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党员教师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项城一高

本报讯 8 月 20 日 ，项城一高组
织该校 80 余名党员教师到反腐倡廉
教育基地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 在教
育基地 ，大家紧跟讲解员 ，认真学习
有关反腐倡廉党纪法规 ， 观看反腐
倡廉教育片 。 一个个真实的案件 ，一
个个破碎的家庭 ， 一声声泣血的忏
悔给党员教师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

教育课 ， 增强了党员教师的遵纪守

法意识 。
活动结束后 ， 大家一致认为 ，这

种警示教育形式直观 、生动 、感染力
强 ，受益匪浅 。 纷纷表示一定要以案
为鉴 ， 认真吸取反面典型案件沉痛
教训 ，增强廉洁自律自觉性 ，堂堂正
正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严守法纪红
线 。 ②10

(于进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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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教育系统

召开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史

学杰 郭东亚）为贯彻落实省、市、县关
于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决策部

署，8 月 20 日上午，郸城县教育系统以
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推进会召开。

会上， 该县纪委常委、 县监委委
员 、派驻教体局纪检监察组负责人陈
雷刚宣读了县纪委 《关于开展案件剖
析做好以案促改工作的通知 》。 县教
体局党组成员马力彬通报了 5 起教
育系统典型案例。 县纪委调研法规室
负责人史学杰结合教育系统典型违

纪违法案例进行案件剖析。 县教体局
党组成员张卫华 、教育股股长贾海涛
作发言。

“各单位要深刻领会推进以案促
改制度化常态化工作重要意义， 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 县纪委的
决策部署上来， 及时把此次推进精神
和典型案例传达给每位教职工， 不断
增强以案促改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 ”县教体局局长刘现营告诫与
会人员， 要切实担负起推进以案促改
制度化常态化主体责任，警钟长鸣，压
力常在，用发生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
的人； 要把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
化与学校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凝
心聚力， 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 推动郸城教育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 ②10

双拐撑起教育情怀
记者 朱鸿 通讯员 王战伟 冯伟

骄阳似火点热情，信念坚定奋力
行。 近日，沈丘一高教师赵伟华意外
摔伤后，拄着双拐坚持上课的事迹感
动了全校师生。

7 月 10 日晚， 赵伟华因右脚突
然失去知觉摔成骨折。 常言道“伤筋
动骨 100 天 ”，这对他来说备受折磨
和煎熬。 正值高二升高三分班，孩子
们的状态还不稳定 ， 他心里放不下
班里的 78 个学生 ， 在医院医治当

天，他就让同事把自己送回学校 ，在
同学们搀扶下来到教室 。 赵老师的
出现令同学们十分意外和感动 ，班
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 同学们的学
习热情空前高涨。

8 月 10 日是高三开学的第一
天 ，脚伤才一月 ，赵伟华就拄着双
拐 ，坚持到校上课 。 他上下楼梯非
常困难 ，手扶栏杆一个台阶一个台
阶慢慢下 ，这一场景被该校值班领

导邵铁桥看在眼里 ， 疼在心里 ，感
慨道 ： 有赵伟华这样心系学校 、乐
于奉献的教师 ， 学校振兴指日可
待 。

“刚开学，班主任工作量较大，加
班成了常态，赵老师在忙碌工作的同
时，要照顾好自己啊！ ”同事欧阳紫心
疼地说。

“班上有几个孩子比较调皮 ，需
要每天监督， 有几个孩子还没有退

烧，需要提醒按时吃药……”班里孩
子的情况， 学生家长交待的事情，赵
伟华都牢记在心。

“作为教师和班主任，上好课，管
理好班级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高三这
一年对于孩子们来说太重要了， 孩子
们需要老师陪伴和呵护， 我不能因为
自己这点小伤耽搁孩子们的功课，我
绝不能辜负学校对我的信任和家长的

重托。 ”赵伟华说。 ②10

西华县“微行动”彰显帮扶大爱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 通讯员 孙

俊辉） 为进一步提高特殊教育管理水
平， 确保辖区适龄特殊儿童入学全覆
盖，帮扶全覆盖，近日，西华县教育系统
多举措送爱心、真帮扶，助力教育脱贫
攻坚。

加强领导。 该县成立以教体局局
长为组长的特殊教育管理工作领导

组 ，把保障适龄特殊儿童接受义务教
育作为领导组首要职责 ，建立由教体

局 、残联 、民政等部门参与的联动机
制，健全特殊教育保障体制。

送教下乡。西华县特殊教育学校老
师利用双休日，组成教育扶贫工作队，
到特殊学生家开展教育资助政策宣传

和送教上门活动， 为特殊学生发放免
费学生奶和图书。

举办培训班。 邀请特殊教育专家举
办三类课程标准教师培训班，重点围绕
聋哑、培智进行专题培训，加大特殊教

育教师队伍建设力度，推进特殊教育课
程教学改革。

全面排查。 县教体局组织人员分三
组对全县适龄特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并分类建立信息台
账， 为实施教育精准资助提供数据保
障。

