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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集萃

涟水
“
连环掌”护航教育发展
“
高质量”
（上接 A1 版）选贤用能
“
一碗水”端平。 仅
去年上半年， 该县就有146名教师教干
通过“擂台赛”进入提拔使用候选名单，
最终选拔出25名副校长向社会予以公
示。
“整个选拔过程没收到一封人民来
信，创造了近几年来全县教师教干队伍
建设的奇迹，” 县教育局人事科科长张
一浩说，参照这一方法，近三年来，该县
已从人才库中选拔了38名教师教干充
实到中小学校长、副校长岗位。
活水养鱼，鱼肥水美。 在上述举措
基础上，涟水县教育局相继推出了“导
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室”“乡村骨干教
师培育站”， 近三年引进教师达人数超
过“十二五”期间引进教师总数的两倍；
每年制定教师教干“培训菜单”， 通过
“请进来”“走出去”，锤炼教师素能。 以
今年暑假为例，该县订制了10个“培训
菜单”，参训规模超过3000人次。
教育得贤才，捷报接踵来。今年1-7
月，涟水有30余名教师受到县级以上表
彰，200余名教师在省市级课堂教学展
评、基本功竞赛、论文和教案评选中获
奖。 潘银春、卢梅英、陈广东等3名老师
还被增选为全省第五期“
333工程”培养
对象。

亮出“撒手锏”——
—
织密师德师能“双面绣”
徐集中学是涟水县一所乡村中学，
去年6月18日被并入涟水县“名校”安东
学校，成为安东学校徐集分校。 结果，三
个月后，该校初一年级招生数与往年同
比居然翻了三番。
推行“名校办分校”和“集团化办
学”机制，是涟水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
打出的一套“内家拳”。 涟水牌坊小学、
永兴学校、 朱码中心小学为此纷纷慕
“名”而动，分别与郑梁梅小学、南门小
学、外国语中学“结对联姻”，不仅教育
资源共享，还互派教干挂职。 县教育局
则将全县中小学进行优化组合， 实行
“捆绑机制”，打造形成了12个学校教育
集团（联盟体），推行管理、教研、考核
“三个联动”。
不过， 在南门小学马老师看来，县
教育局率先全市独创的“双随机”督导
机制，堪称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杀
手锏”。“整改不到位，督导不放过，这招
太厉害了，”马老师说，去年上半年，她
因为督导不过关，前后进行了5次整改。
“所谓‘双随机’，指的是随机选择

学校进行督导、随机推门听课督导教学
内容，” 县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张益
平介绍， 他们从全县抽调了596名名教
师、名校长、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等，
组建了56个督导组， 从开学到学期末，
每天至少有两个督导组在下面转，发现
问题及时下发整改通知单，问题严重的
进行追责。 据统计，“双随机”督导机制
实施以来，56个督导组仅去年一年就开
展督导300余校次， 走访师生近3万人
次，发现并整改问题1350余个。
一记“杀手锏”，织就师德师能“双
面绣”。 去年，涟水高考本科达线率、达线
数及教育现代化监测得分增幅均居全市
各县区之首；全县教师有300多篇教育教
学论文、教学设计获得省市级奖项，6项校
本课程被评为市优秀德育校本教材。

打响“特色牌”——
—
深耕一校一品“百果园”
7月23日， 第六届江苏省少年科学
院院士评聘颁奖会在南京举行，涟水县
陈师中心小学学生陈志远、赵振杰获聘
“
江苏省少年科学院院士”。 而就在两个
月前，他们凭借各自的“小发明”，在首
届江苏省红领巾“创未来”创新创意创

造征集展示活动中，双双斩获一等奖。
在涟水，像陈志远、赵振杰一样的
“发明家”不胜枚举。 今年7月27日，
小小
曾与陈志远、赵振杰同获省首届红领巾
“创未来”活动一等奖的李文斌，被省少
工委推荐为全省10名少先队员代表之
一，赴京参加首届全国红领巾“创未来”
夏令营暨成果展。
“仅2017年至今， 我们全县学生在
科技发明方面获得的省级以上奖项就
超过20项，” 县教学教研室主任郑书东
认为，这些硕果的取得，源自于涟水教
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锻造“一校一品”
办学特色的成功实践。 在涟水，每周三
下午为全县小学社团活动时段，所有小
学生放下书本，参加校级或班级社团活
动，包括外国语小学的书画、南门小学
的足球、郑梁梅小学的乒乓球、向阳小
学的竹笛在内，全县校（班）级社团总数
超过2200个。
特色铸就品牌，百果香溢满园。 近
三年间，涟水师生在各级各类竞赛中获
奖数达8000余人次。 其中，在全市第十
二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该县技压
群芳夺得了金、银、铜三个奖项的10枚
奖牌， 并在省技能大赛中获得1金3银1
铜的好成绩。

