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九京九
新语新语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02 要闻 2017年9月13日
首席编辑 王松 邮箱 13623700788@163.com

姜老太修肤堂
征集100名皮肤病患者到店免费试用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6070322号

广告

好消息！好消息！凡皮炎、过敏、湿疹、荨麻疹、顽癣、疮等皮肤病患者，现均

可到店免费试用，试用不花一分钱，如果您满意请给我们做宣传，不满意您就扭头走
人，什么损失也没有。

免费体验，等您报名
如果您正在遭受或长期遭受着各种皮肤问题的折磨，奇

痒难忍，想迫切改变眼前的烦恼，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370-
8991108报名预约。凡报名预约者还可免费获得药皂一盒，
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免费体验地址：商丘市文化路电业局大门西侧
电话：0370-8991108
夏邑县康复西路69号烟草局大门西侧
电话：0370—6888995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
调，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尤其
要加强工作第一线的组织领导。

“打攻坚战的关键是人”。干
部驻村帮扶是有效的扶贫机制，也
是带动群众脱贫的关键抓手。但
记者日前在基层采访时，有些干部
直言自己驻村扶贫就是当秘书，整
天填表、开会、写材料，累得够呛，
却难见实效。群众对此提出质疑，
扎在文件堆里的“扶贫秘书”怎能
带领大家脱贫？

“秘书式扶贫”的出现，表面看
大致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有的

帮扶干部觉得自己是外来人，在村
里做不了主，就把自己定位成了

“扶贫秘书”，凡事听村干部吩咐，
平时也不住在村里。其二是上面
要求填报的材料多，表格一式几
份，村民要按好几个手印，签好几
回名字。一些扶贫干部陷入其中
难以脱身，整天忙着替不识字的村
民填表签字，经常要填几百张表，
签几千个名字。结果“精准扶贫”
变成了“精准填表”，给群众留下了

“扶贫秘书”的印象。
但从根子上说，一些扶贫干部

变成“扶贫秘书”，还是与其自身能
力不足有关。记者采访发现，有的

扶贫干部由于长期待在机关里，不
熟悉农村情况，不懂扶贫产业，沟
通能力和人脉资源都十分有限，导
致挑不起扶贫重任，只能做些跑腿
填表工作。

整天泡在表格堆里，不可能找
到脱贫良策。扶贫干部当好脱贫

“领头雁”，必须敢于担当，提升自
己的硬实力，要多扎在田间地头找
优势，多研究可扶贫的产业，用一
件件实事打开脱贫的突破口。各
地政府部门也应为他们减负，会议
材料能免则免，信息能共享就共
享，避免各种重复劳动，给一线干
部腾出专心扶贫的精力和时间。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师资
良莠不齐，是不少学生与家长对
民办辅导机构心存顾虑的重要原
因。为推动我国民办辅导机构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11日，中国教
育学会为首批121名通过辅导机构
教师专业水平等级认证的高级教
师颁发证书。这是辅导教育行业
首次采用统一标准对机构教师的
专业水平进行评定。

据《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
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 显
示，2016年我国辅导机构教师规

模为 700万至 850万人，学生人次
超过 1.87亿，市场规模超过 8000
亿元。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介
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高
考招生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基于
互联网的新教育教学模式不断地
发展，都使得辅导机构面临着新
的挑战与机遇。通过多方协商共
同制定标准并开展资质认证水平
评估，对于提高我国民办辅导机
构教师队伍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据介绍，为促进校外辅导机

构规范健康发展，下一步中国教
育学会将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合
作，逐步建立起行业规范机制，
开展并建设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
机构的第三方质量认证和评估体
系。此外，中国教育学会将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辅教认证考试基
地、并逐步建立全国辅导机构教
师专业电子档案库。

会上，辅导机构教师代表签
署了《教师职业道德及行为规范
条例》，表示自愿在辅导机构教师
职业发展规范上起表率作用。

力戒“秘书式扶贫”
□吕梦琦

民办辅导机构教师将有专业认证

本报讯 9月11日，睢县胡堂
中学围绕“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自觉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主题，
多形式开展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
动。

