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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贺洪强 裴
敬业）在城区新建中小学校 10所，高分通过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创建，实现高考成绩“十

二连增”，职业教育在校人数突破5000人，引

进大学两所，被评为河南省15所义务教育教

学改革示范区之一……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

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

10年,原阳县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

原阳县累计投入资金约 7.6 亿元，完成

了 200余个建设项目，新建城区二初中、二

小等 10所中小学校及异地新建官厂二中等

3所农村学校，改扩建校舍面积约43万平方

米。累计投入 2.6 亿元，建成校园网络中心

42 个、理化生实验室 45 个、音乐美术教室

267个、阅览室 101个、科学实验室 125个，

新增学生用计算机 4243 台、教师用计算机

4000多台，新添学生课桌凳10万多套、图书

10万多册等。

教育格局铸就新体系

学前教育普惠发展。10年来，累计投资

5000 万元，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90 多

所，认定141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培训民办

幼儿园园长、教师3000余人次，全面提升了

学前教育的整体水平。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对全县中小学校的

环境、硬件设施、功能室建设、体育场地建设

等工作进行完善，在河南省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县评估验收工作中，以第一名的高分

通过。同时，先后新建（改扩建）了6所小学、

4所初中，新增加学位11680个。

高中教育提质增效。先后投入各类资金

7396.16万元，对县域内高中进行提升改造。

在教育教学上，强力推进“6+1”、“双新”教育

等高效课堂教学改革，对全县高中进行提质

增效。2022年，全县高考一本上线 826人、

二本上线 2581 人，实现高考成绩“十二连

增”，稳居新乡八县（市）第一梯队。

职业教育扩大规模。投资新建原阳县职

教园区，在校生从10年前的几百人增长到现

在的5189人。目前，已与九豫全、斯凯特汽

车、万安制动器等 32家企业建立校企合作，

培育了一批高素质复合型技能技术人才。

民办教育规范发展。近年来，全县民办

学校办学条件得到稳步改善，坚持党建引领，

教研并进，不断强化过程管理，坚持控制增

量、优化存量、提升质量的发展目标，促进原

阳民办教育协调发展。

科教园区日趋完善。规划建设了占地

8.35平方公里的原阳县科教园区，总投资15

亿元的安阳学院（原阳校区）在校生已达

8100人。

教育质量实现新提升

原阳县坚持以骨干名师为引领，积极发

挥教育科研作用，不断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10年来，累计立项各级各类课题903个，结题

764个，结题率为84.61%。其中省级立项课

题32个，结题26个；市级立项课题267个，结

题 231 个；县级立项课题 604 个，结题 552

个。2022年被评为河南省15所义务教育教

学改革示范区之一。

原阳县始终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础工作，大力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

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教师培训，每年列支

150万元教师专项培训资金，组织骨干教师

和校长园长赴北京、上海、郑州等教育先进

地区开展实践学习。10年来累计交流校长

教师共计 1772人次、培训领导干部 1947人

次、培训教师 49054 人次。同时，建立教师

及时补充机制，通过特岗教师招聘、归雁计

划、招教、政府购岗等形式累计招聘教师

1126人。

服务能力获得新增强

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实现清

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在义

务教育全面普及的基础上，原阳县高分通过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创建，成为原阳教育的

一个新的里程碑；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

积极参与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所有学

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现

全覆盖，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10年来累

计资助学生近 22.6 万人次，涉及资金 1.2 亿

元，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辍学”。

建立领导包抓学校安全工作长效机制，

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和 38所校外培训机构

全部实行领导包校、责任到人。推行“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校园网格化管理模式，将

校园中每个区域、场所、重点部位、关键环节

安全责任，压实到岗、落实到人。全方位推

进校园安全防范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

设。近年来，先后投资 268万元，为全县中

小学（幼儿园）安装一键报警装置，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为中小学配备专职保安人员 447

名，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联网全部

完成，发挥 210 名聘任法治副校长和法治

辅导员作用，定期深入学校开展分层次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建立政法、公安、住建、

教育等部门协作联动长效机制，每季度对

校园安全保护区进行专项排查整治。组织

机关干部和教职工开展进学校、进班级、进

宿舍、进家庭、进校外培训机构、进民办幼

儿园“六进”活动，掌握学校实际困难和师

生思想动态，及时化解各类风险矛盾。从

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筑牢校园疫

情防控安全屏障，全县教育发展环境更加安

全和谐稳定。

原阳县教育将赓续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使命，坚持“马上办理、马路办公”的工作机

