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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捕捉热点 聚焦乱象
教育热线：13903770667

南阳理工学院

学子创业有成 不忘回报社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马庆科）春节将

至，秉承着关心、关爱学子的优良传统，日

前，南阳理工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团委书

记王满老师带着学院创业团队数动众联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张坤坤一行走访慰问

贫困学生家庭，为贫困学生家庭送去慰问

品、慰问金和诚挚的新年祝福，让贫困学

生和家长在寒冬中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

深切关爱。

“数动众联公司”是由南阳理工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的五位在校生利用学业

专长创办的一家新生企业，他们创业成功

不忘回馈社会，利用寒暑假积极帮扶院系

家庭困难学生。

在走访慰问蒋雅彬等三位贫困学生

家庭过程中，王满详细了解贫困学生家境

和实际困难，向家长介绍学生在校的学

习、生活情况以及学校资助、帮扶政策

等。同时，勉励学生要正视困难，磨炼意

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吃苦耐劳

的品质，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困难，树立信

心，努力奋斗，用知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

命运，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受访学生家长对学院的慰问深表谢

意，并表示将努力克服困难，帮助孩子顺

利完成学业，不辜负学校的期望，把孩子

培养成才，将来回报社会。受访学生一致

表示会积极上进，勤奋学习，以良好表现、

优异成绩来回报家人、学校和社会。

近年来，南阳理工学院秉承“厚德、博

学、求真、至善”的南工校训，弘扬“不甘示

弱”的南工精神，紧密围绕教学工作“一个

中心”，坚持走产学研用一体化和开放办

学“两条道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

标，在全国同类高校中形成了办学特色鲜

明、综合竞争力较强等优势。②7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苏 翔）南召天

源文武学校立足校情，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力，助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再上

新台阶。

南召天源文武学校办学 20年来，学

校党支部围绕“教学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

教学”，创建党建“一二三四五”品牌，以

“孩子的愿望是学校努力的方向”为理念，

尊重个性、承认差异，实行分层教学、自主

选择，让孩子的优势、特点更加明显。同

时，该校积极践行“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列出目标责任清单，做到备课、上课、辅

导、检测同频共振，并发挥“把握方向、扣

好扣子、凝心聚力、引领发展、创建文化、

服务孩子、组织覆盖、占领课堂”八大作

用，坚持“思想、信念、价值、目标、行动、方

法、人才、品牌”八个引领，在党建引领中

学校稳定发展，设备设施相继更新，文化

气息浓郁，中招成绩不断提升。

“党建强，则教师强；孩子强，则

学校强”，南召天源文武学校将坚定不移

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而引领学校跨越发

展，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更大力

量。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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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完全学校建设进度，按

照市政府关于对完全学校实施“周

调度、月督查、季考核、年总评”

的指示要求，市完全学校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 2017年-2019年完全

学校建设项目进行了综合考评，现

将考评结果通报如下：

一、项目建设情况

此次综合考评采取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实地踏勘的形式，按照

《南阳市完全学校建设项目考评得分

表》，对 2017 年-2019 年 12 所完全

学校逐项进行对照检查和打分评

估。总体上看，2017年度项目整体

推进较快的区是卧龙区、宛城区和

示范区；2018年度项目整体推进较

快的区是示范区和高新区；2019年
度项目整体推进较快的区是高新区。

（一） 卧龙区

1.第一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除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外，其

他全部已办结；②工程进度：2018
年已建成投入使用，实现招生。

2.第五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幼儿园、小学、初中部手续已

办结，高中部土地手续已报省政

府；②工程进度：幼儿园部、小学

部、初中部已开工建设，4 栋教学

楼已开工 3栋，正在一层施工；6栋
学生宿舍楼已开工 4栋，正在一层

施工；学生食堂 3栋已开工 2栋，正

在一层施工；报告厅已开工，正在

基础施工；风雨操场已开工，正在

基础施工。

3.第九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已完成项目建议书批复，建设

用地使用权审核已报省政府待批；

②工程进度：完成部分围挡。

（二） 宛城区

1.第二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全部办结；②工程进度：2019
年秋季建成投入使用，实现招生。

2.第六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已完成项目建议书、选址意见

书、用地预审、可研报告、初设、

施工图设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已报

省政府待批；②工程进度：幼儿园

部、高中部已开工，幼儿园部已封

顶，9栋高中教学楼已开工 5栋，其

中 3栋已封顶、2栋正在二层施工。

3.第十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已完成项目建议书批复、土地

勘测定界技术报告、勘测定界图、

土地调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费、耕地占用税、失地农民社保安

置费已到位，村委会、村民代表、

被征地农户意见已征询；②工程进

度：完成部分围挡。

（三） 高新区

1.第三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全部办结； ②工程进度： 5
栋教学楼 2栋已封顶、3栋正在一层

