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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助学子

爱心筑未来

——
—江苏省“
圆梦助学” 项目助学券发放仪式在盱举行

盱眙港口开展
扬尘治理专项活动
■林 勃

■ 王志强

为进一步弘扬乐善好施、 捐资
助学的新风尚， 帮助苏北地区家庭
经济困难的2018年应届高考录取新
生顺利入学， 8月24日下午， 由江苏
省教育基金会、 江苏省学生资助管
理 中 心 联 合 主 办 的 江 苏 省 2018 年
“圆梦助学” 项目助学券发放暨(友
贝)武汉公司教学用平板电脑捐赠仪
式在盱眙县教师发展管理中心举行。
江苏省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祭彦
加， 淮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
任于建斌， 盱眙县副县长桑荟， 盱
眙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谷文书
等同志出席活动。 江苏省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 苏北31个县 （市 、 区）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 受赠学
生和家长等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 江苏省教育基金会、
淮安市教育局和盱眙县相关领导向
苏北五个设区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代表发放了每人5000元的助学券 。
友贝(武汉)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
向江苏省教育基金会捐赠价值约
1500万元的课堂教学用平板电 脑 。
江苏省教育基金会向盱眙县黄花塘
中心小学、 穆店中心小学和穆店乡
中心幼儿园分别捐赠了15万元教学
用平板电脑。
自2013年以来， 江苏省教育基
金会联合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连续6
年开展了“圆梦助学” 大型教育慈
善公益活动， 重点资助苏北五市31
个县 （市、 区） 当年考试大学而家

本 报 讯 8月27日至30日， 盱
眙港口管理局围绕“防治扬尘， 绿
色发展” 主题， 积极倡导企业环保
主体责任意识和公民绿色环保理
念。 该局通过在基层站点悬挂横
幅、 标语， 走访港口码头发放宣传
材料等方式， 向港口经营企业及广
大船员宣传扬尘覆盖、 清洁能源利
用、 船舶港口污染控制、 港区道路
绿化的理念， 提高港口企业和员工

盱眙财政局开展
党员学习教育活动
■ 陈先涛

庭困难的学生， 给予他们学费和生活
费补助。 6 年 来 ， 已 筹 措 资 助 资 金
1462万元， 资助了2823名家庭困难
学生， 帮助他们圆了大学梦， 受到了
学生、 家长、 学校和社会的普遍赞
誉。
活动后， 江苏省内部分受国家资
助顺利完成学业的青年歌唱演员， 为

感谢党和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关怀自发组成了“江苏省青年歌
唱演员资助政策宣传团”， 他们把亲
身经历编排成歌舞来宣传国家资助
政策， 为资助工作和受助学生者献
上他们的祝福。
据悉， 盱眙县2017年全年资助
工作共发放各学段助学金1722.2875

万元， 资助学生27545人次； 发放高
中、 中职免学费5775人次， 拨付资
金1088.08万元； 资助296名新入学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累计发放资金
164.8万元； 受理助学贷款2129名，
发放助学贷款1656.29万元； 受理苏
北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资金拨付申请
38人， 发放资金26.97万元。

盱眙召开义务教育质量提升工作会议
本 报 讯 8月28日， 盱眙县义务
教育质量提升工作会议在盱眙县实验
小学召开。 全县高中学校领导班子全
体人员， 全县义务教育学校领导班子
全体成员， 教务、 教科、 德育主任，
新学期初三年级主任， 11所村完小
负责人， 全县幼儿园园长， 局机关全
体同志等60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提出， 要坚定信心， 肯定成
绩， 增强质量提升责任感。 自去年全
县义务教育工作会议以来， 全县义务
教育学校坚持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
心， 认真落实 《盱眙县中小学教学管
理基本要求》 及 《盱眙县教育内涵发

展与全面提升行动计划》 ,积极深化
《全县义务教育质量提升行动方案》，
强化队伍建设， 推进教学改革， 取得
了显著成效。 校长坚持深入课堂， 靠
前指挥， 能够把心思放在教学上， 把
时间花在管理上， 把功夫放在质量
上。 全县上下汇聚共识、 奋力争先，
实现了全县义务阶段教学质量的持续
提升。
会议指出， 要明确目标， 精准发
力， 实现质量提升新跨越。 全县各所
学校要紧紧围绕“提高教学质量” 这
一中心， 牢固树立“
教学质量是教育
工作的永恒主题、 是教育工作者的生
命线” 两大理念， 以持续提升教育治
理能力为总抓手， 以“
夯实德育之基、
强化课程引领、 构建高效课堂、 突出