制，重心下移，提升服务意识，用新突破、新建

设换来新面貌、新成果。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支发强 徐袆生）新

乡市农业农村局积极推行“两马”机制，多措并举推进

园区创建，促进农业产业“接二连三”，取得积极成

效。

现代农业示范区成功获批创建。今年8月，平原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获批创建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成为全省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四个县（市、

区）之一。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进展顺利。

今年 1月，延津县优质小麦国家级产业园以总分第

二名的成绩顺利通过验收，获得下达中央财政奖补

资金 4000 万元；4 月，平原示范区种业国家级产业

园顺利通过中期评估，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3000

万元。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再添新丁。今年2月，新乡

县种业产业园获批创建省级产业园，获得省级财政奖

补资金1000万元。市、县两级产业园创建稳步推进。

今年，累计批准市级、县级两级产业园46家。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王维鹏）11月12日，

星期六，辉县市行政服务大厅3楼不动产登记窗口却

热闹非凡，工作人员在全神贯注地为群众处理着登记、

打印、拍照、签字、上传等办证手续。这是辉县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办理

征迁安置房不动产权登记业务的一幕。

“俗话说‘无房难安居，无证难安心’。有了房本，

以后安置房也能像商品房一样交易，我们心里踏实

了！”当天，在现场办理的居民李先生向窗口提供了简

单的安置房手续和材料，顺利领到不动产权登记证后

说。辉县城市建设发展10余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安

置房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如今“破冰”了。

征迁安置房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是辉县市委、市政

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从不动产权登记改革入手，

撬动营商环境改善的又一力举。辉县市在城市化发

展进程中产生大量征迁安置房，由于跨区域安置、土

地手续复杂等多种历史原因，大批安置房的不动产权

登记证始终未能办理。近年来，群众办理征迁安置房

不动产权登记的呼声越来越高。辉县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该历史遗留问题，专门出台辉县市征迁安置房

办理不动产登记有关文件，并成立了由乡镇（街道）、

住建、税务、自然资源等部门组成的协调领导小组，全

力推动历史遗留安置房“登记难”问题化解工作。辉

县市对征迁安置房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建立台账，找准

问题症结，提交安置房办证方案。目前，第一批6套征

迁安置房不动产权证已办理完成。

据了解，辉县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

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幸福作为第一追求，持

续提升服务效能，“对标先进，争创一流”，促进不动产

登记提质增效，切实优化全市不动产权登记营商环境，

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张洁
王杉闪）今年以来，新乡市红旗区洪门镇

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聚焦现代化洪门建

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市场主体

同比增长 41%，连续五年招商引资全区

第一。

洪门镇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鲜明

导向，全面实施“马上办理、马路办公”

的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三个一批”“万

人助万企”等活动，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辖区现有市场主体 10200户，同比增长

41% 。 其 中 企 业 2065 户 ，同 比 增 长

31%。

前三季度，洪门镇完成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99983万元，同比增长6.3%；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281820万元，同比增长

12.6%；完成线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550万元，同比增长81.22%；规模以上

服务业完成营业收入253546万元，同比

增长5.5%。同时，实施全生命周期监管

项目57个，年度计划投资44.31亿元，完

成 41.67 亿元，完成率为 94%。招商引

资、外贸进出口及项目引进等各项指标

均位居红旗区第一。

本报讯 （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孟宪华
娄超杰）连日来，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祝楼

乡把安全生产摆到突出位置，在全乡范围

内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解决专项整

治行动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落

实。制订行动方案。严格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总

要求，将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明确到各部

门，确保工作有抓手。开展专项检查。对

危化品、粉尘涉爆、机械加工等行业企业

及沿街店铺、商铺和农户用火用电开展联

合专项检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回

头看”行动。

下一步，祝楼乡将继续践行“三七二

马一争先”工作机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乡域内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张志超丁辰辰）“有

国家政策的保障，我们三顿饭不重样，日子越过越好，

啥时候都不能忘记党和政府的恩情。”近日，在封丘县

留光镇周庄村日间照料中心，低保脱贫户董克凤满足

地说。她听说日间照料中心缺个厨师，便提出要义务

帮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空

巢现象明显。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周庄村建成了日间照料中心，

为空巢老人、五保户和80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群体搭建

起了“幸福之家”。

周庄村日间照料中心于 2018年开始运营，占地

300多平方米，配有厨房、餐厅、休息室等用房，配齐了

空调、冰箱、电视机等生活用品。目前，该村日间照料

中心食谱制定有标准，每天饭菜不重样，且荤素搭配确

保营养搭配均衡。热心群众作为志愿者参与日常管

理，总体运行有序。

“我们日间照料中心以政府支持、群众参与、爱心

帮扶的模式运营。其间，也遇到过家人的不理解、资金

匮乏等各种困难。但是，我们迈过一道道坎儿坚持了

下来，希望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周庄村党支部书记杨永昌说。

本报讯 （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董瑜雪 杨
欢）“俺村人以花生为产业，今年县融媒体中心

