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川汇区中小学首例

中原路小学举行课外研学活动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姚肖宇 文/图

本报讯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 6 月 13 日上午，在川汇区青少
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的精心组织

下， 市中原路小学六年级 128 名学
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市博物馆

（如图） 和市国防教育园进行课外
研学活动。 据悉，这是川汇区举行
的首次课外研学活动，旨在把课堂
从教室搬到校外，丰富学生课外知
识 ，培养他们热爱家乡 、互帮互助
的精神。

中原路小学的学生多为留守

儿童， 此次活动让 128 名留守儿童
走出校园 ，分别在市博物馆 、市国
防教育园进行课外研学。 小学生们
身着校服，秩序井然地进入市博物
馆 ，参观基本陈列 《宛丘之上———
周口历史文物陈列》。 同学们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 ，先后参观 “人文肇
始”，了解 “三皇 ”伏羲 、女娲 、神农
的功绩；“大道幽微”， 了解老子的

事迹、《道德经》 版本；“三代华章”
和“莽原鸿爪”，让小学生们对两周
时期的文物及秦汉以来至元代周

口历史的发展轨迹有所了解 ；“逐
波兴埠”， 主要陈展明清时期周口
三川汇流 、漕运兴埠的历史 ，让孩
子懂得自己家乡名字的由来。 小学
生们认真聆听 ，仔细观看，不时地
在自己的游学笔记本上记录着。

在市国防教育园，让小学生们
参观海陆空常规武器了解当代常

规武器，零距离参观坦克、军舰、飞
机、火炮等武器，以及导弹、火箭模
型等军事器械，感受当代兵器的震
撼和国之威武 ， 树立强军报国之
志。

把课堂从教室搬到校外，让学
生们边游玩边学习，与课堂知识融
会贯通。 记者了解到，川汇区中小
学还将持续举行研学活动，并在全
区中小学中广泛开展，让学生们在
读中学 ，长知识 ；在做中学 ，长常
识；在行中学，长见识。

市政府督查中心城区安置房建设情况

□记者 李莉

本报讯 6 月 12 日，记者随市政府督
查室先后到顺和家园、贾鲁嘉苑、金海嘉
苑、建设嘉苑、泰和家园等安置房项目工
地， 对中心城区棚改一期安置房项目建
设情况进行现场督查。

督查发现，6 月 6 日中心城区安置房
建设推进会后， 各安置房建设项目单位
抓进度、抓整改、抓落实，责任主体明确、
建设行为规范、建设进度加快，正有序、
有力、有效推进中。

贾鲁嘉苑 AB 地块正在 CFG 试桩；
A 地块正在进行建渣清运 ；B 地块正在
进行土方开挖和打降水井。

贾鲁嘉苑 C 地块正在 CFG 桩施工、
土方开挖和打降水井。

贾鲁嘉苑 L 地块建渣清运已完成，
正在进行土方开挖和打降水井。

金海嘉苑 A 地块正在土方开挖和
CFG 桩施工；边坡支护完成 70%。

建设嘉苑正在进行土方开挖； 临建
搭设超过 90%。

顺和家园临建搭设基本完成， 正在
开挖土方、建渣清运、CFG 试桩。

泰和家园 CFG 桩施工累计完成
4000 多根，土方开挖累计完成 20 多万立
方米，正在进行基坑边坡支护施工。

督查也发现， 项目普遍存在 “五个
一”制度落实不到位、相关职能部门没有
进驻项目工地和除泰和家园项目外，施
工现场均没有设立公示牌、 效果图及工
程建设进度表等问题。 另据项目单位反
映， 他们目前面临着开挖的土方无处堆
放、混凝土供应不足等困难。

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市政府督查
室已及时反馈到各相关单位，要求各相关
单位加快解决，确保安置房建设顺利实施。

周口报业牵手百度（周口）共谋发展
我市企业“智能营销”创新峰会召开

□记者 周彦

本报讯 6 月 14 日，我市百余家企业
齐聚扶沟，在当前互联网营销背景下，共
同探讨新型营销思路。会上，周口报业传
媒集团商务经纪有限公司与百度周口营

销服务中心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在本土
品牌产品上为企业服务， 在营销新模式
上为企业做好推广。

营销难，推广费用高，好多企业在宣
传上遇到难题。 6 月 14 日 ，由百度 （周
口）牵头，联合我市百余家企业负责人，
在扶沟商讨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营

