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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郑州市教育局联办与郑州市教育局联办

本报讯（记者 王悦）10月10日，郑州市教
育局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郑州市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

郑州市教育局要求各县（市、区）教育局、
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工作
落实，确保安全防范到位。认真排查人防物
防技防建设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迅
速整改，加大投入，各中小学、幼儿园人防、物
防、技防建设物品要按照要求尽快配齐配足。

通知要求，学校要建立外来人员、车辆登
记以及学生、幼儿接送等安全管理和安全检

查制度，严禁未经许可人员进入校园，严防管
制刀具、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被带入校园。
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要健全门卫制度，实现
制度上墙、记录完善；上学、放学重点时段，学
校、幼儿园组织专人看护校门，实现定人、定
岗。要完善应急预案，适时组织开展应急处
突演练，切实提升安全防范能力，确保能有效
防范外部暴力侵害。各县（市、区）教育局要
督促学校、幼儿园加强人防、物防、技防设施
建设，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对接，并会同综
治、公安部门对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进行综

合排查整治，及时将隐患整改和防范措施通
报当地公安机关，确保形成工作合力。

郑州市教育局要求，各县（市、区）教育局
要加强督导检查，强化对各项安全防控工作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郑州市教育局将适
时对各学校进行督查，对不能完成工作标准
或者存在重大隐患的，要责令限期整改并予
以通报批评；对因工作不力导致学校发生重
大恶性案件和安全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并
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郑州市教育局下发通知

本报讯 10月 9日上午，郑州市教育局
召开国庆、中秋长假节后工作见面会，党组
书记、局长李陶然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
作。

李陶然说，要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
机意识，以决战决斗的姿态，撸起袖子加
油干，全面、高质量地完成 2017 年的各项
工作任务。按照市委有关要求，开展关于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教育系统该怎么
办的大讨论，站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高

度来审视郑州教育工作，全面提升教育质
量，全面提升教育局的服务质量。要坚决
完成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工作任务，认真梳
理省市重点民生工作，既要关注量，也要
保证质，做到不折不扣地完成工作任务。
要坚决完成巡查整改和治理小金库工作，
积极准备迎接回头看。要坚决完成 17 项
重点工程年度工作目标，对标梳理，确保
进度，确保质量。

（郑教）

郑州市教育局召开节后工作见面会

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

本报讯“生活中，火无处不在，太
阳上、炉灶里、蜡烛上都能看见它的身
影。”近日，在郑州市金水区纬一路小
学二六班消防安全主题班会上，两名

“小老师”拿着两团红红的“火焰”，带
领同学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学习逃生方法、试穿消防战斗服、
举办消防安全知识竞赛、亲身体验用
灭火器灭火……消防“小老师”们整理
制作了消防安全 PPT，在班会上设计
了众多有趣环节，开展了一系列精彩
活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该班班主任对学生们进行了交通
安全、饮食安全教育，要求学生外出要
及时告知家长，过马路要遵守交通规
则。 （王伟玲）

◀近日，郑州市
二 七 区 路 砦 小 学 一
二 中 队 开 展 了 交 通
安全教育活动，活动
主题为“只有学会自
我保护，才能拥有安
全，才能幸福快乐地
生活、学习”。学生
们 观 看 了 交 通 安 全
教育视频，学习了黄
色 安 全 线 等 交 通 安
全知识。

崔乐怡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0月 10日下午，郑州市金
水区优胜路小学邀请金水区人民法院
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法官们为
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

“向校园欺凌现象说不”。
法官董梓贤运用多媒体课件，生

动形象地从什么是校园欺凌现象讲
起，剖析了一些校园欺凌典型案例，分
析了校园欺凌事件的产生原因及应对
良策。董梓贤说，战胜校园欺凌的最
好武器是法律，战胜校园欺凌最值得
信赖的人是人民法官。要弘扬正气，
和校园欺凌作斗争。 （朱广相葛畅）

普法教育进课堂
对校园欺凌说“不”

本报讯 10 月 9 日，郑州市金水区
农业路小学组织全体师生进行地震应
急疏散演练。哨音响过，老师们紧张
而有序地组织学生下楼，学生们有的
头顶书包，有的俯身前行。队首的老
师引导学生撤离，队末的老师负责让
学生不慌乱、不拥挤地下楼。

全体学生撤离到操场后，学校办公
室主任黄奎对全体学生进行了发生地
震时如何逃生的安全知识教育，校长张
彩霞作总结发言。 （黄俊）

本报讯 近日，郑州高新区教育体育局
召开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了郑州市教育局关于安全、
信访的两个会议精神，学习了郑州市教育
局对县（市、区）学校开展安全督查的通知。

会议要求各单位认真落实各级安全
稳定会议精神，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
实“一岗双责”，进行多角度安全教育，规范
办学行为，化解矛盾，确保全区教育系统安
全稳定。

