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社昌（身份证号：41122219570

3151016）、杨社慈（身份证号：

411222196212171025）：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峡陕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们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三

仲裁字〔2019〕47号裁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5月10日

公 告
贺群窝（身份证号：41122219630

9184519）、刘秀针（身份证号：4112

22196604244545）、昝铁成（身份

证号：411222196108314516）：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峡陕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们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三仲裁

字〔2019〕49号裁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5月10日

公 告
舞阳县兴耀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卢军强诉你公司
工伤待遇赔偿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通知书及组庭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9年
7月23日上午9时在本委第一仲裁
庭（地址：平顶山市中兴路北段6号
三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领取仲裁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
10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5月10日

公 告

郑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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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通讯员 赵彦刚）5月6日，
中牟县举办校园及周边安全建
设年活动联席会议暨预防未成
年人溺亡专项工作启动仪式。

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国恩要求全县各学
校建立人人有责的安全管理体
系，做好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
和防溺亡工作。

该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刘
彦俊强调，要时刻绷紧学校安
全稳定这根弦，始终关注校园
安全；要加大排查力度，聚焦重
点问题，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校园；要分期分类解决问题，大
力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强化校
园风险防控，实现视频 24小时
值守；要创新形式，落实任务，
切实预防未成年人溺亡。

荥阳市第五小学：

移动科普宣传进校园
5月 6日，郑州市防震减灾移动科

普宣传进校园活动在荥阳市第五小学
举行。郑州市地震局局长王红梅、荥
阳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楚万顺及荥阳
市科技局、荥阳市应急管理局相关人
员走进校园，和学生一起参与防震减
灾科普宣教体验。

学生们在移动科普馆体验了地
震、海啸、消防等模块，学习了地震
来临时怎么逃生，并通过“应急知

识体验互动大讲堂”学习防灾自救
技能。

二七区建新街幼儿园：

娃娃们的防震演习
5月 8日，郑州市二七区建新街幼

儿园内响起疏散哨声，全体幼儿在教
师的指挥下双手护头，迅速撤离至指
定安全位置，完成防震演习。

演习前，该幼儿园组织教师学习
了防震应急预案，规划了紧急逃生路
线，并进行了班级安全教育，帮助孩子
们掌握防震避震安全知识和逃生方
法，沉着应对突发状况。

郑州市第八中学：

多举措进行防灾教育
5 月 6 日，郑州市第八中学启动

“防灾减灾安全知识宣传”主题教育活
动周活动。在升旗仪式上，学校安全
专干老师作了“防灾减灾”为主题的国
旗下讲话。

5月 7日，该校组织各班利用大课
间时间对学生进行防震减灾教育，组
织学生观看地震逃生教育视频。该校
还印制了相关宣传材料，让学生们进
一步了解防灾知识。

郑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演练筑就安全屏障
近日，郑州市第三十九中学开展

了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
当日 9 时 40 分，校园广播里发出

“地震来了”的讯号，各班学生在班主
任带领下，沉着地抱头蜷身藏在课桌
下。一分钟后，广播里传来“地震过
去，请各班学生有序撤离”的通知，全
校1300多名师生按照指定路线安全有
序撤离。

该校行政副校长申攀在总结中
说，此次活动提高了师生的避险逃生
能力和学校各职能部门的应急协调能
力，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筑就了一道
安全屏障。

中牟县
确保校园周边安全
预防未成年人溺亡

防灾减灾
郑州各学校这样做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通讯员 王娟 宋婷黄晓杰 李扬帆/文图

5月12日是我国第11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6日，郑州市教育局转发《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19 年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市属事
业及各民办学校、市属各高校发动师生参加全国防灾减灾日和宣传周活动，并组织针对性演练。河
南法制报记者从郑州市各中小学、幼儿园选取了一些镜头，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建新街幼儿园组织防建新街幼儿园组织防
震演习震演习

近日，郑州市金水
区纬四路小学开展2019
年研学活动暨春季阳光
体育全员运动会，增强
学生的团队意识和竞争
意识，提升他们的合作
能力和创造能力，促进
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刘迎杰 摄影报道

图片新闻

5 月 10 日 至 13 日 ，体 彩 25 周
年品牌互动活动“时光隧道”将空
降 武 汉 ，开 启 本 次 品 牌 亮 相 活 动
的第二站旅程。活动将通过精彩
纷 呈 的 互 动 游 戏 带 领 大 家 穿 越

“时光隧道”，重温体彩 25 年公益
之路。

该活动首站在天津，获得了强
烈反响，仅在 5 月 3 日当天就有超
过 5000 人参与，活动地点成为假日
期间最令人瞩目的网红打卡地。

活动第二站由武汉接棒，7 大
活动板块构成的“时光隧道”将亮

相光谷步行街。互动光影艺术墙
以关键词的形式展示体彩 25 年的
发展历程；在配色清新的体彩公益
故事区，各式各样的卡通画板和立
牌直观地呈现体彩的公益善举；在
互动留影区，参与活动的人能够与
奥运冠军形象合影留念，零距离感
受冠军的光环。大家还可以在产
品互动区现场参与小游戏，进行互
动挑战，在体验体彩产品的同时，
更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活动
将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为大家提供妙
趣丛生的互动体验，邀请现场观众

一同开启别开生面的追光之旅。广
州（5 月 17 日至 19 日）、成都（5 月 24
日至 26 日）、青岛（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上海（6 月 7 日至 9 日）等地将紧
随其后，邀你穿越“时光隧道”。

2019 年是中国体彩全国统一发
行 25 周年。本次体彩在全国六城
开展的品牌亮相和线下互动体验
活动，以“时光隧道”的形式传递了
体彩的公益理念，展示了 25 年来一
个个暖心的瞬间。正如本次活动
口号所说的那样，“你未必光芒万
丈，但始终温暖有光”。截至目前，

中国体彩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4700 亿元。25 年来，这些公益金被
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教育助学、扶贫济困、医疗救助、养
老服务、残疾人事业、法律援助、抗
震救灾、全民健身、奥运争光等多
项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中
国体彩用 25 年践行公益之路，始终
秉承“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
宗旨，推动国家公益事业和体育事
业蓬勃发展。让我们相约武汉，共
赴黄鹤楼下的“穿越”之旅吧！

（关言）

荥阳市第五小学进行科普宣传

“时光隧道”空降武汉 体彩带你“穿越”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