因材施教、 加强教学管理” 为载体，
奋力实现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再上新台阶的工作目标。 今后一
段时期， 必须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
为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和核心任
务， 牢固树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
的办学理念， 任何时候、 任何条件下，
只要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 都
要坚定不移、 坚持不懈抓下去。
会议强调， 要完善机制， 严格奖
惩， 确保质量提升显成效。 教育教学
质量考核， 要坚持全面发展、 全面育
人的原则， 不断完善考核方案， 将成
绩考实、 考准、 考公平， 确保让大家
服气； 要坚持发展观点， 既看结果、
又看起点和过程， 严格标准、 公开透
明， 高中看初中、 初中看小学， 实施

捆绑考核； 要注重结果运用， 对教育
教学成绩突出的给予大力表彰， 并在
干部选拔任用时优先考虑， 对于在落
实中打折扣、 做选择、 搞变通的， 要
严肃追究问责， 坚持表彰激励与工作
倒逼并重。 通过激励、 奖惩、 问责等
一整套制度安排， 保证能者上、 平者
让、 庸者下、 劣者汰， 形成良好的用
人导向和制度环境。
会上， 县教育局各位分管领导针
对上学年全县教育质量进行了较为全
面、 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对下学年的
教育教学及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 表彰了一批教学质量先进单位
和进步单位， 及听取三所学校的交流
发言； 会后， 市教育局副局长薛祝其
作专家讲座。

曹丛林

本 报 讯 近日， 盱眙县财政局
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主题， 以
局领导讲专题党课， 各业务科室讲
相关业务知识， 扎实开展好党员学
习教育活动。
会上全局党员干部职工围绕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展开讨论，
推 进 “两 学 一 做 ” 学 习 教 育 常 态
化， 制度化， 促使每位党员树立

“四个意识” 强化责任担当， 认真
履职尽责， 加强党支部政治建设，
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讨论结束后观
看了和先念同志的先进事迹视频，
号召全体党员向和先念同志学习，
学习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尽职
尽责、 爱岗敬业的优秀品格。
此次党员教育学习， 使全体党
员把“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 的要求落实到实际行
动中。

盱眙警方

盱眙公安局
召开作风建设自查自纠推进会
■ 何清国

■丁 菲

的环保意识。
目前， 盱眙县域共有大小码头
120余家。 为深入推广港口扬尘治
理新办法新举措， 在盱眙港口部门
的指导下， 盱眙各港口建设车辆清
洗平台， 对进出港区的所有车辆进
行冲洗； 每个工作日利用洒水车对
港区所有道路进行冲洗， 早晚各一
次， 努力构建低扬尘、 低污染、 低
排放的绿色环保发展模式， 对于推
进港口转型升级、 建设绿色港口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

吴伟东

本 报 讯 日前， 盱眙县公安局
召开作风建设自查自纠推进会， 要

求各单位扎实开展作风建设自查自
纠， 逐条逐项列出问题清单， 找准
症结， 逐一剖析研究， 制定整改措
施， 加强长效监管， 推进源头防范。

盱眙公安局
开展干部年度考察工作
■ 何清国

施学林

本 报 讯 为全面掌握全县公安
机关班子整体运行情况及领导干部
德才勤廉表现， 近日， 盱眙县公安
局组成考察组， 深入各派出所、 机

关单位广泛开展领导班子及成员考
察工作。 考察以了解思想状况、 开
展谈心交流、 分析存在问题的方式
进行。 通过考察， 全面了解了基层
干部和民警的思想状态、 团结状
况、 精神面貌和存在问题。

盱眙警方
开展“慈善一日捐” 活动
■ 杨思辉
本 报 讯 近日， 盱眙县公安局
组织全体民警参加县慈善总会组织
的“崇德向善 大爱盱眙” 慈善一

8月27日， 盱眙技师学院2018
级新生军训暨入学教育动员大会在
校田径场隆重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
军31121部队参训官兵和全体校领
导出席本次动员大会。 军训教官代
表、 军训指导员代表和学生代表分
别在大会上发言， 表示要以实际行
动圆满完成本次军训任务。
■ 陈玉英

