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管理信息化
29日上午，在市直属机关幼

儿园校门口的保卫处，赫然放着
一台崭新的“教育局智能触屏访
客机”，入校的所有来访人员需通
过智能访客机进行登记。

不同于之前的纸质手写登记
方式，访客机能够为学校提供方
便、快捷、多样的来访登记方式，
支持身份证、IC访问卡、指纹、摄
像、扫描、访客条等多种方式的录

入与识别。
“来访人员登记信息后，信息

会实时传输到校园安全管理员的
手机上，只有管理员核实来访人
员身份，按下确认键，来访者方可
进入校园。”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安
全员张德介绍，信息化的管理方
式让入园检测更严格、准确，避免
了一些不必要的外来人员混进学
校。

信息登记完成后，来访者将
会拿到一张印有二维码的凭条，
离开校园时扫描二维码即可。

“通过该系统，所有来访者的
身份、入园、离园信息，将被数据
化分时段统计、保存，并通过云端
实时上传，教育局通过后台能实
时查看安有该系统的任何学校，
任何时段的访客信息。”系统维护
人员谢志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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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杨惠春报道：“今年合作社在嘉鱼
农商行新街支行贷款60万元，对承包的亩果园进行改
造升级，吸引来玩的人越来越多了，合作社效益也越来
越好。”日前，嘉鱼县嘉多宝生态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高兴地说。而这只是嘉鱼农商行全力支持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嘉鱼县嘉多宝生态果蔬专业合作社位于嘉鱼县新
街镇晒甲山村，是嘉鱼县乡村旅游“一区九景”的核心
示范区。多年来在嘉鱼农商行的支持下，合作社流转
土地300多亩，以种植特色水果为主，兼种精细菜为
辅。目前，合作社种植拥有30多个时鲜果蔬品种，覆
盖一年四季的全天候采摘，被省农科院果茶研究所定
为水果新品种实验基地，是一家融观光、采摘、休闲、农
家乐为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区。

据了解，近年来，嘉鱼农商行积极适应农村经济
发展新业态，及时调整信贷投向，把支持特色农业产业
作为支持重点。该行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以特色
农业产业为基础，以农区为依托，以合作社为龙头，发挥
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特点，按照“农业+旅游”等发展思路，
精准施策，大力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助力打造融观
光、采摘、休闲、农家乐为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区，
带动绿色生态乡村旅游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该行积极支持引导农业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推动农业
新旧动能转换，全力推进原生态美丽乡村建设，帮助其
扩大规模，擦亮品牌。

据统计，截止目前，该行已累放贷款6500万元，支
持一批现代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壮大。

嘉鱼农商行

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本报讯 通讯员汪丽娜 胡亚芳报道：深秋时分，天气微
凉，但谢凤勤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在牛棚里忙碌着，心里却是
热腾腾的……

“太感谢农商行了，把这么好的政策带给我们，以后的日
子会越来越好的。”谢凤勤一边干着手上的活，一边对着身边
的家人高兴的说道。

谢凤勤是厦铺镇林上村委会六组的村民，几年前在家乡
办起养牛事业，想通过养牛来改善家境。随着自己养牛技术
的不断提高，加上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牛肉的销路越来
好。今年，谢凤勤想趁着好行情再买一批牛，但还差些本钱，
偶然间在厦铺支行办理业务时了解到农商行目前有利率优

惠贷款，于是向该支行提出了申请，厦铺支行客户经理经过
实地调查及综合评估，前后三天为其授信发放贷款5万元，利
率低至5.5%。截至日前，谢凤勤家的牛场存栏30头，她表
示，今后资金充裕将继续加大牛场规模，同时也坚定了自己
发家致富的方向。

据了解，通山农商行一直以来本着服务三农、支持三农
的精神，持续加大信贷的支持力度，创新服务模式，充分运用
央行专项再贷款政策，细分客户群体，精准投放，满足了各类
客户群体的资金需求，较好的支持了当地经济快速恢复。截
至日前，通山农商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4.1亿元，以低成
本解决了734户客户的资金难题。

通山农商行

累放4.1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

市教科院

举办“名师工作室”培训会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余茹报道：近日，为促进我市名师

工作室的专业化发展，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团队引领作用，推进
教师队伍建设的快速发展，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市教科院举办“名
师工作室”培训会。全市各县市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成员，共计
4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副理事长等教育专家
进行主题讲座。他们围绕名师的成长以及名师工作室的功能定
位主题，结合自身成长体验和实践经验，为名师工作室进一步开
展研训活动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各县市区名师工
作室领衔人将平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与专家进行了探讨。

通过此次培训，大家明确了建立名师工作室的目标，掌握了
建好名师工作室的方法，提振了建设好名师工作室的信心，大家
纷纷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借助工作室平台不断磨
炼自己，提高自身专业水平，为我市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做出应有
的贡献！