一是通过国旗下讲话、黑板
报、宣传标语、学习园地、播放推普
周宣传视频及校园广播等宣传途
径，激励广大师生规范使用普通

话。二是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和革命文化，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为主题，开展班队活动，有效宣传
推广普通话和使用规范字的重要
意义。三是对学校校刊、黑板报、
校园文化墙、各功能室、食堂、标志
牌、标语（牌）、指示牌等规范用字
检查，对不规范用字、错别字立即
消除整改，为全校师生营造良好
的语言环境。通讯员 赵剑华

睢县胡堂中学多形式开展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

开放，不变的时代强音。中
国在开放中复兴，中原在开放中
崛起。无数实践反复证明，在新
一轮竞争中，谁能在开放中快人
一步、胜人一筹，谁就能抢占先
机，赢得主动，率先发展。

开放，是河南适应经济全球
化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增强区域
竞争力的现实需求，是加快经济
强省建设的迫切需要。新的历

史时期，主动作为的河南被国家
寄予厚望。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地处内陆的河南乘着
开放发展的时代“东风”，搭上连
通世界的“丝路快车”，开放河南
亮出新气质。

今日，河南日报将推出“牢
记嘱托出彩中原”大型系列述评
第六篇，敬请关注。

（季哲）

《河南日报》今日推出
“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
大型系列述评第六篇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美丽幸福商丘建设美丽幸福商丘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12日上午，中央宣传部、中央直
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
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北京市委在京举办“砥砺奋
进的五年”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
告会，邀请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
永清作了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 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报
告。

汪永清在报告中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
发，提出和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性地发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开创了良
法善治的社会主义法治新境界。

汪永清指出，五年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贯彻
实施宪法，切实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民法总则制定出台，
一批在法律体系中地位重要、经
济社会生活亟需、人民群众企盼
的法律相继制定或修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
善。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施
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依法

决策机制，优化政府公共服务，
食品药品、环境保护、道路交通
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严
格执法取得新的成效，政府工作
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深入推
进公正司法，全面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健全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
制度，推进司法为民，深化司法
公开，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公正司法成
效逐步显现，人民群众安全感、
获得感不断增强，司法公信力不
断提高。深入推进全民守法，建
立健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机制，
全体公民守法用法意识明显增
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

汪永清表示，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要以习近平总书记“7·
26”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南，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
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制度
文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国梦提供更加有力
的法治保障。

第五场报告会由北京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延昆主持。
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
负责人、高校师生和首都各界群
众约800人参加了报告会。

“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报告会
第五场报告会在京举行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年年

本报讯 昨日，记者在市民政
局采访时了解到，自文明城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市民政局在保障留守
人员权益、规范地名标志设置、加
强社区平台建设、倡导树立文明社
会新风尚等方面积极行动，取得显
著成效。

扎实开展关爱工作，有效保障
留守人员权益。在市辖区建设 15
个日间照料中心，依托 12349民政
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养老资源，打
造 15至 20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
发挥基层老年协会作用，组织老人
开展文化娱乐、学习教育、体育健
身等活动，实现老年人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

项行动，维护留守儿童合法权益。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泛组织开展

“春蕾计划”“爱心书递”、暑期安全
教育、家庭教育公益讲座等活动，
使留守儿童学有所教、困有所帮、
爱有所依。引入社工机构关爱留
守人员，举行“温暖留守儿童·音乐
之声展现最美的我”社区音乐活
动，开展四点半课堂、小小故事会
等活动，建立留守儿童独立档案，
提供服务1600人次。

开展地名文化保护暨不规范
地名清理整治工作，对城区 1000
多块路名牌进行了维护，对 296处
有地无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和

“大、洋、怪”等不规范小区、地名，
进行标准化处理，提高了地名管理

服务水平。
加强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建设，为社区文明创建活动搭建平
台。指导街道、社区根据自身特
点，通过开座谈会、入户走访、发放
意见稿等方式，制定独具小区特色
的《居民公约》，健全我市居民自治
机制，形成居民互相监督、互相促
进良好氛围，打造平安、文明社区，
营造和谐、舒适的居住环境。加强
移风易俗宣传，推送文明乡风知
识，邀请市“四平调”剧团的专业文
艺骨干，把婚丧嫁娶中的文明新风
编排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戏
曲，在各村进行巡回演出，送戏下
乡 10 余场，观看群众累计 2 万余
人。晚报记者 吴文昊

市民政局：关爱传递温暖 助力文明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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