市领导推进全市法院系统
“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 记者 叶列 通讯员 王瑶

本 报 讯 昨日，全市“基本
解决执行难” 工作座谈会召开，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出
席会议并讲话。
赵洪权强调， 全市法院系统
要乘胜追击，再接再厉，打赢下一
场攻坚战和接力战。在具体执行工
作中要着重处理好“
考核指标”和
“群众感受”、
“
繁”与“
简”、“分”与
“合”、“内”与“外”、“上”与“下”、

“
做”与
“
说”的关系，进一步规范执
行行为、提升执行质效、完善执行
机制，从机制等源头角度抓好执行
工作。 要抓住攻坚、规范、创新、合
力、长效五个关键词，趁势而为，顺
势而上，紧扣“只能提前、绝不滞
后”的目标，坚持规范化执法、智能
化支撑和协同化推进理念， 按照
销存量与控增量齐抓、 老办法与
“
新手段共举、 抓当前与谋长远同
步”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强化担当、
压实责任，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
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张光亚同志逝世
中共党员、原淮阴地区民政局顾问、离休干部张光亚同志
因病于2018年8月28日逝世，享年103岁。
张光亚同志193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2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2年12月离休， 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地
市级政治、生活待遇。 张光亚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9月1日上
午8时在淮安市殡仪馆举行。

淮安市五级人大代表履职工单
序号

履职事项

对象

1

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2

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宣传宪法和法律

3

4

参加全市人大代表“千百万
扶贫济困大行动”

具体内容

履职方式

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议，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
题并发表意见，参加各项选举和表决；依法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应当围绕会议议题发表意见，遵守议事规则。

五级人大代表

以闭会期间代表活动小组为单位，每个代表小组可以采取推荐或者轮讲的方式，深入乡镇（街道）
“人大代表脱贫攻坚讲习所”，围绕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宪法和法
律，积极宣讲省市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等重要部署。
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小组每年不少于1次宣讲活动；市、县、乡人大代表小组每年不少于2次宣讲
活动。

五级人大代表

从2017年4月开始，市县乡三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参与，开展“千百万扶贫济困大行动”，组织有专
长的代表深入村居开展千场宣讲，实施智力扶贫；企业家代表结对170个省市定经济薄弱村，实施项目
帮扶；全体代表联系1万多户低收入家庭，实施结对济困。

结对帮扶和宣讲

市级领导干部中
的人大代表

市级领导干部中的人大代表赴相关县区的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人大代表之家、工作室，以下同）
开展联系人民群众主题活动。
市级领导干部中的人大代表赴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联系人民群众活动，根据市委工作中心，每年
确定一个主题。

开展调研和视察、 走访、 原则上安排在每年9
接待、座谈等活动
月

设立全市五级人大代表统一接待群众日，活动当天，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赴人大代
表联络工作站或者工厂企业、学校、农村、社区参加接待群众日活动。 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网格化地参加
联系原选区选民活动，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解决。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固定联系市人大代表3～5人；市人大代表固定联系原选举单位的人大代表
3～5人；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固定联系本级人大代表3～5人。
每月安排县、乡人大代表、每季度安排市人大代表、每半年安排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到人大代表
联络工作站接待选民和群众，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
每位人大代表每年联系选民和群众不少于30人次。

参加会前视察和专题调研
活动

五级人大代表

全年

会前视察安排在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召开前进行；专题
调研一般安排在年
中 （6、7、8 月 份）进
行。 乡镇代表视察和
调研活动根据乡镇
人大主席团安排适
时进行。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大常委会会议、本级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参加
本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乡镇人大代表可以参加本级人大主席团组织的执法检查
和其他活动。
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至少列席一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根据市、县区人大常
列席会议、参加执法检查 委会、乡镇人大主席
团安排进行

7

列席原选举单位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或者人大常委会会议

全国省市人大代
表

省、市人大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应邀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大常委会
会议。

8

参加代表履职学习

五级人大代表

代表在任职期间应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 市、县两级人大常委
会和乡镇人大主席团要为代表履职学习提供方便。
代表在任期内参加集中履职学习不少于2次。

