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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普法教育
建设法治南阳

南阳市第四中学，原“南阳女子中学”，始

建于 1926年，由民国首任南阳知府杨鹤汀联

合著名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育家张嘉谋联

合创办。后经改编为河南省立女子中学、南

阳县第七初级中学、南阳市第二初级中学

等，至 2009年，市四中与市六高中合并，建

立新的南阳市第四中学。其间，南阳市第十小

学校区也划归市四中管理。

九十四载薪火承志，全体四中人锐意进

取，不懈努力，学校教学质量逐年攀升，高考成

绩连续多年稳居南阳市同类高中前三名。如

今的市四中具备一流的师资、先进的智慧校

园平台、完善的学生生活服务设施，是宛城

区中心城区唯一一所高中。

为了展示市四中的厚重历史，现启动校史

馆建设，特向广大校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征集

校史资料，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南阳女子中学、市四中、市六高中校史资料征集启事
一、征集范围 ▶▶

凡属 1926年四中建校以来、2001年南阳市三中高中部成立以来和 2009年南阳市

第十小学划归市四中管理以来，各个历史阶段遗存下来的校史资料，均在此次征集

范围之列：

（一）上级领导来校视察、指导工作的影像资料、手迹；

（二）各时期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

（三）校园照、师生合影、历届毕业生合影、纪念品及通讯录；

（四）反映校友各个时期的重要成就，或对当时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事迹

材料；

（五）在学校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的照片影像资料；

（六）各个历史时期新闻媒体对学校重大事件的报道；

（七）各个历史时期学校使用过的有代表性的实物，例如校徽、纪念章；

（八）学校早期使用过的有史料价值的教学用品、学生证、借书证、记分册和各

类票证；

（九）参加重大活动的文稿、证书、奖杯、纪念品和影像；有关领导、友好单位或国内

外友人赠送的反映重要活动的纪念品、手迹；

（十）各个时期的印章、证章及重要报纸、杂志、简报、批文；

（十一）学校历史发展中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有关资料或线索。

二、征集方式 ▶▶
（一）对无偿捐赠者，学校颁发捐赠证书。捐赠物由学校永久保管，展出时注明捐

赠者。

（二）对珍贵资料，学校可代为保管，签订保管协议，或复制后返还原件，展出时标

明出处。

（三）对本人或他人在校期间撰写的文章，可寄送学校，学校也可派人前往收集记

录保存。

学校将对征集的资料物品逐一登记造册。未收藏的物品，将及时退还。

三、征集时间 ▶▶
学校长期接受广大校友、社会各界捐赠史料。②8

四、联系方式 ▶▶
（一）地 址：南阳市联合街 501号南阳市第四中学

（二）信 箱：nyszbgs@163.com
（三）联系人：田光东 0377-63076619 杨 祎 0377-63076608

本报讯 （记者刘力果）6月 23日，我市全面依

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召

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富治出席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南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

