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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讯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黄义亮） 12
月19日上午，汝城县教育系统召开会议部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包干、大走访、大问计、
大排查、大化解工作。

会议对汝城校园安全和教育扶贫工作进行了
部署。马桥镇外沙学校、文明瑶族乡岭秀学校和
汝城四中、土桥镇永丰中心小学分别就教育扶贫
和校园安全工作作了典型发言。会议还就汝城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包干、大走访、大问
计、大排查、大化解行动进行了部署。

会议强调，汝城全县教育工作总体发展态势很
好，连续多年都有学生考取清华、北大，县委、县
政府不管资金多么困难，每年对教育的支出只增不
减。各学校要继续强基础、抓质量、重管理，确保
穷县也能办出大教育、穷县也能干出强教育。

会议由汝城县副县长钟莉红主持，汝城县委副
书记何青松，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邱文辉，县委副
调研员欧惠祥，汝城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文
雄出席会议。汝城县各乡镇分管教育的副乡（镇）
长，县教育局科级领导、股室负责人和校安办、基教
股全体工作人员，乡镇以上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和
分管安全的副校长共140余人参加会议。

汝城教育系统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苏园中学

获爱心企业捐赠教学设备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何勇）
12月18日，由苏仙区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爱心
企业捐赠设备签约仪式在苏园中学举行。

捐赠仪式上，台达有限公司厂长姚家
祥代表公司向苏园中学捐赠了价值4万元的
教学设备一体机，并表示，支持公益事
业，反哺教育事业，是每个企业的责任和
担当，台达有限公司将继续关注学校的建
设与发展，带动更多的爱心企业为教育事
业做贡献。

苏园中学校长黄泽清代表学校向台达
有限公司和苏仙区教育基金会表示衷心感
谢。苏仙区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刘金龙表
示，区教育基金会一定会充分尊重爱心企
业的捐赠意愿，认真履行协议条款，敦促
学校提高捐赠设备的使用效率。

市三十二中

召开党员教师代表座谈会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蒋晓
霞） 12月17日，市第三十二中学党总支组
织支部委员、党员代表、教师代表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座谈会。
会议由市第三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张

尊强主持，市第三十二中学校长王华参加
会议并讲话。会议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阐述了把握主题教
育的目标要求。随后，党员代表、教师代
表、总支委成员围绕学校发展、课堂教
学、教师队伍、学生管理等方面展开了讨
论与交流，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此次座谈会，进一步听取了来自不同
年级组、教研组党员、教师的声音，发挥
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激励了与
会代表以更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在全校
教师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推动学校的发展
跃上新的台阶。

市四中

教学常规工作获好评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颜亚
平 刘盈） 12 月 16 日，北湖区教育局教科
所负责人对市四中常规教学工作进行了全
面检查。该校党支部书记罗治文、校长单
良、副校长周楚健陪同检查，并认真听取
了教科所反馈意见。

在检查工作反馈会上，教科所一行对市
四中的教学常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市四中常规管理工作落实到位，老师教案数
量充足、内容详实，教学目标、重难点、设
计意图具体、清晰，课型丰富，作业批改记
录详细，有批语、有时间、有更正、有原因

分析。此次检查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市四中的
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该校领导表示，将继续
严抓严管，以教学为中心，以教研为助力，
全面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桂阳县四中

开展师徒结对汇报课活动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张晓
荣 陈典礼 肖细莲） 为了检验和提高新教
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进一步夯实教育教学
基本功，桂阳县第四中学于 12 月 10 日至
13 日开展了“青蓝工程”徒弟汇报课活
动。

此次活动共有 6 门学科 14 位新教师参
加，学校要求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和同组
教师务必到场听课、评课。活动本着“互
助交流，携手共进”的原则，展示了一堂
堂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汇报课。课前，
师傅们从选课、备课等方面手把手地指导
徒弟，有的师傅还亲自为徒弟上示范课。
课上，徒弟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设计
巧妙的教学设计、制作精美的课件、使用
精练的教学语言进行创造性教学。课后，
该校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唐雪玲组织了
集体评课议课，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
各方面做出点评和指导。新教师汇报课已
成为桂阳四中一个优良的传统活动，它推
动着青年教师茁壮成长，也促进了广大教
师深耕教学教改。