“教育”一词来源于拉丁语educare，
意思是“引出”。对教育的定义，马克思
认为：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
发展。”鲁迅先生讲过“教育是要立人。”
教育是塑造人的艺术工程，构建受教者
自我价值体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
也。”唐韩愈在《师说》中开篇写到。传
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是师者的初心使
命，师者是孩童的启蒙之人，其影响伴
随终生。

师者是静待花开。每个孩童犹如
一粒粒饱含不同“基因”的种子，适宜的
阳光、土壤、水分、温度，种子才会着悄
然着床萌芽。种下一颗颗不同“基因”
的种子，需要的是给每一颗种子不同的

给养，有的种子很快会适应土壤的环
境，吸收“养分”，嫩绿的芽尖破土而出，
灿烂绽放；有的种子，需要特定的土壤，
对水分、温度有所苛求，漫长的适应，考
验的是师者的技艺和弥久的耐心。种
子的生长是顺应发育规律的不断“自生
长”过程，而不是“被生长”，阳光、土壤、
水分、温度是种子“自生长”的丰沃环
境，是激发种子破土而出的原动力。师
者播下种子相信花种只有花期，细心地
呵护，耐心的孕育，慢慢的陪伴，静待花
开。

师者是守望成长。守望成长让师
者保持着初心，还原教育本源，让教书
育人变得更加纯粹。种子出芽，化为小

苗，在沐浴阳光，享受雨水的滋养时，也
面临着风雨。小苗生长初期面对自然
的洗礼，守望成为小苗茁壮成长的最有
力呵护。陪伴着小苗，一个眼神，一个
微笑，一个动作都是守望的点滴，每一
堂课的授教，每一个知识点的释讲，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师者的守望也许是平淡
的，是真切的，甚至是琐碎繁琐的，正是
这份守望还原着师者教书育人原本的
模样，让还原学习过程中童心的快乐，
师者更加纯粹，孩童的成长更加纯粹。

师者是收获桃李。种子发芽，小苗
成长，终会结出丰硕果实。春华秋实，
春天辛勤的播种，那沾满粉末的双手，
慈善的谆谆教导，精心的传教授业，在

教育的天地里默默守望小苗的成长，三
尺讲台上坚守对教育的一份信念、一份
热爱、一份执着，用粉笔耕耘，用汗水浇
灌，用心血滋润，让充满爱意的守望普
照一棵棵小苗。一份春华，一份秋实，
播种、守望的年华岁月必将收获桃李满
天下。收获满园桃李，是师者引以为自
豪的收获，是师者最美的一道风景,是
一种丰收成就感，是师者辛勤付出的最
好馈赠。

人遇良师，必有教益；人得师诲，受
之无穷。为师者，春风化雨；为师者，无
私奉献；为师者，无问东西，育人授业，
桃李天下。

（作者单位：咸安区广东畈小学）

师者，育人者
○ 周萌

浮山办事处教育组联合社区

举办师生心理辅导讲座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袁佳丽报道：近日，浮山办事处

教育组联合银泉社区心甜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在咸宁高新实验外
国语学校举办“读懂孩子的心理‘画'、成为孩子的知‘心’人”专题
心理辅导讲座。

活动特邀湖北省高校心理咨询研究会资深教授为辖区内8家
学校、300余位教师及家长“授业解惑”。田禾教授围绕现代心理
学的诞生、如何读懂孩子的心理“画”、做一个心理健康知“心”人
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心理知识科普。着重解读了如何
从“画”中读懂孩子的家庭关系、在校状况、思维能力、精神健康、
心理情绪等细节内容。同时，通过现场互动环节进一步加深知识
理解。

“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助
力学生塑造更健康、更阳光的内心世界，是教师、家长、社会应尽
职责。”浮山办事处教育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携手心
甜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持续做好中小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

一键报警、云眼监控、智能广播……

市直十所学校筑起安全云平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章文静 通讯员 余茹 李偲

通山县第一中学

举办秋季运动会
本报讯 通讯员王烈梅报道：“三班三班，气势如山”“高二十

七，自强不息……”10月28日，通山县第一中学运动场上彩旗飘
飘，人声鼎沸，迎来了学校第五十三届秋季运动会。

早上8时，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的激昂旋律，73个代表队
排着整齐的队伍，经过主席台前接受检阅。

红色跑道上，赛跑的运动员们如利剑般飞离起点，冲向终点；
跳远的运动员们面对目标眼神坚定，跳了一次又一次，即使失败
也毫不放弃；投掷铅球的运动员们屏息凝神，随着铅球的落地，

“哇！”的一声在观众中炸开。他们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体育精
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加油声、呐喊声和喝彩声。

该校校长徐能林说：“学校正在全面推进体育选课走班教学
模式，加快推进各类体育设施建设，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大力营造
校园体育文化，努力为老师和同学们参与体育锻炼创造更好的条
件和环境。”

