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前
雨前

订购地址：焦作晚报欢乐购 电话（微信）：13839165077

媒 体 联 合 推 荐 原 产 地 直 供

西湖龙井
西湖工夫牌250g明前西湖龙井礼盒（特级）398元
西湖工夫牌250g雨前西湖龙井礼盒（特级）298元 广

告

尽管放心喝尽管放心喝
不满意退货不满意退货

山阳路（太行路至解放路段）人行道维修工程
施工公告

因焦作市山阳路（太行路至解放路段）人行道维修工

程施工需要，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6月10日施工期间

将占用部分慢车道和人行道，请过往行人、车辆注意安

全，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焦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2019年4月9日

136~249m2洋房墅院 实景样板楼即将开放建
筑
面
积
约

营销中心：民主北路17号（人民公园西门向北300米）
项目地址：焦作市影视路与青云大道交叉口北300米

示意图（注：文中所述面积均为大约建筑面积。本广告作为形象广告, 有关内容仅供参考之用，所有细节以政府最后批准的图例及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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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秋

又是一年春好时。4月8日，风光
绮丽的绿城郑州，一时间行商坐贾云
集，“大咖”“巨鳄”纷至，第十三届中
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这里
隆重开幕。

又是一年硕果盈枝。4月8日至11
日，我市共邀请参会嘉宾客商 685 人。
其中，重要团 19 个，重要嘉宾 75 人，
世界500强企业5家、国内500强企业1
家、行业100强企业15家；共签约项目
32 个，签约项目总金额达 200.44 亿
元；参展产品现场成交 85 万余元，洽
谈合作意向800多万元；省商务厅、焦
作市政府、中国韩国人会共同签署了

《加快推进焦作中韩产业园建设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武陟县政府、华夏幸
福、中国韩国人会共同签署了《合作共
建焦作中韩产业园框架协议》。

综合展洽区，太极山水品质
焦作惊艳亮相

4月8日上午，在综合展洽区，伴
随着悠扬舒缓的乐曲，6名身着太极服
的小伙子，以起势抱拳礼开始，野马分
鬃、白鹤亮翅、海底针、揽雀尾等太极
拳招式如行云流水，引来赞声一片。

LED 背景墙上不间断播放 《焦作欢迎
您》宣传片，以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壮丽秀美的焦作山水，亲商、安商、富
商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国内外客商来了
解焦作、感受焦作。为充分展示焦作形
象，我市还在展台上陈列了“四大怀
药”、绞胎瓷、麦草工艺画等特色产
品，引来参会嘉宾纷纷驻足观看询价，
现场成交 85 万余元，其中焦作市金谷
轩绞胎瓷有限公司、沁阳汤丽工艺美术
公司、孟州麦草工艺研究院和怀山堂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达成交易额
30万元、10万元、12.1万元和16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投洽会期间我市共
接洽中外企业 36 家，其中昌升集团、
三晟集团、黎巴嫩有色金属集团等5家
外资企业，东方创新投资公司、心里程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果然商贸有限
公司、洛阳祥和科技有限公司等 31 家
国内企业有意与我市企业合作。

出口商品展区，五大企业彰
显焦作制造实力

焦作在“引进来”和“走出去”方
面都需要一个渠道、窗口、平台，来促
进内外贸易的沟通、融合和合作，而投
洽会的出口商品展正是促进地区与地区
之间经贸合作的“桥梁”。

轮胎、皮草、气缸套，谁能代表

“最焦作”！为筹备好我市的出口商品
展，市商务局成立了出口商品展组展工
作组，由专人负责，并通过“线上+线下”
的方式，向我市进出口企业进行了大量
的宣传。经过市、县两级商务部门的全
面动员，全市企业积极报名参展，有18
家企业报名参加投洽会。经过省商务厅
审核后，风神轮胎、倍耐力、中原内
配、中原吉凯恩和隆丰皮草这5家企业
获批参加本届投洽会的出口商品展。

