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范!一课两操"

西华县第二实验小学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

体质!保证学生健康成长!进一步巩

固"一课两操#!近日!实验二小举办

了校园广播操大赛$

据了解! 该校始终坚持一课两

操不动摇! 要求班主任教师强化督

办督查!深入班级和课间操现场!监

督学生做操质量!清点出操人数!以

此确保人人参加锻炼! 每天锻炼一

小时$

通过抓一课% 促两操的训练和

有计划地开展体育活动和比赛!不

仅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 而且培养

了学生团结和谐的良好心态和结实

强壮的健康体魄$

!赵锋"

开展!城乡结对"帮扶活动
玄武镇中心实验幼儿园

!!!!!!

本报讯 为更好地促进农村幼

儿教育的发展!近日!周口市实验

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在鹿邑县教体

局基础教育股的精心组织下!冒着

严寒来到该县玄武镇中心校辖区

的实验幼儿园!开展&城乡结对#帮

扶活动$

尽管天气寒冷!但教师们的热

情依然高涨!他们认真地给学生上

课$ 孩子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听得

津津有味! 丝毫没有感觉到寒意$

前来参加活动的幼儿教师认真学

习专家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一致

认为受益匪浅$

!任成全"

举行安全知识竞赛
丁村二中

!!!!!!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冬季校

园安全管理工作! 提高学生的校园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近日!郸

城县丁村二中举行了中学生安全知

识竞赛活动$

据了解! 本次安全知识竞赛以

书面形式作答!题目涵盖了消防%生

活用电%食品卫生%交通%外出活动

和自救等内容$全体学生专心思考!

都能准确% 完整地把自己在课堂上

学到的安全知识内容填写在试卷

上!竞赛取得了良好效果$

!张本宝 张立"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版
!

"#$ %&$

!"# $%&

!"# 教育在线 编辑
&

程文琰
'()*+,&-./01/23$45617)

!!!!!!

本栏目向您推荐使您满意# 放心

的幼儿园# 民办中小学# 职业技能学

校#培训机构#补习学校等$

电话%

!"#$"%&'$$& (#$&'%#'%&%

)"%!&*&*+&%

帮 您 择 校

爱达职业培训学校
开设'心理咨询师认证培训%亲子教育

沙龙会%和谐婚姻沙龙会等$教师%医生%护

士等需要专业心理学知识的人士及心理学

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学习(

校址'五一路文化宾馆五楼

电话'

$%&$''$ "$()(*+,$$-

王老师

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
中国

-.%$

岁优秀青少年一站式成

长中心!特设小升初龙班%精品外语班%

动漫奥数%国学班等$

校址'七一路与六一路交叉口向南

-&

米路西

电话'

$++&$$( /$($$/'

网址'

01123445556785869: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学院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区淮河西路

)南校区*%中州大道北段
#--

号)北校区*

电话'

$'()&($ %)'-)(#&)/&

网址'

0112

'

445556;<=196>?@69:

专业培训 爱与责任

开设幼儿%小学%初高中英语和中小

学数学%小秀才作文班$

校址' 中州大道新天地对面国税局二

楼+八一大道电脑城对面三楼+六一路与七

一路交叉口向南
-&

米路东

电话'

'"((A$& $A'(A$&

周口金马会计'电脑专修学校
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培训定点单位

开设'会计入门%实账操作%电

算化%电脑)办公%图形%网络等*课

程!会计从业资格证考前专业培训$

地址' 周口市区中州大道百货

楼
-$

号

电话'

*&!*,,"

三务公开开创!阳光教育"新局面
沈丘县教体局

!!!!!!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沈丘县教体

局认真开展党务%政务%校务公开工

作! 并坚持做到三务公开与业务工

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取得明

显成效 !开创了 &阳光教育 #新局

面$

健全工作机制!切实做到组织%

制度% 监督考核三个到位$ 组织领

导到位' 成立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先后召开了

六次专题会议! 对全系统党务政务

公开进行专项研究! 动员部署! 明

确任务 ! 督导安排 $ 制度保障到

位' 出台 ,沈丘县教体局党务政务

公开实施方案-! 建立健全议事规

则% 监督检查% 档案管理% 满意度

测评等各项制度$监督考核到位!成

立教育系统党务政务公开督导小

组! 对全系统党务政务公开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督导考核$同时!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代表%学生

家长等各界人士对公开工作进行监

督评议$

夯实工作基础! 把握 &四个关

键.$ 着力抓好公开内容% 载体%程

序%形式等关键环节!促进公开工作

规范化运作$明确公开内容!结合教

育系统实际!确定了
$

大类
*'

条公

开内容! 突出了干部任免% 教师调

配%职称评定%&两免一补#%学生资

助%三公经费%工程招标等&三重一

大#事项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创

新公开载体 !按照 &规范 %实用 %简

便#原则!局机关设立了
A,

块公开

栏!安装
BCD

显示屏%触摸查询机!