区属中小学、幼儿园主管安全和信访
工作的书记、副校长（园长）、安保主任及局
机关科室安全负责人110余人参会。

（高教）

本报讯 近日，在郑州市中原区的道
路上，很多小学生头上戴着一顶醒目的

“小黄帽”。2016年 11月份，中原区伏牛
路第二小学发放了第一批“小黄帽”。今
年，在中原区委政法委和中原区教育文
化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增加了互助路
小学、伊河路小学、伏牛路小学、建设路
第二小学、外国语小学、桐柏路小学等 6
所小学作为第二批试点小学，共投放“小
黄帽”冬帽、夏帽各2万顶。

中原区教育文化体育局安全科科长
张宇介绍，通过试运行，学校总结出了一
套完善的“小黄帽”管理经验。今年新增
第二批试点学校，扩大了佩戴人数，增强
了安全保障。

郑州市交巡警二大队大队长丁海燕
介绍，“小黄帽”的设计、制作过程，都有
大队民警和中原区教育文化体育局相关
人员的全程参与，希望广大车主看到小
学生能主动避让。 （黄俊）

▶近日，郑州市二七区教育体育
局组织机关全体干部及局属各党组织
副校级以上领导干部 300 余人参加廉
政知识测试，切实提高全体党员干部
的廉洁从政意识和防腐拒变能力。

肖冉摄影报道

做好疏散引导
保障生命安全

郑州高新区教体局
部署安全稳定工作

郑州市中原区小学生
佩戴“小黄帽”保安全

2017年10月18日是电脑体
育彩票在河南上市 17周年纪念
日。记者从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获悉，2000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月，河南省已经累计销售体育
彩票 720多亿元，创造体育彩票
公益金200多亿元。

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广泛
用于全民健身计划、补充社会保
障基金、扶贫、教育助学、法律援
助、城镇农村医疗救助、残疾人
救助、农村养老服务、奥运增光
计划、红十字事业、赈灾救灾、文
艺事业、青少年文艺场馆等。遍
布河南省内的近万台体育彩票
销售终端也为社会提供了就业
岗位约3万个。

在电脑型体育彩票在河南
上市发行 17周年来临之际，“河

南体彩”微信公众号邀您来抽奖
了。

从2017年10月12日8时30
分开始至 2017 年 10 月 14 日 24
时结束，共三天。

活动期间，关注“河南体彩”
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框中
输入“17周年”进入，进入游戏后
点击“抽奖”2个字，就可以抽奖
了，每人每天有 8 次抽奖机会。
一等奖为体彩小米手环。二等
奖为体彩运动耳机。三等奖为
体彩折叠背包。四等奖为微信
小红包。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抽到实
物奖品后，请认真填写手机号码
和收货地址，奖品会在 10 个工
作日之内寄到您的预留地址。

（体 宣）

10月11日晚，体彩大乐透17119
期开奖，全国中出5注一等奖，包括3
注829万多元基本头奖，和2注1327
万多元追加头奖。当期开奖过后，体
彩大乐透奖池滚存42.47亿元。

前区开出全奇组合
体彩大乐透17119期前区开奖号

码为“05、07、13、29、35”，后区开奖号
码为“03、08”。前区奖号为全奇数。

“07”是连续3期开出的重复号，“05”
是间隔1期开出的跳码，其余3个号码
是偏冷号。最大的“35”间隔8期后开
出，“29”间隔12期后开出，“13”是此
前的最冷号码。后区“03、08”是一奇
一偶、一大一小组合，“03”是连续2期
开出的重复号，该号码在最近4期内
开出了3次，而“08”也是仅间隔1期再
度亮相的跳码，在最近5期之内，该号

码是三度亮相。

5注头奖分落4省份
当期全国开出了5注一等奖，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829万多元，其中2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追加投注头奖单
注总奖金1327万多元。广东中出的
2注基本头奖分落广州和佛山，广州
幸运儿凭借一张336元“8+3”中得头
奖，单票总奖金 883万多元，佛山中
奖的则是一张 10 元 5 注号码单式
票。另外 1注基本头奖出自安徽阜
阳，同样是凭借一张10元5注号码单
式票斩获 829万大奖。河南追加头
奖出自郑州，中奖的是一张 504 元

“8+3”追加投注复式票，单票总奖金
高达1413万多元。江苏追加头奖出
自无锡，中奖的是一张165元“前区3
胆11拖+后区2拖”的追加投注胆拖

复式票，单票总奖金1345万多元。

奖池滚存稍稍下调
同期二等奖共开出 43注，基本

投注单注奖金21.69万元，其中14注
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多得奖金
13.01万元，追加投注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 34.70 万元。三等奖共计中出
592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 6018元，
其中214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多
得奖金 3610元，追加投注三等奖单
注总奖金9628元。

17119期开奖后，体彩大乐透奖
池稍稍下调，42.47亿元奖金滚入本
周六晚开奖的 17120期。届时，2元
基本投注最高可中1000万元，3元追
加投注最高可中 1600万元，广大彩
友不要错过机会。 （王伟）

体彩超级大乐透再爆5注头奖 奖池滚存42.47亿元 “河南体彩”微信公众号邀您来抽奖

督促中小学、幼儿园加强安全防范
安全“小老师”
课堂讲消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