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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
老师的责任意识、道德意识，
1月8日下午，荥阳市第九小
学对全体教师进行了职业道
德考评。

本次考评分为三个层次
教师互评、家长考评、学生考
评。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
就本次考评提出了要求教师
互评，每个老师不评价自己，
分别从爱国守法、团结集
体、敬业爱岗、责任心强、关
爱学生、无体罚、无歧视、廉
洁从教、无有偿家教；为人
师表、举止文明、终身学习、
钻研业务这些方面进行分
项打分，最后根据总分按比
例评出优秀、良好、合格、不
合格几个等级。家长考评，
由家长考评自己孩子所在
班级的老师，分别从敬业爱
岗、责任心强、关爱学生、无

体罚、无歧视、廉洁从教、无
有偿家教、为人师表、举止
文明等方面进行考评。学
生考评，每班学生对自己所
在班级老师从以上方面进
行考评。

在学校会议室，老师们
有序组织家长按照考评要求
进行考评，家长们积极参与，
认真填写考评表。在学校教
学楼，每班老师认真组织学
生按要求填表，在学校会议
室，全体教师进行互评，本着
公平、公正的原则，每位教师
对其他教师进行分项打分，
并总分、评出优秀、良好、合
格等等级。最后，学校成立
评价小组在电脑上对各项表
格进行汇总、总分、存档，建
立个人道德档案。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王圳青

走，到郑州西站坐G2390去旅游
这趟高铁不用换乘直达多个热门旅游城市

本报讯 昨日 9时 8分，
G2390停靠在郑州西站。
近日，全国铁路运行图调
整，郑州西站新增两趟停
靠列车，调整后停靠列车
达到21列。

郑州西站停靠新增两
趟列车为：广州南至西安
北的 G833和西安北至杭
州东的G2390。

据郑州西站有关负责
人介绍，新增加的 G2390
次列车不用换乘，就能够
直接到达景德镇北、江西
婺源、黄山北、千岛湖、杭
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极大
地方便了旅客的出行，将
会使更多的旅客受益。
荥阳时报 王焱楠 荆艳芳

本报讯 寄语新征程，致敬奋
斗者。1月6日上午，荥阳市曹李
村第一届“双创”联谊会成功举办，
荥阳市京城路街道党工委委员、办
事处副主任陈牛杰、曹李村党总支
书记李国庆、曹李村主任平长春、
曹李村各组组长及31名优秀创业
代表参加“双创”座谈会。

据了解，曹李村党总支、村委会
经过三个月的酝酿、讨论，通过村组
推荐、严格筛选，最终确定了31名
优秀代表参加此次双创联谊会。

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
断。曹李村各行各业的优秀创业
者围绕“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结
合自身创业经历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分享心得，交流经验。

郑州奥特制衣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颖钊说，从 2007年到郑州奥
特制衣有限公司上班，开始做跟单
员到现在做总经理，深刻体会到做
业务时要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只有
专业才能赢得客户的尊重。人才
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富，事情做不好
不是事情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能
力不够，目标没有达成，不是目标
定高了，而是人的能力不匹配。做

公司要讲究诚信，诚信对一个企业
非常重要，只有坚守诚信才能保证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我从荥阳走
出去，走出郑州，走出河南，走出中
国，走向世界各地，将公司业务拓
展到其他国家，在拓展公司业务的
同时，也在开阔我的视野，扩大我
的格局。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
庭是事业发展的后盾，郑州奥特制
衣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家人的
支持和辛苦的付出。”

“寄语新征程，致敬奋斗者。
今天曹李村的发展也面临新的形
势、新的机遇、新的挑战，为了加强
曹李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拓宽群

众致富道路，使更多的优秀人才成
为曹李村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和
骨干，曹李村召开此次优秀人才创
新创业座谈会。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回望 2018，我们之所以过得
充实，走得坚定，就是因为我们心
怀梦想,奋力追梦。2019新年的钟
声已经敲响，不驰于空想，不婺于
嘘声，让我们在奔跑中奋力追梦，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让我们放飞
梦想，一起追梦。”曹李村党总支书
记李国庆说。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郑鸿斌 张娟 文/图

本报讯 为保障老年人和残疾
人持续享受免费乘车待遇，1月 1
日起，荥阳市公交公司已开启新年
度免费乘车卡年审工作。第一天，
荥阳公交公司已审办老年卡 1500
余张。