设立党政务公开展示厅和办事指南

服务台!构筑了门外有公开栏!院内

有显示屏%查询机!室内有展示厅的

立体公开模式$严格公开程序!按照

&提出/审核/执行/意见反馈/

再公开.的程序!做到有序公开!所

有公开内容由职能股室提出! 局公

开办初审! 分管领导审定! 局长审

签!予以公开$并将公开内容及审核

手续存档备案!做到档案资料齐全$

公开期间!收集群众反馈意见!及时

交办落实!并进行再公开!力争做到

项项有理有据!事事群众满意$丰富

公开形式! 利用公开栏% 局官方网

站%意见箱%工作简报%触摸查询机

等设施!将党务%政务%校务工作开

展情况!业务工作办理流程!领导及

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 收费项目及

收费依据!各学校教师上岗情况!学

生&两免一补.发放情况等群众关心

的热点内容予以最大限度的公开!

方便群众办事$

通过&三务公开.工作的开展!

教育系统热点问题逐渐降温! 工作

作风进一步转变! 工作效率明显提

升! 为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开创了 &阳光教育.新局

面$

!李源"

!!!!!!

近日!由郸城县教体局"县文化局"团县委和县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书法家进校园$活动在郸城县实

验中学新校区举行!县书法家协会的
A&

多位知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创作了
%&&

余幅珍贵作品%

!张立 曹晨 摄"

!!!!!!

近日!西华县李大庄乡二中举行别开生面的安全教育活动!放映安全教

育电影!利用影画的视觉冲击力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一幕幕触

目惊心的案例警示人"触动人"说服人!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时红光 宋玲 时珂 摄"

促进高校科研健康发展
!!!!!!

教育部日前出台加强高校科

研项目管理 ' 经费管理和规范高

校科研行为三个文件 ! 召开加强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会议 ! 这对于

维护高校科研秩序 " 增强科研能

力 ! 促进科技创新和教育事业科

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科研是国家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高校为

国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

务 " 文化传承创新做出了重要贡

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动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 全面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 ! 对高校科学研究提

出了新要求&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国家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还不相适

应 ! 在高校科研活动中学术失范

行为较为严重 ! 贪腐案件时有发

生& 加强高校科研管理"促进高校

科研工作健康发展 ! 是当前面临

的一项紧迫任务&

加强高校科研管理 ! 必须管

好项目& 当前!要扭转(重争取'轻

管理$'(重立项'轻过程$的思路 !

建立既能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又

具约束力的管理机制 & 要切实抓

好项目申报管理与服务 ! 健全项

目公开竞争和信息公开公示制

度 & 要切实抓好科研过程管理与

服务 ! 及时全面掌握项目进展情

况!为项目实施提供有效服务& 要

切实抓好科研成果管理与服务 !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申报 '转让 '使

用信息登记制度 ! 保障学校和研

究人员权益&

加强高校科研管理!必须管好

经费& 要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加

强监督检查 ! 建立包括审计 '监

察'财政'科技等主管部门和社会

中介机构在内的科研经费监督体

系 ! 建立科研项目财务审计与财

务验收制度 & 高校要切实把好三

个关口)把好经费预算关 !提高预

算科学性*把好经费使用关 !完善

经费支出审核制度 * 把好外拨经

费关 ! 探索外协项目经费监管有

效方式%

加强高校科研管理 ! 必须规

范科研行为 % 广大教师和科研人

员要遵循学术规范和科学伦理 !

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 各地各

高校要积极探索科研评价标准 !

改变片面将科研项目 ' 经费数量

与科研人员评价和晋升直接挂钩

的做法!建立以高水平成果 '高层

次人才为导向的科研绩效评价体

系 % 要严肃查处科研领域违纪违

法案件 ! 决不让腐败玷污了高校

这一教书育人的神圣殿堂%

党的十八大对高校建立协同

创新机制 '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

出了新要求 % 我们一定要从贯彻

落实十八大精神的高度 ! 深刻认

识加强科研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进一步完善制度 !提高科研管

理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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