湘南小学

举行少先队大队干部会议

郴州日报 12月 23 日讯 （通讯员 龙
芳） 为了让少先队员能够更好地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少先队组织在构建
和谐校园中的重要引领作用，12 月 13 日，
湘南小学组织全体大队干部召开了大队干
部会议。

大队长及副队长总结汇报了近期大队
部的工作，红领巾监督员汇报了值日情况
和小组内成员的平时表现，其他小干部也
纷纷谈了自己的感想，并与大家一起交流
了在值日时遇到的一些问题与困难。大队
辅导员老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小结，并强
调了下一阶段少先队工作的重点，勉励大
队干部时刻记住自己的职责，无论是在校
内还是校外都应起到榜样以及监督的作
用。

市四十完小

开展廉政主题教育活动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苏云
英 刘娅）为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教育，提
高党员教师廉洁自律意识，12月13日，郴
州市第四十完全小学党支部带领少先队大
队部开展了以“清风润童心，廉洁伴成

长”为题的廉政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组织党员教师和少先队干部参观

了郴州市廉洁教育基地——爱莲湖濂溪书
院。随后，各班还开展了主题班会活动。
据悉，该校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
设，坚持以党建带群团建设，引领学校更
好地肩负起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保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努力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

石盖塘中心学校

举行廉政教育专题会议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周凤
香 彭星福）为使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
洁齐家的意识深入人心，12月23日，石盖
塘中心学校开展了以“清正廉洁作表率”
为主题的专题会议，学校全体教职工参会。

会议指出，全校师生要增强法纪观
念，要做知法守纪的明白人，要自觉同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知进退、存
戒律、守底线，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
权、廉洁用权，要养成良好习惯。会议强
调，党员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坚
持慎独慎微，克服侥幸心理，在独处时、
在八小时之外，谨慎行事、自重自爱，要
提高道德修养；坚持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
生活情趣，自觉净化工作圈、朋友圈和生
活圈。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全媒体记者 谭洁）
春华秋实，岁月鎏金。 12 月 22 日，郴城寒意袭
人，秉承着把最可爱的教育献给最可爱的孩子的
教育理念，郴州小桔灯教育培训学校迎来了十周
年庆典。来自该培训学校的学员、家长和老师近
千人，共同见证小桔灯洗尽铅华的十年。

小桔灯教育，专注创新语文教育，致力于研究
推广最前沿的语文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是根据我
国儿童文学大师冰心老人的经典之作《小桔灯》而
命名，始于2004年。郴州小桔灯于2009年加盟建
校。10年来，郴州小桔灯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发展
壮大，从最初的1个校区、只有近200平方米的教
学面积到如今拥有3个校区、教学面积达2000多平
方米。

郴州市文联主席、市作家协会主席王琼华，
武汉小桔灯教育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杨贤耀，少年游研学旅行品牌创始人王雄燕，
湘南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盛梦
良，湖南省作家协会、《小溪流》杂志社执行主编
黄亦鸣，郴州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汪义明，郴州小桔灯教育培训学校创始人王丽
琴等关心语文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学员们身穿各式各样的传统汉
服，现场气氛温暖喜庆又欢快活泼。精彩纷呈的
文艺节目及穿插其间的抽奖互动环节一次次将会
场气氛推向高潮。

郴州小桔灯教育举行十周年庆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钟俊菲 陈淑平）12月15日，桂东
县第三届教师“三笔字”（硬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比赛举行，30名来自
该县各中小学校的教师参加比赛。

此次比赛分硬笔组、毛笔组、粉笔组进行，比赛内容现场发放，
字体限用楷书、行楷书，作品形式不限，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完
成。活动现场，参赛教师自备“文房四宝”，个个使出看家本领，现
场洋溢着墨香。硬笔字苍劲、隽美；毛笔字遒劲、流畅；粉笔字工
整、清秀，这些现场创作的书法作品展现了桂东县教师良好的个人素
养和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赛后，老师们互相观摩交流，共同探讨书法
技巧。专家评委组则从字体结构、章法布局、艺术性等方面，评选出
综合一等奖6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6名。