西华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表示，教
育特殊儿童有很多困难，但学校和老师
们将凭着爱心和责任心，坚持为孩子提

供最好的服务, 尽最大努力让每个孩子
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把爱撒进每个孩子
的心田，让这份爱温暖每个家庭。

县教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是教育脱贫攻坚重点对

象，特别是特殊儿童、残疾人子女、留守
儿童，要坚持优先帮扶、精准扶贫，对确
实不能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或到特殊

教育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集中安排学
校办理学籍，实施“送教上门”。 ②10

商水县举办教育教学管理培训班
本报讯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商 水 县

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水平 ， 全面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 ， 确保教育教学工作
目标顺利完成 ，8 月 21 日 ， 商水县
教体局在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全县

教育教学管理培训班 。 全县各高中
领导班子成员 、语文教师 ，各乡镇中
心 校 业 务 校 长 等 共 500 人 参 加 培

训 。
本次培训邀请河南省特级教师 、

开封市二十五中校长宋立虎 ， 河南
省名师 、 开封市二十中高级教师范
傅荻现场授课 。 两位老师分别以 《新
高考背景下的高中教育 》 《高中语文
教学质量的提升 》为题 ，结合自身多
年教育理论 、 教育教学管理经验和

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典型案例 ，详细讲
解新高考制度下高中阶段新教学管

理理念 、 校长的定位与管理策略 、校
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知识 ，并就如何
当好一位学校管理者 ，如何管好一所
学校等畅谈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

本次培训还邀请教育部国培专家、
正高级教师、原开封市基础教研室主任

张双元，全国名校长、全国基础教育校
本科研拔尖专家、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小
校长冯东辉进行讲学。

本次培训对进一步增强该县各学

校校长组织纪律观念，转变管理理念和
工作作风，端正工作态度起到了推动作
用。 ②10

（魏海涛 韩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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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就《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市委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强市建设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日前，市
委组织部负责人接受采访， 就 《实施意
见》制定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
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实施意见》制定出
台的背景和意义。

答：中央对人才工作高度重视。党的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 对人才工
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特别是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
才是实现民族振兴、 赢得国际竞争主动
的战略资源”，提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
国”。 2016 年 3 月，中央颁布《关于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2017
年 4月，河南省委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强省建设的实

施意见》。 中央、省委关于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一系列安排部署，思想性、指
导性、针对性都很强，为我们做好人才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 我市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
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人才发展总体
水平同一些发达地市相比还有不小差

距，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特
别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不活、 高层次人
才短缺、人才创新创造能力不足等问题，
已成为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瓶颈。当前，
全市正处于滚石上山、 爬坡过坎的关键
阶段， 迫切需要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能否
充分发挥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支撑

作用，事关全市发展大局。这就要求我们
要更加重视人才， 大力推进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 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创新
创业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切实增强人
才引领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市委、市政府出台《实施意见》，主要
任务就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 紧密结合我市人才工
作实际，制定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破除
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进一步
强化人才激励服务保障， 最大限度激发
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为决胜全面小
康、 实现跨越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持。
问：请介绍一下《实施意见》的总体

考虑和主要内容。
答：《实施意见》 坚持以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

是关于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指

示精神为根本遵循，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提出了我市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目
标要求和政策措施。 在制定文件的过程
中，我们注重把握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
持目标导向。 紧密围绕为周口决胜全面
小康、 实现跨越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这一目标， 聚焦全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在管理体制、工作
机制和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改革措施，
释放人才红利。二是坚持需求导向。注重
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结合用人主体和广大人才实际需求，
提高政策制定的精准度， 推动人才管理
部门简政放权，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激
发人才活力。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从我市
实际出发， 着眼破解体制不顺、 机制不
活、效率不高等问题，找准突破口和切入

点，打破条框限制，破除束缚制约，切实
提高人才发展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
平，解决瓶颈问题。

《实施意见》共 7 章，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目标要求； 第二章健全更加科学
高效的人才管理体制； 第三章构建更具
吸引力的人才引进集聚机制； 第四章完
善精准适用的人才培养支持机制； 第五
章强化促进创新创业的人才激励机制；
第六章打造高效便捷的人才服务机制；
第七章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

问： 各方面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的关注度很高，我市的《实施意见》总
共有 26 条新政，您认为其中的“干货”有
哪些？

答：总的来看，我市的《实施意见》在
以下几个方面有较大突破：

一是全面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 对
高校、 公立医院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公益
二类事业单位逐步实行备案制管理。

二是启动人才专项编制。落实“人才
专项编制”管理办法，每年核定一定数量
的人才专项编制，实行“人到编入、人留
编留、人走编销”，用于引进高层次人才

和急需紧缺人才。
三是深化人才分类评价和职称制度

改革。加快建立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引
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人才评价。 完善
职称评审绿色通道， 对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 急需紧缺人才及业绩特别突出的人
才，可不受单位结构比例和岗位限制，通
过专设职数、 特设岗位等多种方式评聘
专业技术职务。