销，如何利用大数据分析抓取客户，人工
智能给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哪些挑战，大

家共同揭开新商业的智慧营销之道。 会
上， 百度高级行业经理康梦迪向商家讲
述智能互联时代的营销理念， 分享企业
智能营销之道。

为了弘扬周口企业文化、扶持周口
近农品牌，更好地为具有周口特色产品
的企业服务 ，在本次会议上 ，百度周口
营销服务中心联合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商务经纪有限公司正式启动“周口榜样
品牌计划”项目。 未来，百度（周口）将联
合周口报业传媒集团紧跟互联网发展

趋势，致力于为本地企业创造更多新发
展 、新机遇 ，全方位助力周口地区中小
企业实现互联网化，助推商家迈上高台
阶。

商水县政府金融办金融扶贫工作不力被通报批评
商水县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姜建中作检讨发言

������6 月 13 日下午， 市干部作风大整
顿第八次查处通报大会召开。 针对督
查通报中指出的商水县政府金融办推

进金融扶贫工作不力问题比较突出，商
水县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姜建

中作检讨发言。
2017 年 7 月 7 日， 河南省金融扶

贫工作现场会要求在全省推广卢氏经

验，充分发挥金融办的金融行业监督协
调服务作用，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为加
快推进商水县金融扶贫服务体系建设，
该县出台了《商水县金融扶贫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方案》，要求县政府金融办牵
头成立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并监管指
导乡镇金融扶贫服务站、村金融扶贫服
务部相关工作。

但是，商水县政府金融办不是主动
融入扶贫工作大局， 履行金融扶贫职
能，而是千方百计推卸责任，对县政府
及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安排的金融扶

贫工作任务不理解、不认可，过分强调
单位人员少、力量薄、协调没力度，无力
承担金融扶贫相关重任，无法有效开展
金融扶贫业务指导工作。 督查组到县
金融扶贫服务中心暗访时发现，该中心
工作人员不仅缺岗较多，而且在岗人员
在明知上级金融扶贫政策情况下，仍然
人为设置障碍，导致金融扶贫政策束之
高阁，无法落地。 督查组先后走访 6 个
乡镇服务站和 7 个村服务部发现，乡村
两级金融扶贫服务部门仅限于挂牌和

成立领导组，未有工作台账和其他工作
痕迹。 据走访的 27 名乡村干部普遍反
映，县政府金融办从未到乡村对金融扶
贫工作进行现场指导，也从未对工作进
度开展督促检查，导致乡村两级金融扶
贫部门理解政策有偏差，开展工作无方
法，对接项目无门路。

2017 年 12 月底省交叉检查反馈
商水县存在部分行政村缺失金融扶贫

授信相关材料问题。 商水县制定了整
改台账， 明确了县政府金融办作为责
任单位负责此项问题的整改工作 ，要
求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必须完成整
改。但督查组督查时发现，县政府金融
办对此没有整改方案、没有整改台账，
没有深入一线指导整改工作， 导致省
交叉检查反馈问题的 5 个行政村均没
有任何整改痕迹， 整改工作处于停滞
状态。

针对商水县政府金融办对该县开

展金融扶贫工作不力负有领导责任，市
干部作风大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对

商水县政府金融办提出通报批评，并责
成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全市干部作风

大整顿查处通报大会上作出深刻检讨；
责成商水县政府对存在的问题迅速整

改，限期整改落实到位，并将整改情况
报市干部作风大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姜建中在检讨发言中表示，将以这
次全市干部作风大整顿查处通报大会

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积极做
好金融扶贫工作。 一是坚定不移地执行
落实全市关于金融扶贫的部署和要求，
强化自身担当，主动作为，决不回避矛
盾、逃避责任、推诿扯皮、应付了事。 二
是坚定不移地执行落实全市关于作风

建设的部署和要求，抓住存在的关键问
题，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扭住不放，持续
加强作风建设，打造一流队伍，打造一
流作风，打造一流业绩。 三是立行立改
推进工作落实。 对这次通报指出的问
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迅速制定整改
意见，强力推进工作整改落实，确保把
耽误的时间和进度赶上。 今后将以扎实
的工作成效接受组织的检验，回应商水
县人民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期待，
为商水县如期脱贫摘帽、 决胜全面小
康、实现跨越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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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干部作风大整顿第八次查处通报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