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南阳市委全

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精神，听

取了 2019年工作汇报，审议通过《中共南阳市委

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工作细

则》《中共南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普法协

调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中共南阳市委全面

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2020年工作

要点》。张富治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稳政

治责任，坚持以学促用，用法治宣传教育推动法

治实践，强化组织领导，保障年度普法教育工作

措施落到实处。②8

脱贫路上艾草香
位于卧龙区七里园乡的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建立扶贫

就业基地，带动了周边艾草及相关行业发展，同时辐射带动 3000

多人就近就业、脱贫致富 ②8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

2020年中招招生工作已经拉开

帷幕，随着今年新招生政策的出台，

中招招生的社会关注度更高。南阳

市五中作为省级示范性高中，更是备

受关注。为了更好地帮助考生及家

长理解招生政策，填报好高中志愿，

近日，市五中校领导就大家关心的问

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今年我市中招政策和往年相

比有什么变化？

答：1.市区第一批次志愿学校由

去年的 8所高中，调整为 10所省、市

级示范性高中和完全学校。第一批

次志愿实行 10选 2政策，即考生可在

10所招生学校中同时选报第一、第二

两个志愿学校，且两个志愿学校不能

为同一所学校，这就意味着中心城区

考生今年可以继续兼报省级示范性

高中市一中和市五中。

2.受疫情影响，我市今年中招取

消了理化生加试及体育考试成绩，总

分为 600分。

问：作为市区仅有的两所省级示

范性高中之一，南阳市五中的优势有

哪些？

答：1.计划优势。我校今年计划

招生 2700 人，是全市招生人数最多

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学生报考市五中

录取机会最大。我校历来既无国际

班、也无任何社会合作办学项目，

使教师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教育教

学，教学效率更高、效果更好、针

对性更强，更有利于学生成人成才。

2.质量优势。在中招录取分数

有限的情况下，2016年高考一本上线

912 人、2017 年高考一本上线 1040
人、2018 年高考一本上线 1178 人、

2019年高考一本上线 1351人。学校

一本上线人数一年一增长、六年六

大步，实现了高效育人、跨越式发

展。我校由于高考成绩突出，连续

六年受到市政府记功表彰，并连年

被授予“高考质量先进学校”荣誉

称号。

3.师资优势。我校教师结构优

化、素质精良。现有国家级骨干教

师、全国优秀教师、省市级名师、

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400 多人；

一大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他们学

历高、理念新、知识广、教学方法

灵活，已成为我校教育教学的中坚

力量。

4.管理优势。市五中实行一级

多部制，管理重心下移，各级部之

间既竞争又合作，使管理更加精细

化、科学化、规范化，为学生提供

最佳的学习环境。校风严、教风

正、学风浓，有利于学生更快更好

地成长。

5.班额优势。按照省教育厅消

除大班额的要求，今年市五中新高

一实行小班化教学，计划设置 50个
教学班，每班学生人数控制在 55人
以内。这将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

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有利于教师

因材施教，从而促使学生高效学

习，健康成长。

问：宏志班一直以来都是市五中

的品牌班级，除此之外，学校今年还

设置了哪些特色班级？

答：我校今年高一计划设置强基

实验班、宏志班、培优班和普通班。

今年新增的强基实验班主要选拔成

绩特别优秀、学科均衡发展、单科成

绩突出、逻辑思维严密、表达能力强、

有潜质的学生，目的是为清华、北大

等 985高校输送优质生源，今年计划

招收两个班；宏志班是南阳市教育名

片，是我校品牌班级，历年来班级高

考平均分稳定在 620分以上，今年计

划招收 4个班；培优班招收对象为成

绩优异、各科均衡发展的优秀初中毕

业生，今年计划招收 6个班。

问：有同学想报考南阳市五中，

该如何填报志愿呢？

答：考生可登录“河南省高中阶

段教育招生信息服务平台”，在“南

阳市中心城区志愿批”第一批次中

必须有一个填报南阳市五中志愿。

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给自己

准确定位，恰当选择。凡报考市五

中者，不论第一、第二志愿，将采

取分数优先的原则，择优录取。

问：若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未报贵

校，但中考分数超过贵校分数线，最

终能否调剂到贵校？

答：不能，如果不在第一批次两

个志愿中填报市五中，将没有机会

被市五中录取，也没有机会被市五

中调剂。按照河南省教育厅的要求，

自从全省取消择校生以后，市五中严

格执行上级政策，不再招收择校生、

借读生、旁听生等计划外学生。

问：今年的招生纪律是如何要求

的？

答：省、市有关文件中明确指出：

考生志愿是录取的重要依据，必须由

考生本人亲自选报。因此所有单位

和个人，一律不得以任何手段，干预、

阻挠考生填报南阳市五中志愿，如遇

此违法违纪行为，考生及家长可向南

阳市纪委监委驻教育局纪检组或基

教二科进行举报。

问：南阳五中招生办的联系方式

有哪些？

答：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

们联系：

（1）微信：敬请关注微信号，获得

更多招生信息。

（2）网址：http：//www.nywz.net
（3）电话咨询：

招生办主任：李中宽

63112006 13903770941
成员：胡瑞航 63112072

13838986854
余华龙 63112072

13513778783
年级主任：刘玉茏 63112286

13623774289
韩新冰 63112200

13598216260
招生办：63112072
教务处：63112019
办公室：63119719
政教处：63112129
欢迎大家报考南阳市五中！今

天同学们给市五中一份信任，三年后

市五中定将还你一份欣喜！②8
（扈书峰）

南阳市五中2020年中招招生问答

敬请关注微信号

获得更多招生信息

提升应对能力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 （记者范志钦）6月 23日，省水利厅厅

长孙运锋深入我市调研防汛、水利等工作。省应

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徐忠，省水利厅党组成员申季

维，市领导孙昊哲、李鹏参加调研。

孙运锋一行现场观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白河

倒虹吸工程防汛应急演练。他指出 ,此次参演队

伍训练有素，应急物资充裕，演练科目针对性、实

用性强。随后，孙运锋到鸭河工区、唐河县、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实地调研防洪物资储备、水系连通、

防洪除涝生态治理工程建设等工作，详细了解防

汛设施运行等情况。孙运锋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落实主体责任，健全责任机制，全

力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工作，切实提高应对风险的

能力；要牢记防洪抢险属地责任，充分协作配合，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防洪抢险、防汛抗灾能力，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