投洽会期间，这5家参展企业积极
与客商洽谈，广交朋友，发展客户。隆
丰皮草先后与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
大、印度、亚美尼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
我国国内的近12家客商进行洽谈，并与
俄罗斯Albert公司签订了500万元的销
售意向，与国内逸美凌地毯公司（外贸
公司）签订了100万元的产品销售意向。
客商纷纷表示，会后要到隆丰皮草实地
考察，建立合作关系。风神轮胎、倍耐
力也与多家国内外客商进行了对接洽
谈。中原内配、中原吉凯恩现场与来自
欧美的4家国外客商进行了对接洽谈。

专场推介活动，重大项目签
约硕果盈枝

在4月8日举办的2019工商企业跨
境投资与贸易项目对接会焦作市情专场
推介上，焦作团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2017年以来，我市累计组织400多家企
业参会，涉及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
物医药、文化旅游等多个行业。

对接会上，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
徐衣显现场当起了推销员。他说：“山
水焦作、太极圣地，创新焦作、开放高
地，富裕焦作、民生福地，出彩焦作、
圆梦宝地，欢迎全球客商前来领略风
光、畅叙友情，共谋发展、投资兴业。”

来自意大利的一名客商欣喜地告诉
记者，他的公司主要打造清洁能源生产
线，通过对接会已经与焦作的一家企业
达成合作意向。他说：“近年来，河南
重视环保与绿色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是
个好消息。”

此次对接会，中行焦作分行共邀请
我市33家企业与外商进行了65轮一对
一洽谈会，多家企业与外商达成合作意
向，其中5家企业现场与外商签约，达
成合作意向 43 个，项目对接活动取得
良好效果。

4月8日下午，在焦作（郑州）“一
赛一节”招商引资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
上，我市立足优势产业，精心发布了总
投资857亿元的18个优质项目，现场共
签约项目 32 个，总投资 200.44 亿元，
合同利用外资198.14亿元。其中，高成
长服务业项目 15 个，先进制造业项目
17个。

开放合作，硕果盈枝满怀川
——我市组团参加第十三届投洽会活动综述

（上接第一版②）“书包不回家”在市
实验小学成了惯例。直到10 年后的今
天，德育处的老师们在每天放学的时
候还会例行督导，实际情况是学生已
经没人愿意把书包带回家了。

“书包不回家”意味着学生放学回
家后没有家庭作业，卸下了书包这个
沉重的负担，每天轻轻松松上学来、
快快乐乐回家去，腰杆直了起来，一
个个更加活泼了。

周密计划精心准备
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在很多地方减轻学生负担都难以
落到实处的大背景下，市实验小学推
行的“书包不回家”，切实减轻了学生
负担，在我市甚至在全国都是创举。
可以想见，疑问会随之而来，孩子回
家不用做作业，家长支持吗？学生成
绩会不会下滑？

这些问题王思明和市实验小学的
老师们也想到了，他们不怕。早在
2005 年秋季，王思明就开始把自己创
建的 《学导和谐教学模式》 在学校各
个学科铺开实践，通过每周进行的教
学研究、每天进行的观摩课、每节课
后进行的教学反思等形式，提高教师
素质，提升课堂效率。

在有了高效课堂做保障之后，王
思明才开始主导推行“书包不回家”。

“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效率高了，课下的
负 担 就 可 以 少 一 些 。” 王 思 明 说 ，
“‘书包不回家’从 2009 年推行，而
准备工作从 2005 年就开始了。前期狠
抓课堂效率取得了明显成效，才让我
们有了大胆创新的底气。”

王思明说，“书包不回家”并不是
说学生没有作业，每天下午，每个班
级都专设一节作业课，由语、数、英
三科老师担任作业辅导老师，对写作

业有困难的学生
进行辅导，力求
让每一名学生在
学校就能把作业
做完。

“书包不回
家”也不是坚决
不许学生带书包
回 家 ， 王 思 明
说，学校也考虑
到可能会有在作
业课上没能完成
作业的学生，专
门给每个班级发
了 5 张 “ 书 包
卡”，有特殊情
况的学生可以向
班主任申请“书

包卡”，领到“书包卡”的学生可以把
书包带回家。2013 年始，为了做好小
升初衔接，学校允许六年级学生每天
把书包带回家，但严格控制作业量。

尽管作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周密
的计划，市实验小学的这项“出风头”
的改革还是受到了部分家长的质疑和外
界的嘲讽。

