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率高，10 分钟办完手续
上午 9 时， 在市八小

校园内， 家长们有秩序地
排着队。 咨询处的老师告
诉记者， 早上 7 时左右已
经有不少家长到了学校，

由于人多， 学校就给家长
们发排队序号。 家长们表
示，这样的方式很好，效率
高而且有秩序。

9时 30分，记者到中州

路市五小，不少家长站在大
门前观看门口展示板上的
报名流程。“今天是报名第一
天，怕挤不上，一大早就来
了。结果一看，大家都按照学

校贴出的流程有秩序地排队
报名，一点也不乱，速度还特
别快。 从我来到报名完毕只
用了 10分钟。 ”一位学生家
长告诉记者。

都市新闻 2017年 8月 11日 星期五02 编辑 周聪 见习美编 武帅

车站街道

表彰道德模范
本报讯（记者 杨钧博 通讯员 李瑞欣）

8 月 10 日，车站街道第一届道德模范表彰大
会举行，街道相关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道
德模范共计 100 多人参加。

大会确定了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孝老爱
亲、 敬业奉献、 助人为乐 5 类道德模范候选
人，邱玉祥等 10 名同志荣获“车站街道第一
届道德模范”称号。

表彰大会旨在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
事迹，树立起道德建设的旗帜和标杆，引领广
大干部群众以道德模范为榜样， 积极参与道
德实践，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投身于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活动中。

爱心人士公益助学

奖励优秀学子
本报讯（记者 金都）8 月 10 日，张志和、

陈亚军公益助学捐赠活动在市二中举行。 副
市长刘树华出席捐赠仪式。

当天上午，市二中报告厅热闹非凡，来自
市一中、市二中的优秀学生代表、教师代表、
家长代表到现场， 向张志和和陈亚军表示欢
迎和感谢。

张志和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博士，
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博士后工作站导师。
陈亚军是奥凯盛公司董事长、 河南省青联深
圳分会副主席、南阳市青联常委。两人都是南
阳籍成功人士，醉心公益事业，此次共向市一
中和市二中的 60 名优秀学子捐赠 18 万元和
60 个拉杆箱。

刘树华在仪式上表示， 希望学子们可以
像张志和、陈亚军一样，饮水思源、不忘桑梓，
早日成才，为家乡争光。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
日前，7 月份省环境空气质
量和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
金的支偿、得补情况公布，
我 市 获 生 态 补 偿 金 额
246.5万元。

按照“谁污染、 谁赔
偿，谁治理、谁受益”的要
求，7 月全省生态补偿共支
偿金额 1910.4 万元， 得补

金额 1712.6 万元。 我市 7
月 份 获 生 态 补 偿 金 额
246.5 万元（其中，空气质
量得补 206.5 万元，水环境
质量得补 40 万元）， 这是
全省实行生态补偿制度以
来， 我市连续第 3 个月获
得生态补偿金额， 持续位
列全省第二位。

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

底， 我市环境空气质量实
现“两降一升”，可吸入颗
粒物 PM10 平均浓度为
117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
降 7.9%， 全省排名第六；
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
为 59 微克/立方米， 同比
下降 9.2%， 全省排名第
二； 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为 114 天，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加 6 天，全
省排名第五。 1 至 7 月份，
全市 12 个国家考核断面
水质平均达标率为 100%；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
稳定保持在Ⅱ类水平；全
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为 100%；14 个省
控目标责任断面水质平均
达标率为 91.7%。

我市连续 3 个月获省生态补偿金
7 月份得补 246.5 万元，稳居全省第二位

中心城区小学新生开始报名

棒棒哒 萌娃开心进学堂
本报讯（记者 赵江波 杨钧博 吴玉影）8 月 10 日是中心城区小学新生报名首日。 当天上午，记者分别到市五

小、八小和东方金桥小学，对小学新生报名情况进行采访。

科技创新
激情创业

8 月 10 日， 第六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
南阳分赛区暨第二届南
阳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在南阳理工学院开赛。
来自南阳理工学院河南
鸿维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的 28 名选手参
赛。 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陈晓文 摄

■秀才艺，娃娃一点不怯场
由于报名时学校需要

验证户口簿、房产证、计划
免疫证等证件， 所以家长
必须携带齐全的证件才能
顺利报名。 上午 10 时，正
在市八小门口排队的李女

士突然发现忘了带房产
证，于是立刻回家取，再次
回到学校已是半个小时以
后，只能重新排队。

在市八小报名办公室
内， 老师问一个孩子：“你

叫什么名字？ 会背什么古
诗吗？ ” 孩子有礼貌地回
答：“老师好，我叫黄圣豪，
我会背一首古诗。 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 ”看到

孩子精彩的表现， 老师和
周围家长都拍手叫好。 市
八小副校长崔锐告诉记
者， 和报名的孩子进行交
流， 主要是想看看孩子的
表达能力、性格等情况。

■有特色，民办小学受青睐
作为民办学校，东方金

桥小学因其教学成绩突出、
实行小班化教学，受到了很
多家长的青睐。和公办学校
不同，东方金桥小学招生不
受学区限制，招生时间也更

为灵活。 从进入暑假开始，
已经陆续有学生在该小学
报名。

8 月 10 日上午， 记者
在该校看到， 有 30名家长
到该校为孩子办理入学手

续。 该校校长告诉记者：“我
们的报名工作会持续到暑
假结束，这些天我们每天都
有人值班，接受学生报名。 ”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一
些城区重点小学学区的孩

子放弃原有入学机会， 到该
小学报名。 一位已经为孩子
报过名的家长说：“公办小学
每个班都有上百人， 这里每
个班只有 45人，我觉得人少
一些，孩子能学得更好。 ”

五里堡街道

送健康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金都 通讯员 周欣）为进

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健康素质， 满足居民健
康需求，大力宣传“双创”知识、健康知识，营
造“创文”浓厚氛围，8 月 9 日，由市委宣传
部、市“双创”办、市卫计委、南阳电视台联合
主办的“争创文明城 健康进社区”系列活动
走进五里堡街道吕庄社区。

活动当天， 在吕庄社区文化广场开展了
体检、社工服务、现场义诊等活动。此次活动，
共为 300 多名到场群众提供了健康检查、医
疗咨询服务， 把健康教育和保健服务送到了
群众身边，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同时，此
次活动大大提高了辖区居民对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的知晓率、参与率，使文明城市创建观念
更加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