免费来做直播，销路更不愁了！”11月 10日，在

延津县司寨乡后司寨村，该村花生基地负责人

张斌告诉记者。

张斌炒着花生，一旁的村民正忙着装袋、过

磅、分袋、封袋，空气里弥漫着花生的香味。

在直播现场，延津融媒主播正热情洋溢地

为沙土炒花生推介，从花生的品相、口感等方面

进行介绍，直播间互动不断。

直播带货开播短短一周，浏览量就达 200

万人次，售出沙土炒花生1万多斤，北京、上海、

广东等地的网友都通过直播间了解延津花生并

下单，品尝延津沙土炒花生的美味。

延津县融媒体中心自2019年成立以来，充

分发挥新媒体优势，积极开展公益直播带货助农

行动，帮助群众拓宽销售渠道。截至目前，该中

心推送相关文章500余篇、开展助农直播65场。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胡肖宇）原阳县大宾

司法所立足司法行政职能，积极融入乡村振兴、网格化

管理、“五星”支部创建等工作，以“枫桥式”司法所建设

为抓手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

平。2021年，该所被河南省司法厅评定为“五星级规

范司法所”。

大宾司法所实行网格化排查，力求使矛盾纠纷排

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对排查出的矛盾纠

纷提前介入，牢牢把握调处主动权，确保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萌芽状态；挖掘乡贤的影响力，将乡贤与法律服务

深度融合，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引人。

社区矫正方面，大宾司法所实施分类管理、教育

和帮扶，全面落实精细管理、精准矫正、精心帮扶等

工作措施。长期以来，大宾司法所精心策划各类主

题法治宣传活动。以“法润大宾、德法同行”、“12·4”

法治宣传月、“法治下午茶”为载体，积极送法进村、

进学校、进企业，重点宣传《宪法》《民法典》等法律法

规。今年以来，共受理各类社会矛盾纠纷82件，成功

调解 70 余件。如今，“有纠纷找司法，有疑难拨

12348”，已成为大宾镇群众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方

式。

辉县市

安置房有了房本

延津县 融媒直播售出炒花生1万多斤

封丘县

日间照料中心成“幸福之家”

原阳县大宾司法所

法治护航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原阳培根铸魂育新人

辉县应急救援队从独当一面到聚合发力

日前日前，，卫辉市汲水镇在辖区卫辉市汲水镇在辖区1313个村个村（（社区社区））的干部的干部群众中倡导多读书群众中倡导多读书、、读好书的读好书的文明新风尚文明新风尚，，激发广大参与者的读书热情激发广大参与者的读书热情，，感悟经典著感悟经典著
作所传递的信仰力量作所传递的信仰力量。。 李娟李娟 摄摄

新乡市洪门镇
前三季度经济全线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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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成绩喜人

