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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至2017年，越秀清城两区累计投入对口帮扶清城区教育专项资金2380万元

广清教育对口帮扶工作
覆盖全区84所学校
践行
“建设教育强国”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清远日报讯 记者沈艳莉
通 讯 员 吴 彩 娟 昨日上午，2018年
越秀-清城教育对口帮扶工作会议在
清城区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2014
年结对开始至2017年，两区累计投入
对口帮扶清城区教育专项资金共
2380万元，其中，越秀区投入1100万
清城
元，清城区投入1280万元。目前，
区现有35所学校与广东省名校(园)签
订了深度结对帮扶协议，其中与越秀
区签订协议的学校有25所。广清教育
对口帮扶工作覆盖全区84所学校 (幼
儿园)，实现区直中小学、幼儿园，街镇
幼儿园结对全覆盖。
一中一小、
越秀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陈
军表示，目前，广清对口帮扶已经进
入了第二阶段，建议清城区教育部门
把具体方案细化，两区教育部门尽快
搭建2018年至2020年的帮扶框架，把
工作做实，
“从2018年开始，越秀区教
育局将与清城区加强联系，从实际出
发，定期进行沟通、小结，完善策略，
共同推进对口帮扶工作的开展。”
清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春荣表
示，清城区将继续深化结对帮扶工
作，积极参加各类帮扶交流活动，认
真学习越秀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成
功经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同时
希望越秀区能继续关心和支持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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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提供全方位的
指导帮扶。

全方位
结对同行，
多策并举，
帮扶学校管理工作和文化建设
据了解，越秀清城2014年结对以
来，
广清教育对口帮扶工作除了实现区
幼儿
直中小学、
幼儿园，
街镇一中一小、
两区结对学校还定
园结对全覆盖之外，
围绕学校行
期互派中层以上行政干部，
政管理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展诊断性、
两地学校行
互动性的交流活动。目前，
政管理层面的交流已呈常态化。
“管理同行”的同时，两地学校还
实现了“课堂和特色教学同行”
，去年
3月，越秀区举办了第五届教育学术
之智慧课堂应用专场展示会，清城区
8所小学共16人参加；4月，清城区凤
鸣小学教师一行6人到广州市越秀区
东山培正小学观摩学习智慧课堂教
学。在越秀区的帮扶下，清城中学开
设的“纳米技术与科学整合课程”，松
岗中学的“科技特色学校”，凤翔小学
的“智慧校园”、田家炳实验中学的
“外语特色学校”，石角镇中心小学的
“乒乓球特色学校”，区一幼的“戏剧
特色”幼儿园，清城区实验幼儿园的
“绿色环保”幼儿园等多项特色项目
建设均已全面铺开。

深入交流，广泛培训，全面提升
教师队伍水平
结对帮扶以来，越秀清城两区学
校广泛开展教师交流培训活动。其
中，2017年度越秀区教育专家、领导
到清城区指导达347多人次，协助清
城区实施中的市级以上课题共12项。
清城区累计派出教师到越秀区跟岗
学习165人次，其中清远市中小学校
长、教师赴穗跟岗学习31人次，新提
拔干部到广州市中小学(幼儿园)跟岗
学习84人次等。越秀区通过听课、座
谈、研讨等方式对清城区教育培训多
达2691人次。先后开展了班主任培
训、课题实验交流研讨、
“同课异构”
等培训交流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越秀区安排了四
名特级教师、两名正高级教师专门指
导清城区9个市级“名校长”
“名班主
任”
“ 名教师”工作室，以“三名”助推
教师水平提升，促进清城区成功创建
了广东省中小学名校长工作室、名教
师工作室各1个。2017年10月19日，广
州市名校长陈庆雯到洲心一中、洲心
中心小学、进修实小进行有关学校文
化建设、课程设置、青年教师培养的
指导。同年11月，越秀区多位名师与
清城区教师开展同课异构教学，现场
传授先进的教学方法。本次活动清城
区有484人参加，让教师们直观地感
受到广州名师的魅力，为改进教学方
法指明了方向。