9

向原选举单位或者选区报
告履职情况

省市县乡人大代
表

市、县人大常委会分别负责安排在淮省人大代表、市、县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或选区报告履职情
况。 省、市、县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至少报告一次履职情况。 乡镇人大代表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由
所在乡镇人大主席团根据实际需要按年度进行安排。
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安排邀请在淮全国人大代表介绍履职情况。

参加“一府一委两院”工作
情况通报会

五级人大代表

代表应参加市、县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
一府一委两院”工作情况通报会。

按要求对结对帮扶和宣讲工
作情况进行统计申报，及时将相关
基础信息录入
“阳光扶贫”系统。

代表基本信息应当在一定范
围内分级公布。
代表在联系选民和群众时不
直接处理问题。
对代表联系选民和群众活动
原则上安排在每年
中收集的建议意见落实分级处理
开展走访、接待、座谈等 12月4日
工作机制，对收集的群众意见和建
活动，
议进行汇总、梳理，以通报、简报等
建立微信群、QQ群
形式，及时交有关机关、组织研究
原则上安排在代表
处理并进行反馈。
接待群众日

采取小组或者联组形式。
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一
般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市、县区人大代表一般由
县区人大常委会组织

五级人大代表

10

讲座、辅导报告或者座谈 原 则 上 安 排 在 代 表
会等
接待群众日

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 乡镇人大代
表根据本级人大主席团的安排，对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
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
调研。
代表根据小组的活动计划和安排参加其它履职活动。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市、县区人大常委会或者乡镇人大主席团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
安排本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应邀列席本级人大常委会
会议及人大专门委员会会
议、参加执法检查活动

6

全程参加会议

备注

代表应遵守大会议程日程安
根据本级人大常委
会 或 乡 镇 人 大 主 席 排和大会纪律。
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
团安排
席会议，应当按照规定书面请假。

五级人大代表

五级人大代表

5

时间

列席会议

集中培训

可以邀请在淮全国人大代表
根据市、县区人大常
列席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市人
委会安排进行
大常委会会议
根据市、县区人大常
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参加全
委会、乡镇人大主席 国、省人大组织的履职学习
团安排
按照不少于相关代表总数
20%的比例逐年进行安排

口头或者书面报告

参加情况通报会

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参加小
组活动，每年不少于2次；市人大代
表参加小组活动，每年不少于3次；
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小组活动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进行，每年不少于4次。
代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
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
接处理问题。

根据市、县区人大常
委会安排（一般安排
在8、12月份）

广告

今年暑假，淮安大剧院“
打开艺术之门”儿童剧之旅即将到达终点站。 从 6
月 10 日《点心侠》陪我们开启暑假的大门，7 月 14 日我们一起和《大人国与小
人国》去探险，7 月 24 日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看《莫扎特的魔法世界》，这场演
出成为我的古典乐启蒙演出；8 月 3 日，我们在知行空间参加《昆曲夏令营》，
和昆曲老师们一起学昆曲、看演出；8 月 5 日，和欧亚最优秀的芭蕾舞团 - 乌
克兰芭蕾舞团一起认识芭蕾；8 月 7 日，我们最喜欢的巴啦啦小魔仙来到淮安
大剧院，和小朋友们一起打败黑魔女，拯救彩灵堡；8 月 8 日，《小丑嘉年华》再

次引爆全场！ 8 月 15 日奇幻亲子剧《蓝马》；8 月 18 日英国最火爆的动漫舞台
剧《小羊肖恩》嗨翻全场；8 月 25 日和《勇敢的鸡宝宝》一起用智慧打败黄鼠
狼；8 月 31 日，等待我们的是今年最后一场儿童剧《熊猫小仙的魔法》，熊猫小
仙夏令营活动对外公开招募了 40 名小演员和演出团一起登台表演，经过整整
一天的培训，8 月 31 日晚上就要和大家在舞台见面咯。
淮安大剧院作为城市的文化会客厅，秉承“高贵不贵，文化惠民”的宗旨，
为淮安的观众带来各种各样不同的演出， 为提高发展淮安的文化事业做出贡
献。 这是淮安大剧院陪淮安的朋友们度过的第三届打开艺术之门，跨时 2 个半
月时间，共计 935 份的表演时长，举办了 2 场夏令营，90 位小朋友参与小小引
导员，10 位小小驻演艺术家为开场观众表演， 约 10600 位观众走进剧院欣赏
儿童剧，发出 10600 个冰淇淋助力这个夏天。 每年暑假，保利院线都会给观众
们带来众多优秀精彩的儿童剧演出， 陪淮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度过一个
开心快乐且有意义的暑假。 今年的打开艺术之门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
年再见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