绿色竞技场，青春无极限。据悉，本次运动会为期三天，对于
学生来说，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竞赛活动，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与
锤炼。

近日，我市校园安全风险防控平台（应急指

挥中心）搭建完成，系统测试完毕，市直十所学校

已正式投入使用。

何谓一键报警？什么是云眼监控？怎么操

作智能广播？29日，记者走进市直属机关幼儿

园，实地探访了解。

在门卫室的墙上，挂着一块
上书“安全检查”的红色牌子，代
表此处是一所安全巡查关键点。

学校安保人员在进行校园安
全巡查时，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
码或者利用NFC感应技术直接
对安全关键点进行日常巡检。若
发现了安全隐患，也可通过拍照、
录音、录像、描述等多种方式进行

隐患上报，实现了隐患从发现到
解决的实时动态处理流程。

“这样一来，不管是专业人员
的专项检查、安保人员的日常巡查
还是工作人员的隐患发现，都能通
过手机即时上报，学校管理人员也
能通过手机即时查看安保人员是
否对校园安全关键点巡查到位。”
市直机关幼儿园副园长吴基法说。

“根据校园面积和要害部门，
全园共设立了26处安全巡查关
键点，95个摄像头，实现了校园全
覆盖。”市直机关幼儿园园长、党
支部书记朱红梅说，“之前发现隐
患，查看监控等，需要去监控室，
或者当面汇报，但如今，通过手机
APP，每个授权人员都能随时看
到视频监控，实时解决问题。”

谢志煌介绍，目前，市直十所
学校的围墙四周均安装了周界入
侵系统，有外人或不法分子入侵，
会给管理员发送具体信息，包括
时间、地点、实时视频等。在遇到
紧急情况时，管理员可通过手机
APP即时喊话，并通过广播进行
全园发布。

同时，学校保卫处安装有一

键紧急报警联网系统，按下按钮，
能紧急联系离学校最近的派出
所，还有视频、对话等多种功能。

“通过科技手段，不仅给我们
的日常工作提供了便利，更是联
动教育局、公安部门，织牢校园安
全防护网，多重保护学生们的安
全。”朱红梅说。

“提高了处置中小学、幼儿园

突发性事件安全管理科学化水
平，也标志着全市教育系统校园
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提
升到一个新阶段。”市教育局校安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市直十
所学校，该系统将逐步推广到全
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与市(县)
区学校联防联动，共同打造一个
垂直、统一的安全管理体系。

教育 热点
赤壁市中小学生

校园足球赛火热开赛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竞技绿茵，激情人生；足球联赛，

快乐共享。10月26日，由赤壁市教育局主办，赤壁市实验外国语
学校承办的2020年赤壁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赛在赤壁市实验外
国语学校足球运动场火热开赛。

此次比赛时间为10月26日至11月2日。比赛分设高中组、
初中组和小学组三个组别，高中组、初中组采取11人制进行比赛，
小学组采取5人制进行比赛。来自赤壁市各中心学校、市直学校
的23支代表队、360名队员将在绿茵场上激烈拼杀，尽情展示足
球运动的魅力。比赛规则采用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
则》，执行最新修订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在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个个英姿飒爽、舍我其谁，密切配合、
团结协作，以多样的技术和多变的战术，上演着“速度与激情”，进行
着技术、战术、身体、心理等要素的综合对抗和全面较量，掀起了比
赛的一次次高潮，展现了赤壁学子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

此次校园足球联赛的开展，将进一步促进赤壁市各中小学普
遍开展足球运动，培养中小学生对足球运动的热爱，真正扩大学
生参加足球运动的参与面，使更多的学生感受到足球的魅力，不
断提高中小学生校园足球的运动水平。

隐患排查规范化

应急管理科学化

通山京达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等7家单位经依法取得7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土地出让合同电子监
管号详见下表）后，未按照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使用出让合同约定时
间动工建设，已构成闲置土地。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相关
规定，决定收回其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并在11月5日前完成土
地使用权收回程序。

特此公示
附：收回通山京达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等7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清单

收回通山京达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等7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用地单位名称

通山县京达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通山华威置业有限公司

通山华威置业有限公司

通山华威置业有限公司

通山县方元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通山华威置业有限公司

通山青云置业有限公司

土地位置

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西侧

通羊镇李渡村

通羊镇李渡村

通羊镇李渡村

通羊镇石宕村

通羊镇李渡村

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西侧

土地用途

商住

商住

商住

商住

工业

商住

商住

电子监管号

4212242015B08459-1

4212242015B08487-1

4212242015B08574-1

4212242015B08596-2

4212242015B08614

4212242015B08504-1

4212242015B08558-1

供地面积（亩）

48.23

91.18

99.53

72.23

69.97

99.53

18.91

关于依法无偿强制收回通山京达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等7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