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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是在杜集区
人社局举办的‘新徽菜·名徽
厨’暖民心行动暨徽菜师傅培
训班，掌握了徽菜制作技巧，
现在‘石磨轩’五分店做厨师，
收入还不错……”9 月 26 日，
29岁的张浩乐滋滋地对记者
说道。

“新徽菜·名徽厨”是最有
“味道”的一项暖民心行动。
今年以来，杜集区人社局高度
重视，多措并举，通过“精心组
织、精准发力、精细谋划”，积
极推进“新徽菜·名徽厨”提质
增效，让徽菜师傅“铺天盖
地”、徽菜名厨“顶天立地”，让
千家万户在一日三餐里感受
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为推进省、市“新徽菜·名
徽厨”暖民心行动，传承徽菜
文化，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以
来，杜集区加大宣传力度、积
极培育徽菜师傅、挖掘徽菜名
品餐饮名店、扩大特色品牌影
响力和知名度……将暖民心
行动落到实处。

当日中午，在福喜楼饭

店的后厨，厨师王朋辉正紧
张有序地烹制着菜肴。他告
诉记者，自己以前是名下岗
工人，今年参加了杜集区人
社局举办的“新徽菜·名徽
厨”暖民心行动暨徽菜师傅
皖北地锅鸡培训班，学到了
地锅鸡、风味羊腿这些技巧，

也顺利拿到了培训合格证，
又经过杜集区人社局的介
绍，来到福喜楼就业，工资非
常可观。

据了解，自“新徽菜·名徽
厨”暖民心行动实施以来，杜
集区人社局聚焦促进徽菜餐
饮产业发展，着力提升徽菜烹

饪技能水平，积极开展徽菜师
傅职业技能培训，优化徽菜师
傅就业创业服务。同时，结合
杜集地域风情，将矿山集“三
矿板面”、石台“地锅鸡”等众
多耳熟能详的美食纳入到行
动方案中，以此为契机，打造
一批“杜集有名、淮北出名、安

徽知名、全国闻名”的“杜集菜
系”。

“新徽菜·名徽厨”这项暖
民心行动开展以来，杜集区人
社局高度重视，积极委托包括
新阳光学校在内的 2 家定点
培训机构开展徽菜师傅培
训。截至目前，杜集区已累计
开展徽菜师傅培训班 12 期，
培训828人，发放培训补贴资
金40.26万元。

为提高徽菜竞争实力，杜
集区还推进“新徽菜·名徽厨”
行动与“美丽杜集·美味杜集·
美好杜集”的衔接融合，充分
发挥“吾悦·海上海”商业街、

“龙溪屯街夜市”自身优势。
今年以来，杜集区共新增古
集、小菜园等2家徽菜餐饮企
业连锁店，申报 1 条“风味杜
集美食游”市级美食旅游线
路，推动行动任务落实见效，
让“新徽菜”实至名归、“名徽
厨”遍地开花。

杜集区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加大“新徽菜·
名徽厨”行动的宣传力度，进
一步提高服务意识，让政策惠
及更多群众，助推杜集区徽菜
产业发展、壮大。

杜集区大力开展“新徽菜·名徽厨”暖民心行动

烟火气里“烹出”杜集好味道

日前，市双龙实验小学召
开积分快乐活动。现场，表彰
了优秀教师、骨干教师、优秀
班主任等，颁发了积分管理制
度下教师组别的冠亚军，营造
了校园乐于奉献、比学赶超的
良好氛围。

近年以来，杜集区深入贯
彻安徽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实施方案》，有效落实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精
神，鼓励各学校大胆尝试，勇
于创新。市双龙实验小学创
新推行积分制评价管理，把老
师、学生的综合表现以及学校
的日常会议、活动都进行数据

化展现，并通过奖扣分机制对
师生进行激励和约束，以此来
优化学校管理，调动师生积极
性，真正实现让学生乐学、会
学、学好，让教师乐教、会教、
教好，让管理人员乐管、会管、
管好。

