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离传销 从我做起
共建文明和谐校园

防范传销 净化校园 守护幸福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为方便
考生及时了解我省考研相关要
求，12月 5日，河南省教育考试院
将各报考点的咨询渠道公布，其
中焦作市招生考试中心的咨询电
话是（0391）2780813，咨询邮箱是
pzk2780813@163.com；河南理工大
学咨询电话为（0391）3987203，咨询
邮箱为kwk@hpu.edu.cn。

根据教育部统一安排，2023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
24日至26日举行。11月 26日，为
作好考前准备、保障顺利应考，河南
省教育考试院特提醒考生注意以下
事项：

合理安排行程，及时返回报考
点。目前未在报考点所在地的考生，
请按照当前本人所在地以及报考点
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提前计
划、合理安排行程，选择合适的交通
工具，及时返回报考点所在地。当前
已在报考点所在地的考生，考前尽量
减少流动，避免前往涉疫地区和人员

密集的公共场所，非必要不离开报考
点所在地。

作好个人防护，按时健康上报。
在考前的关键阶段，保持乐观的心态
和健康的身体对每一位考生来说至
关重要，考生要当好自己健康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作好个人防护。要按照
我省和报考点所在地的防疫要求，每
天做好个人体温和健康状况监测工
作。考前14天至考后3天（12月10
日至28日），要通过“健康上报”APP
每日进行健康上报，为实现平安研
考、健康研考，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关注研考信息，畅通联系渠道。
请考生务必保持报名时预留的手机
号畅通，以便及时接收重要提醒消
息；及时关注研招网、河南省教育考
试院官网官微及报考点发布的研考
公告信息，主动配合组考部门做好相
关工作。

12月5日，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
布了各报考点的咨询渠道，考生有疑
问可拨打相关电话咨询。

河南省2023年研考咨询渠道发布
涉及焦作的有这些

12月2日，解放区王褚街道都市花
园社区美中城小区核酸检测点来了两位
新“大白”。

他们是“下沉一线”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的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其中，李丽来
自市财政局，孙明来自市住房公积金中
心，他们作为美中城小区两个党小组的
小组长，率先投入核酸采样相关工作中。

这两个党小组的18名成员来自不
同的单位，他们团结协作，全部投入核酸
采样、群众物资保障等相关服务工作中。

“要连续站立近4个小时，室外比较
冷，大家穿厚一些。尤其是鞋子，加绒、
加厚的穿上吧，要不然会冻脚。”李丽值
班结束后，提醒接下来值班的人员。

为了干好工作，当日6时许，两人来
到小区物业学习相关服务工作内容。当
日上午，他们共协助为1000多人进行核
酸采样。当日下午，这两个党小组的18
名成员参加培训会议，全面掌握各项服
务工作。

“为群众提供高效、贴心、人性化的
服务，也要保障个人安全。”孙明在微信
群里提醒。

美中城小区只是一个代表。连日
来，共有109名市直机关党员、干部“下

沉”都市花园社区的29个小区，支援疫
情防控工作。

11月29日，为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
疫情形势，大力支援我市城区特别是解
放区疫情防控工作，市委市直机关工作
委员会启动市直机关党员干部“下沉一
线”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当晚，“下沉一线”人员就到都市花
园社区报到。12月1日，王褚街道办事
处、都市花园社区党组织分批召开会议，
陆续建立13个临时党支部，实现“把支
部建在第一线”。

“真是雪中送炭，感谢你们前来支援
我们社区。”都市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王
树辰说。

都市花园社区总面积3.1平方公里，
居民1万多户，疫情防控任务重。其中，
仅核酸采样就设立26个采样台。此外，
还有群众物资保障、孤寡老人帮扶等工
作，社区工作人员起早贪黑，常常工作到
第二天凌晨。

目前，109名支援都市花园社区疫情
防控的党员干部，利用微信、钉钉、QQ
等建立“云端”工作平台，在尽量减少不
必要聚集的情况下，奔赴各小区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李晓军）疫情防控与群
众游园如何兼顾？连日来，按照市园林
绿化中心的统一部署，我市各大公园、游
园在正常开放的情况下，持续织密“防疫
网”，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游园环境。

“请扫码入园，规范佩戴口罩，公共
场所不聚集……”12月1日，市人民公园
内一辆巡逻车上的小喇叭滚动播放着防
疫提醒。在五孔桥游园，工作人员手持
小喇叭步行巡逻。遇到个别摘掉口罩或
者口罩佩戴不规范的游客，工作人员上
前劝导。

当日，记者跟随市园林绿化中心督
导人员在市龙源湖公园、市人民公园、五
孔桥游园等检查时，看到园林特色的防
疫神器“小喇叭”“红马甲”“巡逻车”三件
套齐上阵，引导游园市民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在各公园出入口，工作人员冒着寒
风值守，落实扫码规定。其中，市龙源湖

