政府

法制网上查询%如果查询不到%

那就是假"李逵$%你可拨打电

话
,"&(

(

)12,)*&(

*

)11,),&*

进行举报)

据省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 网上公开的行政执法

人员信息包括个人照片*姓名*

单位*职务*执法类型*证件编

号等) 目前%省直机关和
(6

个

省辖市的行政执法人员信息已

全部录入上网)

省政府法制办特别提醒 %

从今天开始%只有在河南省政

府法制网上公布的执法单位

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在该网

站公布信息的人员才具有执

法资格%没有公布的人员不得

从事执法工作%所持执法证一

律无效) 请广大公民*企业*事

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

监督)

据悉% 为了进一步规范行

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贯彻&中

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

*++6

年
&

月至
(*

月%我省对全

省行政执法主体和全省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了重新清理确认)

本报讯 +记者孔凡生,从

1

月下旬开始% 河南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协同郑州* 濮阳两市

政府%对位于郑州*濮阳两地黄

河河道内严重影响行洪安全的

违章片林进行了清除) 截至
1

月
"(

日%两市已清除违章片林

(672

亩%河南黄河河道违章片

林清除工作基本结束)

据悉% 由于近年来黄河下

游来水偏枯%部分沿黄地区群众

放松了对洪水的警惕%不顾河务

部门三令五申%在黄河河道内违

规种植阻水片林)黄河滩地是河

道行洪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黄

河滩地片林密集%宽度从几十米

到几百米不等%极大地缩窄了黄

河行洪断面) 一旦来大洪水%这

些片林将严重阻碍洪水下泄%造

成水位涌高%增加防洪压力和滩

区淹没损失%严重威胁防洪工程

安全和滩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成为影响黄河防汛工作的心腹

大患)

(

月
)

日! 河南大众种业有限公司在焦作市新河农场组织

专家对小麦新品种$众麦
%%+

%进行了实地测产" 据小麦专家王

绍中介绍!$众麦
%%+

%属半冬性中熟品种!适宜我省早中茬中肥

力地种植" 图为小麦专家组成员在测产"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

讯员陈世军,"真没想到%我一

个农民 %这么大岁数了 %以后

每月还能领到-工资.) $

)

月
(

日%在罗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养

老保险金首发式上%刚领到养

老保险银行卡的罗山县楠杆

镇田堰村
&*

岁周银秀老人高

兴地说)

罗山县为全面落实科学发

展观%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综合试验区建设%从
1

月
((

日

开始在信阳市率先启动新型农

村合作养老保险制度) 这是该

县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有

益尝试)

据悉%当日该县
"(

个村的

"127

位
)+

岁以上老人同时领

到了养老保险金%农民老有所

养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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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

宝丰县育才幼儿园的小朋友绘画展才

艺" 当天!宝丰县开展了$同一片蓝天!同一个节日%绘

画演唱才艺展示活动!同时社会各界把衣物#图书#文

具等慰问品赠送给小朋友" 王双正 摄

*上接第一版+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中%该县积极创新活动载体%

坚持把学习实践活动同 "保增

长*保民生*保稳定$结合起来%

组织参学单位
(+++

余名党员

干部 % 分包到全县各企业和

**6

个行政村% 利用两个月时

间 %开展 "千名干部入万户集

中调研$活动) 县领导分包企

业调研% 在深化县情认识*多

方集中民智的基础上%确定了

"加快孟津崛起% 争进经济强

县 $的发展总目标 %把工业作

为壮大县城经济的第一选择%

把招商引资作为县城经济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推进器%全面

推行县*乡主要领导和首席服

务官"三级联包责任制$%及时

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 %形成 "招商 *建设 *生

产*效益$良性运行机制) 对投

资
2*5*6

亿元的
*"

个在建项

目% 专门排出项目进度计划%

明确竣工时间/对年产值
1+++

万元以上的
"2

个已建成的重

点企业进一步挖掘潜力%提高

其经济运行质量/ 对
("

个在

谈项目%积极帮助开展项目论

证*环评*土地*规划等前期工

作%争取早日签约开工)

千名干部调研让百姓得到

了实惠)截至目前%该县各参学

单位共选定调研课题
*7*6

个%

帮助基层群众办好事 * 实事

1*)

件%概算投资
1*

亿元的华

阳孟津电厂一期
*?)++89

机

组项目* 投资
1

亿元的中国再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再生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 投资
(51

亿元

的河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二期

工程等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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