“积分制评价是一种有
效的评价方法和便捷的管理
工具。通过奖分和扣分的形
式把孩子的成长数据化呈现
出来，有效地调动学生全面
发展的积极主动性，五育并
举人才培养模式扎实落地。”
市双龙实验小学校长宋淑萍
介绍道，以“赋分”形式，达成

“赋能”目标。通过积分制记
录孩子们成长数据，以达到
相互接纳和赞赏、增强自信

的目的。通过赋能，点燃学
生的内动力，变“要我做”为

“我要做”，让学生主动成长，
实现师生和谐、亲子和谐、家
校和谐。

既竞争又合作。通过全
面开展个人之间、小组之间
的竞争，个人评价与小组捆
绑评价相结合，学生日常学
习与生活积分齐应用，形成
了前有目标后有追兵，时刻
处于竞技状态；小组捆绑式
竞争以外力驱动，促精诚合
作，既培养个人竞争意识，又
提升团队合作能力。善用

“变罚为奖”，激励每个孩子
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从而
带着渴求去培养更多的长
处、展示更多的亮点。

“如何让学生养成爱劳动
的好习惯？我们把教室内外
卫生进行划分，并赋上相应的
积分，然后利用竞拍的方式承
包给每个学生。在家，我们对
学生力所能及的家务进行赋
分，每完成一项，也会得到相
应分数。”市双龙实验小学四
年级组组长张翠梅介绍，孩子
们争做“积分制”评价下的劳
动天使，学校也培育出了“劳
育之花”。

同时，积分制评价致力
于引领孩子摆脱课业负担过
重、师生关系紧张、学校生活
单调的现状，始终把学生置于
活泼快乐的环境、热辣激情的
氛围，真正把学习的自主权还
给孩子，把成长的本真快乐还

给孩子。
“通过积分制评价，学校

加强了团队合作，家校关系
越来越和谐，班级管理水平、
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的办学
满意度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办学水平明显上一个大台
阶，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和社会效益。”宋淑萍开心地
说道。

两年来，市双龙实验小学
“积分制”评价策略取得实效，
学校办学效益不断提升，孩子
们争做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和劳育“五育”之花。 今年 8
月传来喜讯，该校积分制评价
管理成果显著，荣获安徽省教
育厅“2021年度教育评价改革
优秀案例”。

本报讯 “环境越来越好
了，我们在这边买菜也越来越
舒心。”9月28日，朔里镇矿业
社区居民高兴地说道。

走进朔里镇东部菜市场，
入眼便是五颜六色的瓜果蔬
菜、水产、鲜肉、干货等食材琳
琅满目，整个市场忙碌中又显

得井然有序。
“以前的市场正好在路口，

车来车往再加上门口的小摊小
贩，总是造成交通堵塞。”水果
店陈老板开心地介绍，“市场改
造后，专门划分停车区域，门口
的小摊小贩也迁入市场，大家
买蔬菜瓜果也方便了。”

菜市场既是展示城市文
明形象的窗口，也是衡量民生

改善情况的标尺。自安徽省
“10项暖民心行动”开展以来，
朔里镇积极打造干净卫生、清
洁明亮、管理有序的“文明菜
市”，对菜市场改造升级，把摊
位重新整合为水果、蔬菜、水
产、鲜肉、干货等几个大区域，
每个区域环境卫生包片管理，
远远看去，整个市场分类清
晰、干净整洁，用实际行动落

实好“一改两为”。
菜市场硬件升级，管理也

常抓不懈。菜市场附近有城
管等有关部门负责道路流动
设摊、沿街店铺占道堆物、道
路拥挤、车辆随意停放等现象
作出整治整改。

据介绍，今年以来，朔里
镇紧扣“一改两为”工作要求，
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制定“暖民心
行动”任务台账，由有关领导
班子和责任部门集中认领，明
确时间节点、层层压实责任，
对标对表、狠抓落实，把“10项
暖民心行动”作为联系群众的
窗口。通过开展行动，把好事
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真正让
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
到实惠。