施工；综合楼已封顶；5 栋学生宿

舍楼 2 栋已封顶、 3 栋正在二层施

工；2栋学生食堂 1栋已封顶、1栋
正在二层施工；2栋报告厅 1栋已封

顶、1栋正在一层施工；2栋风雨操

场 1栋已封顶、1栋正在基础施工。

2.第七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 177 亩土地全部手续已办结，

另有 118 亩土地已报省待批；②工

程进度：6栋教学楼 4栋已封顶、2
栋正在五层施工；2栋综合楼 1栋已

开工、正在一层施工。

3.第十一完全学校。①前期手

续：已完成项目建议书、项目选址

意见书、用地预审、可研报告批

复，建设工程规划已通过规委会，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已核发、建设

用地使用权审核已报省政府待批；

②工程进度：幼儿园部、初中部 1
栋教学楼基础已开挖。

（四） 示范区

1.第四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全部完成；②工程进度：2019
年建成投用，实现招生。

2.第八完全学校。 ① 前期手

续：全部完成；②工程进度：幼儿

园部、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已

开工， 3 栋教学楼 1 栋正在二层施

工、2 栋正在一层施工；综合楼三

层正在施工；5栋学生宿舍楼 2栋正

在四层施工、3栋正在三层施工；3
栋学生食堂 1栋正在二层施工、2栋
正在一层施工；报告厅一层正在施

工； 3 栋风雨操场 1 栋正在二层施

工、2 栋正在一层施工；地下车库

基础已开挖。

3.第十二完全学校。①前期手

续：已完成项目建议书批复，完成

项目用地边界拐点坐标、土地勘测

定界图，完成部分地上附属物征

迁、调规手续，部分建设用地使用

权审核已报省政府待批；②工程进

度：未开工。

二、综合考评结果

此次考核项目分 100分，附加 20
分（含奖励、工作配合、资金保障、融

资措施等），项目总分 120分，每区总

分 360分。具体排序如下。

（一） 按总分排名

示范区：总分 203.5分 （含附加

30 分）。其中第四完全学校 108 分

（含附加 10分）；第八完全学校 75分
（含附加 10 分）；第十二完全学校

20.5分 （含附加 10分）。

卧龙区：总分 203 分 （含附加

40 分）。其中第一完全学校 119 分

（含附加 20分）；第五完全学校 57分
（含附加 10分）；第九完全学校 27分
（含附加 10分）。

高新区：总分 184 分 （含附加

25 分）。其中第三完全学校 77 分

（含附加 5分）；第七完全学校 62分
（含附加 10分）；第十一完全学校 45
分 （含附加 10分）。

宛城区：总分 183.5分 （含附加

30 分）。其中第二完全学校 110 分

（含附加 10分）；第六完全学校 53分
（含附加 10分）；第十完全学校 20.5
分 （含附加 10分）。

（二） 按手续办理排名 （总分

135分）

高新区：总分 121.5分。其中第

三完全学校 45 分；第七完全学校

42分；第十一完全学校 34分。

示范区：总分 100.5分。其中第

四完全学校 45分；第八完全学校 45
分；第十二完全学校 10.5分。

卧龙区：总分 100 分。其中第

一完全学校 44分；第五完全学校 39
分；第九完全学校 17分。

宛城区：总分 93.5分。其中第

二完全学校 45分；第六完全学校 38
分；第十完全学校 10.5分。

（三） 按形象进度排名 （总分

165分）

示范区：总分 73分。其中第四

完全学校 53 分；第八完全学校 20
分；第十二完全学校 0分。

卧龙区：总分 63分。其中第一

完全学校 55 分；第五完全学校 8
分；第九完全学校 0分。

宛城区：总分 60分。其中第二

完全学校 55 分；第六完全学校 5
分；第十完全学校 0分。

高新区：总分 37.5分。其中第

三完全学校 27分；第七完全学校 10
分；第十一完全学校 1分。

三、存在问题

（一） 对完全学校建设的重视

程度不够深入持久。完全学校建设

四区同时启动、同一标准、同步推

进、同步建设，但从四区建设实际

看，虽然把完全学校建设摆在了重

要位置，但由于重视程度不能够深

入持久，导致出现了项目建设滞

后、年度任务完成不均衡、要素保

障不到位等问题。

（二） 项目建设进度滞后于市

政府要求时间节点。完全学校建设

启动后，市政府明确了“上下联

动、整体推进、压茬作业、交叉进

行”的建设思路，明确要求：2017
年度项目于 2018年完成招生；2018
年度项目于 2020年 6月竣工，秋季

招生；2019年项目于 2020年完工，

但受资金筹措、手续办理、大气污

染防治等因素影响，部分项目一度

出现停工，导致项目完成时间滞后

于目标任务，也存在年度压茬衔接

不够紧密等问题。

（三） 各区项目建设进度不平

衡。从年度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看，

四区推进速度不均衡，“整体推进”

