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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我市学生
营养午餐中央厨房工程淮北
市梅苑学校分灶投入使用。副
市长陈英，市政府副秘书长程
荣华、王祥顶，市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教育系统党委书
记刘辉，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
总督学、教育系统党委委员徐
梅，相山区教育部门负责人等
现场检查观摩了营养午餐运
营情况。

据了解， 为解决部分学
生中午就餐难问题，保证学生
餐的食品优质安全，淮北市教

育局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
了上海新成食品有限公司来
淮投资建设学生营养餐中央
厨房工程。该公司是首批农业
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全国主食加工业示范企业，主

要生产航空、 高铁、 动车食
品，在上海从事学生营养餐项
目已有 17 年的历史， 合作学
校 100 余家。现在该公司在淮
北市凤凰山食品工业园，正在
积极建设“淮北市学生营养餐
中央厨房”工程，项目计划总
投资 5000 万元。 一期工程 11
月底建成，届时能满足 2 万名
学生的营养午餐配送服务。中
央厨房工程采取两种形式为
学生提供就餐服务。一是菜饭
通过营养师根据不同年龄段
孩子的需求合理搭配，在中央
厨房加工好直接配送到学校；
二是在就餐人数较为集中、有

条件的学校设立中央厨房分
灶，蔬菜经中央厨房净菜加工
后， 再送到分灶进行现场烧
制。

市梅苑学校食堂就是上
海新城食品公司投资近 100

万元在淮北设立的第一家高
标准的中央厨房分灶。 中午
11 点 50 分，陈英一行走进一
间教室， 该班约有 30 几位孩
子正在用餐， 看到孩子们吃
得津津有味， 她笑着问孩子
们饭菜好吃不？ 孩子们都说：
“好香。 ”她又来到食堂二楼
教师餐厅，和就餐教师交流。
教师们说，学校有了食堂，就
不要每天中午慌里慌张回家
做饭了，能节约好多时间，就
餐后还可以在学校看护学

生、 辅导作业、 开设兴趣课
堂。 淮北市梅苑学校校长石
晓伟介绍说， 在学校中午就
餐采取家长和学生自愿订购
的原则， 当天中午在学校吃
饭的学生有 600 多名，家长对
学校开设食堂配送学生营养
午餐非常满意， 同时对孩子
在校还能得到老师的课后服
务也更加放心。 陈英指出，开
展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服务 ，
是我市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
帮助家长解决后顾之忧的重

要举措， 也是保障学校课后
延时服务工作健康发展的重
要抓手， 是一项教育的民生
工程。 她要求上海新城食品
公司要严格按照 《国家食品
安全法》的要求规范操作，一
定要保证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 学生营养午餐和课后延
时服务工作在我市尚属首
次， 她希望市教育局要抓典
型、树亮点，以便把好的经验
和做法在全市普及和推广。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我市实施学生营养午餐中央厨房工程

副市长陈英现场观摩营养午餐运营情况。

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

11月6日，淮北消防救援中队相山支队的消防员走进市第三实验小学，通过组织应急疏散

演练，讲解正确的火灾报警方法，介绍消防装备性能，带领学生试穿消防服，学习灭火器的使用

方法等方式，宣传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摄影 通讯员 于金龙 邵颖慧

本报讯 日前，市教育局党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调研成果交流会议召开。 市委主
题教育第五巡回指导组组长王联
到会指导，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市
教育局正副调研员， 市教育系统
党委委员（含兼职委员），市教育
局局属事业单位县处级领导干部
等参加会议。
会上，市教育局党组成员结合

工作职责、调研课题、工作实际分
别发言，重点围绕加强学校领导班
子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教育教学
管理改革、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发展、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关爱
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等内容，交流调
研成果，分析问题根源，提出解决
方案。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教育局党组
成员根据市委安排，把调查研究与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正
在开展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
进去，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四不两
直”调研方式，多次深入县区教育部
门、局属学校、师生家长中间了解实
情，倾听心声呼声意见建议，因地制
宜形成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教

育系统党委书记刘辉表示，通过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大家进一步加深
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理解领会，凝聚了推动
淮北教育高质量改革发展的思想
共识，增强了干事创业的责任担当。
下一步，全市教育系统要持续深化
课题研究，积极推动成果转化，把调
研成果转化为强化理论武装、指导
工作实践的知行自觉，转化为健全
制度、落实执行的生动实践，转化为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工作实绩，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带来的新气象。

本报讯 近日,市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教育系统党委书记刘
辉以《做好结合大文章,打造“守初
心担使命”淮北教育版》为题,围绕
教育系统应该怎样守初心担使
命、 我们守初心担使命必须解决
那些突出问题、 攻克哪些难关要
隘三个方面,为教育系统干部精心
上了一堂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刘辉结合近期学习、 调研和
思考,分享感悟心得。他表示,全市
教育系统开展主题教育的关键还
在于做好结合文章、 推动事业发
展, 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守初心担
使命”的看家本领,打造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教育队伍是 “守初心
担使命”的关键抓手,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是“守初心担使命”的最
终落脚点。 他希望全市教育系统
以此次主题教育为契机, 挖掘潜