公园拉起警戒线，只保留4个出入口；市
人民公园也在不同方位保留 4 个出入
口，便于扫码管理。此外，公园内每座公
厕出入口旁，也安排专人值守，市民如厕
需扫码；对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实行人
性化管理，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在各公园内，工作人员分组巡逻，除
了要求游园的市民规范佩戴口罩外，随
时劝退群体性活动。为减少群体性聚
集，我市各大公园、游园暂时关闭游乐场
所、体育设施。

为保障公园环境安全，工作人员还
对公厕、坐凳等进行全面消杀；加大保洁
力度，全面清理卫生死角，使环境更加干
净整洁。“条幅挂起来、喇叭响起来、工作
人员动起来，引导市民戴好口罩、不聚
集、扫码进入。同时，请市民逛公园时自
觉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这既是对他人负
责，也是在保护自己。”市园林绿化中心
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近日，河
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公布义务教育阶
段校内落实“双减”工作典型案例评
选结果，博爱县秀珠小学的“落实

‘双减’政策 打造暖心教育”、沁阳
市实验小学的“作业不回家 天天社
团课 家校社协同”、山阳区东环小
学的“构建‘双减’教育生态 赋能课
堂提质增效”榜上有名。

提高课堂质量，是学生减负的
关键。为此，博爱县秀珠小学探索开
展了体验式教学模式。课堂上侧重
学生参与，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
者，可以是朗读者，也可以是售卖
员，还可以是导游……每一节课都
是知识的接收与实践的过程，每一
次体验都伴随着成长。该校加强作
业管理，从作业入手，让学生乐于参

与、高效参与、积极参与，不只是读
写画，还要蒸煮炒，还要走跑跳，玩
转作业。基础作业分层化、实践作业
趣味化、家务作业多元化，让学生真
正成为作业的主人。

沁阳市实验小学严格按照教育
部“5+2”要求，明确“提质减负”工作
目标，实施“作业不回家+天天社团
课”课后服务模式，完善“提升全体教
师素质—保障课后服务质量—提升
家教服务水平”家校社协同的课后
服务工作体系，有效落实“双减”要
求。

东环小学以“双提”为目标，以
“双减”为工作重点，着力聚焦“三
级”教研，启动内力成长的研究，找
准发力点，做好教学规划工作，营造

“启悦”的教育生态，实现提质增效。

党员干部筑起社区疫情防线
本报记者 李晓军

不聚集 戴口罩 扫码进入

我市公园持续织密“防疫网”

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校内落实“双减”

典型案例公布

我市三所学校榜上有名

12月5日，解放区企业养老保险中心党员志愿者为群众提供服务。当天是
国际志愿者日，解放区3400余人组成的34支志愿者服务队，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小区绿化、打扫卫生等便民服务，用实际行动
践行自己的承诺。 本报通讯员 李良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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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江泽民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
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江泽民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等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其他方式表示慰问

12 月 5 日，我党我军
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
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
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
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
的遗体在北京火化。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到八宝山，首都各界
群众纷纷来到沿途道路两
旁，送别敬爱的江泽民同
志，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
深切哀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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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医院
为江泽民同志送别并护送遗体到八宝山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为
江泽民同志送别，并护送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也前往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首都各界群众纷纷来到沿途道路两旁，送别敬爱的江泽民同志，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哀思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我党我
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
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
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
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
的遗体5日在北京火化。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等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
别，并护送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到八宝山
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也前往医院为
江泽民同志送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告别室庄严

肃穆。洁白的花朵、黑色的挽幛，寄托着
人们深深的哀思。告别室上方悬挂着黑
底白字横幅，上面写着：“江泽民同志永垂
不朽”，横幅下方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大
幅彩色遗像。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安卧在
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
产党党旗。4名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两
旁。江泽民同志遗体前摆放着江泽民同
志的夫人王冶坪率全家敬献的花篮，花篮
的缎带上写着：“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告别室内摆放着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
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和中共中
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各
人民团体、首都各界群众敬献的花圈。

上午10时，在低回的哀乐声中，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
胡锦涛等，胸佩白花、臂戴黑纱缓步来到
告别室，在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前肃立。
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
怀。随后，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的夫
人王冶坪和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0时20分，8名礼兵荷灵，伴着哀乐
缓缓走出告别室。习近平等护送江泽民
同志的遗体上灵车。

10时30分，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同志，治丧委员会办公室成员和江泽民
同志亲属的护送下，灵车徐徐驶向八宝
山革命公墓。当灵车启动时，在场送别

的同志悲痛肃立，向江泽民同志的灵车
行注目礼。

长街肃穆，万众同悲。从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首都各界群众纷纷
来到沿途道路两旁，送别敬爱的江泽民同
志，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哀思。

上午10时50分，灵车驶进八宝山革
命公墓。在大礼堂，习近平等和江泽民
同志亲属向江泽民同志作最后的诀别。

今天到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的还
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老同
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
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江泽民同志
生前友好等。

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