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市实验小
学的老师们没有退缩，他们继续提升
教师素质，继续打造高效课堂，也继
续施行“书包不回家”，让孩子们有更
多的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特色作业+社团活动
学生课外生活更精彩

地里不种庄稼，就会长野草。学
生在学校就把作业做完了，课外时孩
子们干什么？如果不能帮学生把大量
的课外时间利用起来，可能产生两个
不良后果：一个是学生荒废光阴，另
一个是家长会给孩子报辅导班，让孩
子忙起来。这与市实验小学减轻学生
负担的初衷都是相背离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市实验小学
的做法是，制定“六优美”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适时提出让学生“人人有
特长、天天爱读书、个个会劳动”的
办学方针，靠特色作业和丰富多彩的
社团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市实验小学发动全校老师，创建
了 100 多个学生社团，吸引学生加入，
并规定每周三下午两节课后开展社团
活动，有不同爱好的学生可以在各自
所在的社团里加深和培养自己的兴
趣，实现“人人有特长”，星期三也被
学生们称为“快乐星期三”。

“书包不回家”，但学生回家之后

有课业之外的特色作业。据介绍，市
实验小学的特色作业有很多，比如做
手工、搞发明、做家务、读书、参与

“四城联创”等社会实践，还有完成体
育锻炼任务，甚至还有捉泥鳅、玩泥
巴等。以做家务为例，市实验小学根
据学生生活特点，制定了30 项难易程
度不等的家务劳动技能，并分配到各
个年级，学生小学毕业时已经掌握了
这些劳动技能，基本上每个学生都已
经成为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小大人
了。学生还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
制订出各自的家庭读书计划，养成每
天读书的好习惯。

就这样，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
特色作业，不仅充实了学生的课外时
间，还促进了学生健康、快乐、全面
的发展。

市实验小学施行“书包不回家”10
年来，不但切实减轻了学生负担，让
学生拥有了更广阔的课外发展空间，
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成绩、
促进了教师的成长。10 年来，市实验
小学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
面的各类比赛中，仅获得国家级荣誉
就有1850人次，从2016年开始，市实
验小学六年级学生与全国名校进行毕
业联考，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国内名校
相比不落下风并且在逐年提升；在持
续打造高效课堂的过程中，教师素质
也得到了明显提升，目前市实验小学
拥有省市级名师、骨干教师、优秀班
主任、教学标兵76 人，占教职工总人
数的60%，焦作市语文、数学、英语、
社会四个学科的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都
是该校教师；市实验小学连续9年荣获
全市教育质量奖一等奖，获“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等国家级荣誉45项。

在前不久召开的 2019 年全市基础
教育工作会议上，王思明作了题为

《书包不回家，成绩步步高》的典型发
言。她在发言中说，市实验小学将继
续落实减负措施，用正确的评价体
系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朝着学校的第三个五年规划目
标——树立优美教育品牌，培养优美
特质学生，成为全国文化名校而砥砺
奋进。