力、激发活力、增强动力、凝聚合
力,紧紧把握“担当”标杆,处处围
绕“为民”核心 ,时时坚守“清廉”
本色 ,认真检视、深入查摆、系统
梳理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困难问
题,持续深化教育评价、考试招生
制度、职业教育、教育管理体制四
项改革,突破应试教育藩篱,推动
各级各类教育优质协调发展 ,构
建“五育并举”教育新体系。 要大
力弘扬敢于担当、 不怕困难的精
神,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写好新时代淮北教育“奋进之
笔”,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理论学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
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
正廉洁做表率” 的主题教育目标
任务,加快推进淮北教育现代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满足人民
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教育新期
待,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
幸福感,为建设中国碳谷·绿金淮
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 近日，在相山区教研
室的组织下， 合众中心校与淮北
市第二实验小学联片教研活动在
张楼小学举行。

来自淮北市第二实验小学的
张未、李访、曹小莉三位老师分别上
了一节高效课堂模式下的示范课。
三位老师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以
学定教的课堂构架、以学为中心的
教学设计，给听课教师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老师们精心的课前引导、精
彩的课堂互动、精致的激励语言，充

分体现了三位老师深厚的教学功底
与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

在随后的专题讲座与研讨会
上，老师们本着互相学习，共同提
高的目的，积极发言，谈感受、说
体会、相互交流，既肯定了执教者
的闪光点，也交流了各自的设想。
通过此次联片教研活动， 加强了
校与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不仅
形成了互相学习、 相互帮助的良
好学习气氛， 还提高了教师课堂
教学水平， 促进了教师专业化成
长， 更有效地推动了联片教研活
动的深入开展。

本报讯 近日，淮北一中“如
松大讲堂” 第一期在校科学馆报
告厅开讲。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淮
北一中党委书记陈杰主讲， 学校
三个年级各班班长、团支书、宣传
委员参加了活动。

陈杰围绕“如松”二字，分别
从“什么是‘如松大讲堂’；我们对
‘如松’知多少；我们离‘如松’有
多远；学习和发扬‘如松精神’”四
个部分，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带领
大家走近淮北一中杰出校友王如
松，了解他的生平事迹，解析王如

松先生的志向、情怀、求知、坚毅
和人生态度。 “如松大讲堂”取义
“如松”，将继承和发扬如松精神，
围绕家国情怀、科学精神、人文底
蕴的内涵，每半月开讲一次，其分
支双致论坛、 生涯讲坛、 人文讲
堂、 科学讲堂、 缤纷讲堂轮流开
讲，学校将邀请知名校友、各领域
优秀家长、校内外专家名师、优秀
学生等前来讲学。

“如松大讲堂”的开办旨在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高
中育人方式改革创新， 提升教书
育人水平，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本报讯 11 月 2 日，2019 年
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笔
试）举行。 我市考区共有 14106人
报名参加考试，共设 9个考点 412
个考场，考试共计 31118科次，人
数和科次均创历年最高。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是行业
准入考试。此次考试科目包括综合
素质（幼儿园）、综合素质（小学）、
综合素质 （中学）、 保教知识与能
力、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教育知

识与能力、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等。

据悉,2015年起, 教师资格考
试进入国家统考阶段。 近年来,教
师资格考试一年举行两次,一般笔
试分别安排在上半年 3月和下半
年 11月,提前 1—2个月启动报名。

2018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文件明确
将完善中小学教师准入和招聘制
度， 新入职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
格，严格教师准入，提高入职标准。

本报讯 近日，淮北市
教育系统第九届教职工排
球赛在淮北市实验高级中
学体育馆拉开帷幕。

发展校园体育运动 ，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促进
教职工身心健康， 淮北市
教育系统第九届教职工排
球赛旨在进一步增强全市
教职工的体育健康意识，
充分展示我市广大教职工
团结奋斗、 勇于拼搏 、勇
争一流的精神风貌， 进一
步凝聚推进新时代淮北教
育改革发展的蓬勃力量。
本届教职工排球赛市教育
局机关、县区教育局、市直

学校、 淮北卫校分别组队
参加， 共 25 个单位 46 支
代表队、550 余名教职工参
加，规模大、参与面广，既
是各位教师展示体育技能
的一次体育盛会， 也是展
示各学校教职工健康素质
和文明素养的盛会。

每天锻炼一小时 ，幸
福生活一辈子。 各学校纷
纷以这次比赛为契机，因
地制宜，积极组织引导教
职工自觉养成健康文明
的工作学习生活方式，劳
逸结合强健体魄，加强体
育锻炼， 运动释放激情，
振奋精气神，以更加昂扬
的斗志投身淮北教育事
业。

全市教工系统第九届教职工排球赛开赛
550余名教职工参加

市教育局交流主题教育调研成果

市教育局
主题教育党课做好结合文章

全市 14106 人
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相山区开展联片教研活动

淮北一中“如松大讲堂”开讲啦！

消
防
安
全
进
校
园

■通讯员 于金龙

■通讯员 于金龙

■通讯员 于金龙

■通讯员 钱伟 黄峰

■通讯员 钱伟 张薇薇

■通讯员 于金龙 摄影报道

■通讯员 于金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