据了解，凡年满 60周岁的荥

阳户籍老年人，首次办理老年卡需
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近期 1
寸红底证件照片 1张及 10元乘车
意外险保险费，不收卡押金，每月
可免费乘车100次，每年预充12个
月免费乘车次数 1200次，办卡当
月即可使用，使用期12个月，到期

不及时年审将不能继续刷卡乘车，
年审后方可正常乘车。年审时间
为一年有效使用期的最后一个
月。年审需携带老年乘车卡、身份
证原件及 10元乘车意外险保险
费，不收卡押金。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孟庆彬

连日来，荥阳市京城路
街道腾飞街等社区通过“路
长制”雕琢日常管理细节，通
过“细、小、微、实”的变化铸
造城区文明。

“空调外机和与墙体的
夹缝之间的脏乱差，是此次
专项行动的突破口。”在城区
索河路路段，海龙社区工作
人员陈慧杰正在逐门店宣
传、要求门店履行门前三包
责任，对各自门前空调外机、
卫生死角进行清理。

据京城路街道爱卫办主
任汪东升介绍，目前市区道
路责权明晰，车辆乱停乱放
归公安局负责，道路上破损
窨井盖分属邮政、通信、电力
等部门，餐饮门店、药店归口
食药局，人行道卫生属环卫
处，花坛属园林中心，店面门

牌归城管局负责……
街道在索河路等路段设

立有“路长制”网格化管理公
示牌，公示有责任单位、路
长、工作职责、联系电话等，
接受群众监督。每月一次星
级评定工作，切实增强市民
参与意识，充分调动社会各
方力量。

日常按照巡查、反馈、协
调、处置、回复管理工作流
程，针对巡查过程中发现问
题能当场处理的当场处理，
无法当场处理的通过“随手
拍”等方式收集问题线索，反
映给有关职能部门处置，并
及时做好反映问题的跟踪落
实，确保“路长制”工作常态
长效。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郑鸿斌 柴婧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
老干部文体活动，展示老干
部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1
月 5日上午，荥阳市国土资
源局举办迎新春老干部趣味
运动会。结合老干部的兴趣
和爱好精选出的项目有乒乓
球、双升、象棋、门球、跳棋比
赛 5个项目，共 30名老干部
报名参加。

本次运动会是将传统运
动的竞技项目和趣味游戏相
结合，互动性强，参与度高，
能够很好地增进老干部之间
的亲密感，增强团队间协
作。比赛中发扬“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重在参与”的精
神，各个项目精彩纷呈高潮
迭起，充满了活力和趣味。

比赛结束后，荥阳市国
土资源局党组副书记聂永红
作了总结发言，他对 2018年
全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情况
进行了通报，并对全体老干
部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多参
加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使
自己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
健康向上。在春节来临之
际，衷心祝福他们在新的一
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宋洁

荥阳京城路街道
“路长制”雕琢细节铸文明

荥阳市国土资源局
举行迎新春老干部趣味运动会

荥阳第九小学举行年终师德考核

景德镇
景德镇是世界瓷都，中国直升机

文化的摇篮。曾与广东佛山、湖北汉
口、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

江西婺源
婺源是江西省一个历史悠久的

古县，民风质朴，文风鼎盛，名胜古
迹遍及全县，被称为“中国最美丽
的乡村”，有 10万亩梯田油菜花海，
每到春天便宛如天上人世，成为旅
游胜地。

黄山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境

内，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
家AAAAA级旅游景区、中华十大名

山、天下第一奇山。黄山有四绝：奇
松、怪石、云海、温泉，素有“五岳归来
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誉。

千岛湖
千岛湖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

千岛湖水是我国唯一可以不经处理
直接饮用的水源。

杭州
杭州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心

城市之一，也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
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

杭州有多项旅游景点入选世界
纪录协会纪录，创造了一批世界之
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表达了人
们对于这座城市的赞美。

■相关链接

荥阳曹李村首届“双创”联谊会举行

“创客”共话“双创”

荥阳2019年公交免费乘车卡开始年审了

办卡网点有3个，分别是荥阳公交公司一楼办证大厅，工作时间为
上午8：30至12：00，下午2:00至5:30。索河路与工业路交叉口东北角联
通营业厅内工作时间为上午8：30至12：00，下午1:00至5:00。万山路与
汜河路交叉口东南角联通营业厅内工作时间为上午8：30至12：00，下午
1:00至5:00。为方便老年朋友办证换证，办证网点工作人员双休日不休
息，正常上班。每年的1月和2月是老年卡年审比较集中的月份，请大
家安排好时间，就近办理年审。业务咨询电话：0371-64618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