红 榜

黑 榜
■中站区住建局负责的怡光北路（跃进路至影视路段）路面坑洼不平，龟裂

处整修标准低，人行道地砖破损、鼓起，乱堆杂物，隔离带缺株断带、黄土裸露。
■山阳区辖内瓮涧河（丰收路至恩村一街段）河道水面存在漂浮物、水华现

象，堤坡杂草、枯树枝、塑料袋等垃圾杂物无人清理。
■马村区靳作城中村改造项目施工工地内厕所周边建筑材料及生活垃圾遍

地，厕所内烟头随处可见，洗手池灰尘泥巴覆盖，水龙头损坏，便池沿边存在粪便。
■解放区新华北街中段（闫河村）环卫公厕未设置无障碍通道，厕所内卫生

打扫不及时。
■示范区位马路（东湖素质教育学校门前）路沟内存在枯树枝、碎石等垃圾，

杂草丛生。

■市园林局组织对迎宾路（龙源世家小区东门）游园绿化带内及周边塑料
袋、纸屑、粪便等垃圾进行清理，为市民提供干净舒适的休憩环境。

■市住建局安排人员对古城路与建设东路交叉口人行道坑洼处进行维修，
清除积水，保证行人安全通行。

■山阳区环卫处负责的文汇路环卫公厕（人民路与文汇路交会处西南角）
改造提升标准高、设施齐全，卫生日常维护到位。

■山阳区住建局对文汇路（丰收路至人民路段）人行道地砖进行修整，铺设
标准高，绿化带内移栽花木，造景靓丽。

红 榜

黑 榜
■示范区李万街道管辖的同仁医院（世纪路）门前有流动经营商贩，两侧

环境卫生差，绿化带黄土裸露、垃圾杂物多、种植有农作物和蔬菜。
■山阳区新城街道管辖的焦作市墙安建材构件厂（建设东路）门前两侧环

境卫生差，乱堆乱放、私搭乱建，有旱厕存在。
■山阳区新城街道管辖的宏顺窗业（建设东路）门前两侧环境卫生差，垃

圾杂物乱堆乱放，种植蔬菜、饲养家畜。
■解放区丰收西路路南小林汽修厂门前乱贴小广告，绿化带有垃圾杂物，

室内厕所卫生差，大门右前方排水渠上路面塌陷，存在安全隐患。
■中站区新园西路路南林鑫汽修厂“门前五包”落实不到位，垃圾杂物随

意堆放，两侧环境卫生脏、乱、差。

■市金融工作局负责的马村区邮储银行文昌路支行门里门外环境干净整
洁，卫生状况良好，“门前五包”落实到位。

■市工信局负责的山阳区塔南路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太极景润营业厅环境
整洁、温馨，环卫设施设置规范，定期保洁维护到位，工作人员礼貌待人。

■团市委负责的中站区解放西路青少年活动中心公益广告设置明显，无
障碍设施管理使用情况良好，配有标准的消防设施。

■市工信局负责的中站区跃进路 23 号移动营业厅显著位置设有公益广
告、行业规范宣传栏，有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有明显禁烟标识，无吸烟现象。

市区单位类

红 榜

黑 榜
■焦作市荣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的解放区果园路果园新村小区东侧广

场，地面坑洼不平，存在违章建筑、乱堆乱放、污水横流现象，垃圾容器未密
闭，整体环境脏、乱、差。

■山阳区建设东路朝阳巷市农机监理所家属院，院内有乱堆杂物，垃圾容
器未密闭、数量不足，充电线乱扯乱挂现象。

■中站区王封街道朝阳社区粮局院，院内垃圾桶配备不足、有破损，垃圾
清运不及时，地面有垃圾杂物，环境不整洁，健康教育版面不规范，毒饵洞设
置不规范、数量不足。

■马村区马村街道丽园社区，社区内环境卫生差，垃圾桶破损、垃圾无分
类，车辆停放无序，楼道内杂物堆放较多，未配备消防设施。

■示范区李万街道杨庄村，村内垃圾容器不密闭、不足量、不整洁，存在
乱搭乱晒、杂物乱堆放现象，乱贴小广告，有露天沟渠，有旱厕存在。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

■解放区民生街道学生路社区二十中家属院，街道环境整洁有序，垃圾
容器密闭、无损害、足量、整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四害”防治设施
完善，健康教育宣传版面更新及时。

■山阳区太行街道阳光社区水厂家属院，家属院内环境整洁，卫生状况
良好，垃圾分类有序，无乱堆乱放现象。开展居民议事会，群众参与意识强，
创建氛围浓厚。

■中站区李封街道紫荆社区环怡小区，小区创建氛围浓厚，环境卫生状
况良好，楼道整洁通畅，健康教育版面更新及时，垃圾桶、毒饵洞设置规范。

■马村区马村街道丽景社区，社区整体环境整洁有序，卫生状况良好，
创建氛围浓厚，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功能完备、运转正常。

■示范区李万街道北李万村，村内路面平整无坑洼，环境整洁有序，实
施绿化美化，卫生状况良好，车辆停放有序，创建氛围浓厚。

街巷楼院类

（上接第一版①）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基础设施，及时清理
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等，对影响群众生活和创建的问题立
即整改、一个不留，高标准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明楼院和小
区，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要充分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到全市“四城
联创”工作大局中，助推全市“四城联创”工作质量整体
提升。要切实做好农贸（集贸）市场的日常维护、志愿服
务、便民服务等工作，并加强日常监管，规范门店经营秩
序，给群众营造良好的出行和生活环境，为我市打赢“四
城联创”攻坚战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