近年来，桂东县教育系统大力推进书法进校园，以书法社团、书
法课以及语文课渗透为抓手，以校内书法老师和校外书法名家为指
导，全面铺开书法教学活动，形成了师生人人学书法、个个习书法的
良好氛围。该县教育局坚持每年举办教师“三笔字”比赛、学生艺术
节书法比赛，常态开展师生书画艺术成果展，全县师生学习书法兴趣
和汉字书法水平明显提升。

桂东举办第三届教师桂东举办第三届教师““三笔字三笔字””比赛比赛

近日，全市少先队辅导员培训班在市
三十九完小举办。创建于 2015 年的市三
十九完小现有少先队员 3440 名，大队辅
导员2名，中队辅导员62名。该校少先队
工作将素质教育与少先队工作有机结合，
突出德育为首，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
狠抓少先队员的日常行为规范，进一步完
善少先队整体建设，充分发挥了少先队在
培养教育少年儿童方面的重要作用。

健全机构夯实阵地建设

市三十九完小秉承“一切为了孩子的
成长”办学理念，成立了少工委组织，由
学校党支部书记任少工委主任，校长及德
育副校长任副主任，全面指导学校少先队
工作。

作为党的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工作者，
少先队辅导员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的重任。为打造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队
伍，市三十九完小在辅导员的配备上，精
心选拔、规范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少
先队辅导员的工作技能与专业化水平。为
完善少先队考评机制，该校制定了各种规
章制度。学校大队部根据“五项评比”结
果并结合各类学校比赛，评出优秀中队、

优良中队，授予流动红旗；期末，学校会
对辅导员工作进行考核，并评选出校级优
秀辅导员。

加强阵地建设，能有效提升少先队员
的组织意识与入队荣誉感和自豪感。为
此，市三十九完小开展少先队活动时，注
重使用少先队标志和组织文化各种标识，
增强少先队员的先锋意识。红领巾广播站
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市三十九完小为充分发挥红领巾广播站的
宣传作用，在 2016 年上期，只有一年级
学生的情况下，排除万难把“红领巾广播
站”办了起来。经过几年的发展，该校红
领巾广播站每天的播音节目深受孩子们欢
迎。不仅如此，该校还通过鼓号队建设、
宣传栏建设、队报建设等，让少先队的活
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了少先队员的精
神生活。

推进少先队员自我管理

市三十九完小注重少先队员的自我管
理。为锻炼少先队员，少先队大队干部竞
争上岗，学校大、中队委员通过选举产
生，选出了一支优秀的少先队干部队伍，
在学校各个地方、各种活动上，都有少先

队大队干部忙碌的身影。
同时，市三十九完小少先队各中队设

立了公共卫生管理员、个人卫生检查员、
纪律管理员、安全检查员等，让每一个少
先队员都分管一项日常事务工作。该校还
设立了红领巾监督岗，以中队为单位，成
立红领巾监督岗，每周一个中队负责执
勤，认真地对全校学生的仪表仪容、文明
习惯、学习纪律等情况进行检查登记。少
先队员每天跟值日老师一起站在校门口，
迎接老师和学生，他们规范的礼仪、文明
的举止为全校学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这种人人平等、人人有责、相互竞
争、相互促进的少先队工作机制促进下，每
一个少先队员都能拥有自我表现、自我锻
炼、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机会，每一个少
先队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真正成为少先
队的主人。

开展特色活动促进发展

市三十九完小在推进少先队工作中，
注重以主题活动为载体，对学生进行品德
教育，各具特色的班队活动，促进了学生
的全面发展。

每年春节期间，该校各班队都会开展

“传统文化在我身边”寒假社会实践，少
先队员在春节期间参加一项传统民俗活
动；清明节，各班队举行“铭记光辉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班队活动；端午节，
举行做粽子、品粽子活动，让学生们了解
端午的由来和习俗。围绕传统节日进行的
特色班队活动，让学生们寓教于乐，在潜
移默化中感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不仅如此，近年来，该校少先队配合
郴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组织全校
少先队员开展了“装扮最美绿意角”活动、