□本报记者 刘亚鑫 通讯员 石志莹

在辉县市南太行一带活跃着一支应急救

援队伍，那些常人不敢踏足的悬崖、深沟及人

迹罕至的高山和深不见底的洞穴里，都闪耀

着他们日夜训练和奋战的身影——辉县应急

救援队。

辉县应急救援队现有队员34人，是河南

省应急救援协会会员单位。自2011年成立

以来，先后参与了雅安地震、鲁甸地震、连霍

高速公路义昌大桥垮塌救援等大大小小的救

援300余次、救助600余人，救援成功率达到

了100%。

每个队员都具备开展户外遇险救援、灾害

救援、应急知识宣传、安全培训等公益活动的

能力和资格。与此同时，连续多年为山区贫困

儿童发放壹基金温暖包，并积极开展社区服

务、受灾群众救助、安全知识普及等活动。

为生命为生命，，他们时刻准备着他们时刻准备着

每次参与救援，队长栗力总会在事后晒

出救援过程中的图片、视频，“絮叨”提醒驴友

“不要盲目参团”“不要走不熟悉的线路”“不

要留下垃圾”……

“近年来，风景秀美的南太行成了户外旅

游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慕名前来的驴友很

多，但因其山体陡峭，所以意外时有发生，为

熟悉地形及时施救，我们把山地救援训练场

地定在了南太行一带。”栗力说，常态化训练

就是为了锻炼过硬的体能，熟练掌握上升、下

降等救援技术，做到用最短的时间快速有效

地实施救援。

别看队员李帅现在训练时一副轻车熟路

的样子，在加入应急救援队之初，他还是个患

有恐高症的“菜鸟”，第一次下降训练时，他站在

十来米的高度就被吓得脸色发白、双腿发软，但

经过坚持不懈的训练，他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现

如今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轻功”。

李忠杰是一位心理医生，加入应急救援

队 10年来，已记不清自己参加了多少次救

援，但记忆中充满了救援成功的喜悦：“就像

栗力常说的那样，因为付出，所以幸福。”

对这个团队来说，基本上每个人都具备

心理疏导、勘查路线、医疗救助、运输伤员等

综合能力，因此，收到救援信息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的人都能即刻投入救援。救援常在晚

上，完成救援后，往往已是天亮，很多人回家

洗把脸又接着去上班了，同事中很少有人知

道他们前天晚上的救援行动。

最不划算但却最有意义的兼职最不划算但却最有意义的兼职

“因为常年训练，队员们的手上长满了茧

子，身上多处淤青、有伤疤痕迹，时常是旧伤

没去又添新伤，但对我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

饭。”栗力笑称自己坚持10多年的救援行动，

“是最不划算但却最有意义的兼职。”

常有人问栗力：“你成立辉县应急救援队

的初心是什么？”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想参与一

线救援，却因没有专业资质被挡在了救援现

场之外，从那之后我就决定成为一名专业的

救援人员，组建专业救援团队。”他答道。

向着危险逆行，哪里需要去哪里。在去

年“7·20”洪灾期间，辉县应急救援队第一时

间主动加入防汛一线救援，奔赴在辉县市重

灾区，驾驶冲锋舟转移灾民、守护堤坝、分发

救援物资。在结束了辉县的救援之后，应急

救援队队员又马不停蹄地转战卫辉和山西进

行水上救援、消毒消杀工作。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

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当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在防汛一线响彻，志

愿者们和受灾群众纷纷加入了“大合唱”，应

急救援队队员的独唱瞬间变成了全民的大合

唱。歌曲演唱完毕，“辉县加油！”“辉县必

胜！”的喊声不绝于耳。

正如歌中所唱：“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知道你为了谁。”

把免费的掌声送给恩人把免费的掌声送给恩人

2014年 6月的一个傍晚，辉县应急救援

队突然接到一个黄水乡岭山梯的求助电话，

岭山梯是位于黄水乡悬崖峭壁上的一条险

路，因地势险峻，天气晴朗时，即使当地牧羊

人也很少有人会走这条路。

可因天色已黑，加上下雨产生了大雾，可

见度非常低，导致北京的十几名驴友误打误撞

在岭山梯迷路了，由于徒步时间太久大多体力

不支，加上长时间淋雨，个别驴友出现身体极

度不适，需要紧急救援，得知消息，栗力第一

时间带领应急救援队队员赶赴现场救援。

到达现场后，大家倒吸一口冷气：夜色深

沉，大雨滂沱，大雾笼罩，地势陡峭。“不能再

犹豫了，早一分钟组织施救，就能早一步救出

被困者。”栗力迅速带头进行施救。经过6个

多小时的紧急搜寻，终于找到了被困的十几

名驴友。

持续的大雨没有一点儿减弱的迹象，栗

力立即组织队员将具有行动能力的被困者向

安全地带转移，留下自己和 3名队员垫后营

救转移受伤驴友，托着受伤的被困人员往山

下挪动。浸透的救援服和满是泥水的鞋子根

本不听使唤，山上的荆棘刺破了防护手套，队

员们的手和脸部被尖锐的树枝划伤，血水混

着雨水，经过6个多小时的救援，终于拼尽最

后的力气成功营救出了最后一名被困人员。

看到被淋成落汤鸡湿透了的队员，驴友

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掏钱要塞给队员们

当“辛苦费”，但被队员们一一谢绝了。队员

们离开时，被救人员纷纷热烈鼓掌，欢送应急

救援队的车走了好远好远，掌声在山谷中回

荡。

“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

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这

是栗力最喜欢的一句话，因为他相信，靠近

光、追随光，终有一天，他们都会成为光、散

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