本报讯 日前，石台镇人大号
召辖区内的市、区、镇三级人大代
表参与到全民反电诈宣传活动中，
联合石台镇综治办、派出所、各村
（社区）做好反电诈“宣传员”，积极
发挥人大代表基层引领带头与表
率作用，做守住人民钱袋子的“好
帮手”。

石台镇人大组织各级人大代表
深入各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单
位，通过发放防诈骗宣传单、案例讲
解等方式开展各类反电诈宣传活动
30余次。围绕电信网络诈骗的概念
及种类、受害者应如何快速止损、电
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防范措施等
方面进行集中宣传，重点关注农村
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确保反电诈
知识宣传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用身边事教育引导身边人，形成全

民反诈的良好局面。
辖区内的人大代表们利用网格

微信群、公众号等方式进行线上宣
传的同时，结合核酸检测发放国家
反诈中心APP贴纸4万余张，详细介
绍使用方法。遇到不会操作下载的
村民，代表们手把手教其下载安装、
实名认证、开启防护权限功能等；遇
到不理解的村民，代表们也耐心地
解释，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主动配合
下载反诈APP，下载率辖区村民达
全覆盖，让犯罪分子无缝可钻。

“通过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和监督活动，既充分发挥了人大
代表联系选民职能作用，又进一步
筑牢了电信网络诈骗防护网，同时
也拉近了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之
间的距离，为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贡献人
大代表的一份力量。”石台镇人大
主席吴信发说。

日前，杜集区卫健委邀请

医院牙科医生走进校园，开展

口腔健康宣传活动。

活动中，牙科医生结合学

生们的牙齿发育特点讲解相关

知识，让学生们养成良好的口

腔卫生习惯、保持口腔健康。

今年以来，杜集区实施口

腔健康暖民心行动以来，大力

推进健康口腔进社区、进校园

等“五进”活动，提高居民健康

口腔知识知晓率。同时，积极

引进口腔人才，选派人员进修

培训，开展健康口腔适宜技术

推广，不断增强辖区口腔健康

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全区口腔

健康水平。

■ 摄影 记者 梅月

本报讯 自 2021 年以来，杜集
区积极探索实施校长职级制改革，
打破原有校长行政化管理模式，推
进专家治校、教育家办学。目前，
全区 48 所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校
长职级制改革已全部完成，校长工
作积极性和能力素质均得到提升，
城乡办学水平趋于均衡。

创新聘任方式，促进校长专业
办学。建立校长职业发展的三级
八档职级制度体系，包括高级校
长、中级校长、初级校长三级，实行
校长任职资格评审制度，岗位结构
比例控制在1:2:1，为校长晋升留出
空间。组建校长选聘委员会，通过
推荐考察、竞争上岗等方式进行选
聘，由教育部门聘任和管理，纪检、
人社等部门对竞聘人员资格、专家
评委组成，选聘程序公平性等进行
全程监督，推动校长由传统的“委
任制”向职业化、专业化“选聘制”
转变。目前，全区新聘任校长平均
年龄由改革前的 52 周岁下降到目
前的 47 周岁，一批具有教育情怀、
品德高尚、理念先进、善于管理、业
绩突出的年轻人才脱颖而出。

注重培育引导，促进校长能力
提升。定期邀请业务能力强、工作
经验丰富的高级校长为年轻校长
和新任校长上课培训，带动更多校
长快速成长。充分发挥校长多为
学科带头人优势，创办校长名工作
师，以“打造一个平台，锻造一个团
队，辐射一批老师，凝练一批成果”
为目标，通过主题研讨、学术论坛、
网络研修等形式，牵头推进教师培