马坝中心小学全面部署新学期工作
■王 进

本 报 讯 新学期即将开学之际，
盱眙县马坝中心小学超前谋划， 提前
部署新学期工作。 8月29日， 马坝小
学召开了新学期第一次行政办公会
议， 总结暑假工作， 安排部署新学期
工作。 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谈震主
持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学校中层以上

领导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学期开
学工作拉开了序幕。 会上， 谈震就新
学期学校总体工作思路、 工作计划以
及重点工作做了总体的安排和部署。
他指出， 新学期学校整体工作目标就
是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并围绕“学
生习惯培养、 教师队伍建设、 课堂教
学研究、 校本课程开发、 校园文化建
设、 管理制度建设” 六个方面设立目

标， 制定举措， 开展工作。 讲话中，
谈校长还重点提出新学年学校将努力
打造七个“
平台” 建设， 并用了七句
形象的话来概括这七个平台， 即： 教
师信息管理平台是教师的身份证； 资
产信息管理平台是学校的保管库； 档
案资料管理平台是学校的万年历； 校
史陈列馆平台是学校的成长足迹； 疾
控预防上报平台是生命的晴雨表； 体
质健康测试平台是身心的体温计； 综

合督导平台是学校的体检表。 谈校长
认为做好“平台” 建设就是做好学校
的基础保障。
谈震要求所有中层干部要勇于担
当， 主动工作， 以身作则， 率先垂
范， 用“
洪荒之力” 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 确保圆满完成新学期学校的各项
工作目标。

盱眙运管所开展执法文书评审活动
■ 王国玉

本报讯 为落实县依法行政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 的要求， 进一步推进法治运管建
设， 8月29日， 盱眙县运输管理所积

极开展执法文书案卷评审活动。
该所组织运政业务科、 法规稽查
科、 客运管理科、 维修管理科及驾培
科五个科室25名运政执法人员对今
年4-7月193份交通行政处罚文书案
卷进行评审。 主要查看每起行政案件
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认定事实清楚、 证

据确凿、 适用依据正确、 程序合法、
内容适当， 以及文书制作是否规范。
各科室采用自查、 互查、 循环查的方
式， 对每份案卷进行仔细查阅， 对发
现的问题进行记录、 汇总、 交流； 所
分管领导抽查了部分案卷， 并对案卷
质量及评审情况进行总结讲评， 提出

具体要求。 通过评审组推荐， 本次活
动共评出优秀运政执法文书案卷43
份， 合格文书149份， 基本合格1份。
此项活动的开展,有力促进了运政执
法人员服务能力的提升和文书制作水
平的提高， 有效规范了执法行为和推
进法治运管队伍建设。

日捐活动， 向慈善总会捐上一天的
工资。 活动期间， 该局各单位积极
响应， 鼓励广大民警献爱心， 积极
为慈善事业作贡献。 期间， 该局
430余名民警共捐出善款95800元。

盱眙警方
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
■ 孙德奎
本 报 讯 为切实保障新学期校
园安全， 连日来， 盱眙县公安局组
织各派出所对辖区中、 小学及幼儿
园开展安全大检查。 对各学校监

控、 消防器材等设施进行重点检
查， 对保安人员进行培训， 与校领
导沟通， 要求校方加强校园内部、
周边的值班力度和巡逻防范力量，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盱眙交警
设立校园门前“护学岗”
■ 高海滔
本 报 讯 开学伊始， 为保障学
生安全， 盱眙交警大队抽调民警和
辅警在各学校门前设立“护学岗”，

负责引导学生在上、 放学期间安全
有序过马路， 清理校园门前机动车
乱停乱放， 制止学生在马路及周边
打闹、 追逐， 全方位保障学校师生
交通安全。

盱眙县公安局
开展集中清查行动
■ 何清国

曹成学

本 报 讯 日前， 盱眙县公安局
组织治安、 刑侦和各派出所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集中清查统一行动， 对
全县范围内旅馆、 网吧、 洗浴、 歌

舞等公共复杂场所以及案件高发重
点部位、 重点单位进行全面拉网式
清查。 行动中， 共清查旅馆160余
家,网吧40余家， 盘查人员600余人
次， 查处违规经营场所5家， 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6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