“无车日在行动”活动等；为迎接党的十九
大召开，举行了“喜迎十九大我们是光荣的
少先队员”主题活动；每年3月学雷锋月，
开展了“弘扬雷锋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系列活动；为推进校园安全教育，开展
了“争做守法公民”法制进校园活动等。市
三十九完小持续开展的主题活动，丰富了
少先队的精神内涵，对少先队员的养成教
育起到了推进作用。

经过不懈探索与努力，市三十九完小
少先队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显著成
效。该校少先队组织先后获得 2016 年度
北湖区少工委工作先进单位，2019年市城
区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案例优
秀组织奖等四十多项集体奖项。

为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红领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更鲜艳
——郴州市第三十九完小少先队工作综述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慧 通讯员 邹军 段利萍 向艳美 刘江虹

●朱德贞——湖南省昆剧团退休人员不慎遗
失退休证，特声明作废。
●蒋华强不慎遗失郴州市振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华宁春城15栋604号房的收据
及收款收据 4 份：2012 年 5 月 4 日开具的收
据，号码：8035291，金额：275246元；2019
年8月1日开具的收据，号码：4714416，金
额：686元；2013年10月14日开具的收款收
据，号码：09648914，金额：78564元；2012
年 10 月 7 日 开 具 的 收 款 收 据 ， 号 码 ：
03971603，金额：100000元，特声明作废。
●蒋华强不慎遗失郴州市振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2012年5月4日签订的华宁春城15栋
604号房的郴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合同
编号；20120081604，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扶塘村三组不慎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资兴市州门司镇上坪村村民委员会不慎遗
失湖南省村民 （社区居民） 委员会收款收据
1 份 ， 第 00027242 册 ， 湘 财 通 字 （2017）
NO.00681049，特声明作废。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京广
蒲白段供电改造V标项目部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顺和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不慎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号码：
66974094，特声明作废。
●周丽芳不慎遗失湖南省郴州卫生职业中专
学校助产专业毕业证书，证书编号：字第
11822321028010132号，特声明作废。
●湖南东方盛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宜章分公
司 不 慎 遗 失 行 政 公 章 一 枚 ， 编 号 ：
431022000017668，特声明作废。

●湖南省汝城县红十字会不慎遗失湖南省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17 份，号码为湘财通字
[2009]067502563、067502565-067502580；遗
失湖南省捐赠专用收据100份，号码为湘财
通 字 [2008]00365401- 00365425、 00365451-
00365525，特声明作废。
●临武县香花岭医院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638000032701，开户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临武县支行，特声明作废。
●美酒窝郴州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1002329365603P，特声明作废。
●临武县同益乡石狗岭娥娥沙场不慎遗失财
务专用章和法人文跃华私章各一枚，特声明
作废。
●胡伟清不慎遗失小孩胡天赐的《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O430103414，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启 事

根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和 《卫生
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若干规
定》 精神，现对拟设置登记的桂阳牙
贝口腔医院予以公示。

1。医疗机构名称：桂阳牙贝口腔
医院

2、设置单位（人）：秦春明
3、医疗机构类别：口腔医院
4、医疗机构选址：桂阳县鹿峰街

道芙蓉东路山韵翰庭AB栋2楼
5、医疗机构性质：营利性医疗

机构
6、医疗机构床位 （牙椅）：20 张

（15张牙椅）
7、医疗机构服务对象：社会
8、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口腔内

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修复科、口腔

预防保健组、口腔正畸专业、口腔急诊
室、医学影像科（CT诊断专业）。

公示期间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可向
我局以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反映
问题，反映的问题必须客观公正、实
事求是。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实
名，并附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反映
的请加盖单位印章。公示时间为5个工
作日，以公布之日算起。

受理科室：郴州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卫生农业审批科，联系电话：0735-
2877120、 0735- 2877126， 传 真 ：
0735-2877175。地址：郴州市苏仙区
青年大道下白水村城投大厦二号栋市
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62、264号窗口。

郴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19年12月24日

郴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拟设置医疗机构(桂阳牙贝口腔医院)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