养、课题研究、教育教学成果推广、
优质教学资源开发整合等工作，促
进学科水平整体上台阶、上水平。
目前全区共有8个工作室、成员40
人。开展名校结对帮扶，发挥名校
辐射带动作用，为高级校长确定一
所农村或薄弱学校作为帮扶对象，
建立“校对校”精准帮扶共同体，围
绕学校管理、师资建设、教育教学、
校园文化等方面开展深度帮扶合
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充分放权赋能，促进校长放手
治校。实行校长“组阁”，副校级干
部由校长从后备干部中提名，经教
育部门考察后，由校长聘任；中层
干部由校长从后备干部中直接聘
任，报教育部门备案。目前，全区
48 所学校由校长提名聘任副校级
干部 188 名，中层干部 235 名。同
时，校长可自主安排学校教育教学
和相关活动，学校发展规划、特色
发展定位、教师培养培训、表彰奖
励、职称评定申报等事项决定权全
部下放学校，切实增强学校办学活
力。

强化考核评价，促进校长争先
进位。组织专项考核组，围绕办学
满意度、工作业绩、校长能力、个人
荣誉和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对全
区 48 名受聘校长进行年度考核和
聘期考核。科学严格考评，用好考
核结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
优原则，严格按照考核结果建立校
长职级薪酬制度，并与聘期内校长
晋升或诫勉降职挂钩，对考核不合
格或连续两年基本合格的，整个校
干团队随校长职务一起解聘，充分
激发校长谋事干事成事的积极性。

本报讯 “目前，淮宿蚌高铁项
目已进入房屋拆迁阶段，拆迁现场
投入多台挖掘机、推土机、雾炮车、
洒水车、安保人员，确保拆迁工程
顺利快速实施。”9月27日，高岳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为改善交通出行环境，我市开
始建设淮宿蚌高铁项目，其中涉及
高岳街道办事处徐暨村、李洼村、
双楼村，线路全长约6.3公里，征收
徐暨村和李洼村土地约348户、188
亩，房屋约91户、宅院面积约2.7万

平方米，企事业单位12家。
为了保障居民顺利搬家，高岳

街道高度重视，提前发布搬家通
知，多次入户做居民思想工组并预
支 3 个月的过渡费，及时将房屋补
差款发放到居民手中。同时，村组
人员发挥大雁领航带头作用率先
搬家，也带领着居民踊跃搬家支持
街道工作。

据介绍，修建淮宿蚌高铁，不
仅极大改善了高岳街道居民的交
通出行环境、周边人居环境，也是
建设文明、生态、和谐、宜居城市的
重要保障。

本报讯 9 月 22 日，我市新时
代廉洁文化建设示范基地揭牌仪
式，在杜集区“廉印初心”廉洁文化
广场举行。

近年来，市纪委监委深入推进
廉洁文化建设，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意识明显增强，社会廉洁价值理念
不断弘扬。杜集区纪委监委不断
创新工作举措，丰富廉洁文化教育
形式，在我市一县三区中树立了标
杆，走在了前列。全区党员干部注
重初心养廉，延伸廉洁文化“教育

线”。同时，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深
度挖掘我市革命先烈的清廉事迹，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坚守初心。

强化宣传倡廉，拓宽廉政文化
“覆盖面”，深化廉洁文化创作，创
作体现时代特色、反映廉洁文化的
文艺作品，用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增强廉洁文化辐射力、影响
力、感染力。深化家风助廉，扮靓
廉政文化“新亮点”，发扬“好人文
化”，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党风廉
政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守好干部廉
洁防线，为家庭幸福圆梦，为国家
发展筑梦。

防范电信诈骗 人大代表在行动

市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示范基地揭牌

高岳街道全力保障
淮宿蚌高铁项目顺利施工

目前已进入房屋拆迁阶段

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杜集区深化校长职级制改革

经过系统培训，徽菜师傅走上岗位。

口腔健康
宣传进校园

朔里镇：“一改两为”解民忧 用心用情暖民心

“五育”花开送芬芳
——市双龙实验小学创新积分制管理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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