的建设目标实现不理想。 2017 年

度，第一完全学校 2018年完成了建

设、招生任务，第二、第四完全学

校 2019 年完成了建设、招生任务，

第三完全学校高中部和幼儿园至今

还未建成投用；2018年度，四所完

全学校已经全部开工，但整体进展

缓慢；2019年度，除第十一完全学

校项目前期手续基本完成，部分建

筑单体已经开工外，第九、第十、

第十二完全学校处于项目前期阶段。

四、下步建议

完全学校建设是惠及千家万

户、造福子孙后代、利国利民的德

政工程、民心工程，责任重大、社

会关注度高。四区及市直各相关部

门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强力推进完全学校建设。

（一） 加快手续办理。按照既

定目标，分时序快速推进，采取

“压茬推进、交叉作业、挂图作战”

的办法，加快项目选址、供地等各

种要件的申报和审批，确保完全学

校建设老账清零、不欠新账。各审

批职能部门要靠前服务、“零距离”

跟进，做好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的指

导服务，对项目手续办理要做到

“早介入、早辅导、快审批”，确保

不在审批手续办理上误时、误事。

（二） 加强资金保障。要用足

用活各种政策，采取“财政预算、

一般债券、专项债券和周边土地出

让”的办法，多方融资、多方筹

措。要积极申报债券资金支持，及

时进行项目包装，与财政部门、政

策性银企搞好对接，最大限度争取

资金；要灵活运用周边土地出让反

哺的办法，项目选址后，周边 500
米范围土地要及时收储、调规，尽

快招拍挂，用周边土地出让金及时

反哺学校建设资金所需。要加强资

金管理，完全学校建设专项资金专

款专用，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挪用。

（三） 加快工程进度。要确立

“干着今年、备着明年、想着后年”

的建设思路，超前谋划、快办手

续，留足施工周期和开学前的筹备

时间。鉴于每年 12月、1月、2月是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期，同时受气

候、春节假期等因素的影响制约，

在该时期以项目选址论证筹划、办

理相关手续为主。每年 3月-11月为

施工“黄金期”，抓住有利时机，快

速推进学校建设。②7

市完全学校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月 10日

南阳市中心城区完全学校综合考评通报

市十一小

一体化发展显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左德浩 王邦普）日前，卧龙区人

大常委会组织驻区市人大代表到市十一小城乡一体化

发展学校青华四小，观摩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情况，

并对两所学校发生的新变化给予了高度评价。

自市十一小和青华四小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以

来，两校共同为青华四小制定了长远发展规划，完善

了各项规章制度，优化了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校园

文化品位，同时强化教学过程管理，强调德育为先、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两校的努力下，青华四小教

师水平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大大提高，完成了一

所偏远农村小学的华丽蝶变。②7

方城赵河三小

走访慰问暖园丁
本报讯 （通讯员王桂全）年终岁末，一学期繁忙

的工作还没落下帷幕，方城县赵河三小负责人一行前

往赵河三小退休的几位教师家中慰问拜年。

窗外虽然寒风凛冽，但大家的热切关怀让老教师

们感受到了来自三小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和领导的关

爱。近年来，该校大力弘扬尊师重教优良传统，连着

两年的重阳节都把退休的教师请回三小，为他们庆祝

节日，爱老敬老的这一做法也使三小的全体师生受到

了深刻的教育。②7

扈书峰 13903770667 孙 冰 13837739767
孟新生 18137305689 马庆科 13503775445
谢 康 18503777700 苏 翔 15688195909
耿淑博 13703417827 王 冕 15938867103

教育工作一教育工作一部部
欢欢迎来稿迎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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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完全学校建设项目考评得分表
时间：2020年 1月 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学校

第一完全学校
第二完全学校
第三完全学校
第四完全学校
第五完全学校
第六完全学校
第七完全学校
第八完全学校
第九完全学校
第十完全学校

第十一完全学校
第十二完全学校

所在区

卧龙区
宛城区
高新区
示范区
卧龙区
宛城区
高新区
示范区
卧龙区
宛城区
高新区
示范区

项目前期手续
得分情况

44
45
45
45
39
38
42
45
17
10.5
34
10.5

项目工程进度
得分情况

55
55
27
53
8
5
10
20
0
0
1
0

位次

2
1
4
3
7
8
6
5
10
11
9
11

附加分

20
10
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总得分
情况
119
110
77
108
57
53
62
75
27
20.5
45
20.5

总排名

1
2
4
3
7
8
6
5
10
11
9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