四是保障人才优先发展。 各级政府
要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作为人才引
进、培育、奖励专项经费，纳入本级财政
预算。 省内其他地市大多规定为总量不
低于上年度一般预算收入的 2%，考虑到
我市实际，暂定为 1%，逐步增加到 2%。
当年经费当年使用，不留存、不结转。 资
金出现缺口时，可一事一议，另行申请拨
付。

五是探索实行人才“绿卡”制度。 在
人才认定、项目申报、配套待遇落实、创
业扶持服务等方面，实行“一站式受理”，
提供全程代理服务。

六是完善工作格局和领导体制。 严
格落实党委（党组）书记人才工作第一责

任人责任， 将人才工作列为落实党建工
作责任制述职重要内容。 有序实施人才
工作目标管理。 实行人才工作“双组”领
导机制， 完善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市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
解决人才工作重大问题； 建立以市委组
织部长为组长的市委人才工作绿色通道

领导小组，主持人才常务工作，打造人才
工作快速高效通道，有效压缩协调周期。
逐步形成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管大局

抓大事， 市人才工作绿色通道领导小组
管常务抓急事， 市委人才办管协调抓落
实的人才工作机制。

问：最后，请您谈谈对贯彻落实《实
施意见》有什么具体部署?

答：《实施意见》 是全市人才发展改
革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需要各县 （市、
区）、各部门抓好贯彻落实。各县（市、区）
要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具体贯彻落实办
法。市直有关部门要按照任务分工，出台
各项措施的实施细则， 确保政策真正落
到实处。现阶段我们将从广泛宣传、落实
任务分工入手，为《实施意见》落地见效
打好基础。 （本报记者）

注销公告
������周口市锦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2326878665J）营业
执照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周口市锦诚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2日

遗失声明
������●王喜琴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 注册号：411602699103030， 声明作
废。

2018年 8月 22日
●周口如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豫

PX1410 营 运 证 丢 失 ， 证 号 ：
411620066853，声明作废。

2018年 8月 22日
●河南春天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豫

PC1288(证号 ：411620043313）、豫 PJ300

挂（证号：411620043314）营运证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2018年 8月 22日
●鹿邑县仙城建筑安装装饰装璜

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 法人章丢失，声
明作废。

2018年 8月 22日
●马卫东不慎将河南财经学院秘

书专业大专毕业证丢失，证号：051952，
声明作废。

2018年 8月 22日
●徐留伟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 注册号：411693699014970， 声明作
废。

2018年 8月 22日
●孙瑞霞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 注册号：411624607029225， 声明作
废。

2018年 8月 22日
●周口市开发区齐齐鱼锅餐饮店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411693699036127，声明作废。

2018年 8月 22日
●周口笨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 将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 核 准 号 ：
J5088000502301，声明作废。

2018年 8月 22日
●周口市川汇区天顺水暖石棉

橡胶制品批发部不慎将开户许可证

丢失 ，核准号 ： J5080000664502 ，账号 ：
10010120080000002604 ，声明作废 。

2018年 8月 22日
●陈露霞坐落在周口市川汇区界

牌街的房屋所有权证不慎丢失， 证号：
周房字第 02810 号，声明作废。

2018年 8月 22日

周口市商水县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发展规划公示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确保成
品油市场供应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6】157 号）和《河南省商务厅关于预确认
商水县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规划的通知》豫商运【2016】86 号文件精神，
拟在辖区农村及偏远地区新规划加油站 37 座，第三批公示规划 2 座，现将加油
站发展规划公示如下：胡吉镇郝范路 X026 线蔡庄行政村北，蔡庄集北，练集镇
梁寨村村东 X020 县道路南。

联系电话：0394-5458559

商水县商务局

2018年 8月 22日

太康县扎实做好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
本报讯 8月 21 日， 太康县召开预

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专题会，进一步强
化措施，夯实责任，抓重点、破难点、找
节点、展亮点，扎实推进预防未成年人
溺水工作。

坚持政府主导、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 对各类坑塘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

所有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无主坑塘
由所在乡镇及行政村具体负责。

防护措施全覆盖。对安全隐患进行全
面排查，登记造册，安排专人值班蹲守。

层层落实责任制。 实行分段责任
制， 在醒目位置悬挂责任人公示牌，接
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设置警示标志，对

隔离栏等防护装置加固加密。
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微信、短

信、校讯通、各村平安大喇叭等，进一步
加大防溺水宣传力度；增强学生法定监
护人的责任意识， 对孩子进行有效约
束。

进行安全教育大走访，走村入户进

行安全大走访，做到“不漏一班、不漏一
生”，实现安全家访全覆盖。

该县副县长司春荣、县教体局局长
王正义，教育局全体班子成员、各股室
负责人，各乡镇中心校长、局直学校校
长等参加会议。 ②10

(周存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