■ 展望

深化两区教育合作
全面扩大帮扶项目
展望2018年，清城区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建议两区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交流，
拟建立教师培训基地、探索名校办学模
式，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应用和教育国际
全方位提高越秀、清城合
化的交流合作，
力共建特色学校的工作水平。
其中，拟依托越秀区的名校建立若
干个教师培训基地，孵化一批名校长、名
班主任、名教师；借鉴集团化办学经验，
推进广州名校入清合作办学，并帮助清
城区创建一批特色鲜明、品味高雅的文
化建设示范学校；发挥广州校企合作有
建立一批师生实训实践基地；
建
利平台，
设一批开放共享的学生综合实践基地；
积极开展学生交流活动(如体艺、文化、
科技等)，同时推进广州与港澳地区的结
对学校向清城延伸。
此外，全面扩大帮扶项目。利用越
秀区的教育信息技术，推动清城区教育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教学手段科技化、教
育传播信息化、教学方式现代化。希望
今后在越秀区的帮扶下，利用越秀区与
国内、国际交流的平台和资源，带动清城
区参与各项交流活动，进一步推进清城
区与境外城市间的教育合作。

石角镇“千亩花田”开业迎客
“赏花+飞行”休闲方式吸引大批游客前往观光游玩
清远日报讯 记者张彩霞 通讯员
冯刚毅 “
‘赏花+飞行’结合的休闲方
式，很适合一家人出来游玩。”体验过动
力滑翔伞的游客谢先生兴奋不已。元旦
期间，清城区石角镇黄布村委会的“千亩
花田”正式开始营业，滑翔伞、动力三角
翼项目也正式开放，吸引大量市民前往
游玩。1日当天，活动主办方还现场进行
滑翔伞表演，10部滑翔伞在花海上方低
空飞过，引得市民大声叫好。
从市区往石角镇方向，过大燕河桥
头转右，沿北江大堤行驶约2公里到黄
布南队大燕片田，这一片平坦开阔、规
划有序的千亩田地，原本只是当地村民
各自耕种的瓜果菜地。近几年通过土地
整合，并于去年年初将其中1500亩土地
承包给一家农业生态园，生态园内项目
包括飞行俱乐部、花 卉、农场 和开 展各
类户外活动，以打造成一个综合性农业
观光项目。
进入景区之后，油菜花、格桑花、鲁
冰花等花卉已经竞相开放，经过规划，在
花海之间有供游客行走的田间小路，游
客可进入花海内部，拍照游玩。
项目负责人林文绍称，该项目于去

年12月30号开始试业，元旦期间，客流量
接近10000人，客源主要为珠三角游客及
“ 目 前开 放的 项目有 花
清远周边市民，
海、骑马、飞行体验和航空器展示，反响
很好。下一步还将开发户外拓展、沙滩越
野车、特色农庄、蒙古包帐篷露营区等活
动内容。”
乘 坐 动 力 三 角 翼 飞 到 高 空 上 ，河
流、船舶、树林、沙滩、花海尽收眼底，低
空飞行时，与花海 亲密接 触，体验 感极
强。清远市民谢先生在元旦当天也前往
游玩，他说，清远很多地方都有花海、花
展等活动，但石角镇千亩花田还增加了
“‘赏花+飞行’这
少有的户外体育项目，
样结合的休闲方式，很适合一家人出来
游玩。”
从佛山过来的动力滑翔伞发烧友陈
先生接触滑翔伞飞行已经8年了。“飞行
在空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很享受！”他
表示，
“这里的飞行区域很广阔，非常适
合我们飞行爱好者练习和发挥，是一个
很好的场地。”
乡村游项目也让周边群众享受到实
惠。项目负责人林文绍介绍，通过土地整
合，村民可以获得实际收益，同时，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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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集团去年
完成销售额15.3亿元
清远日报讯 记者许甜 日前，远光
集团员工与合作伙伴欢聚一堂，共同庆祝
远光集团
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据介绍，
在2017年经营形势稳步发展，全集团累计
完成销售额15.3亿元，总体经营指标持续
上升。
远光集团董事 长蔡仲 光在 致辞 中表
示，2018年，远光集团将继续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引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应
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潮流，优化升级各子
公司的传统产业，大力开发多元市场，加快
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特种电缆等市场的
开发，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综合盈利
能力。集团将主动紧跟国家的产业政策导
向，抓住清远大发展的契机，盘活土地资
源，做好绿色发展的大文章，大力发展旅游
投资板块，积极推进秦皇森林古镇的实质
性突破以及新开发项目的开发建设。
2017年12月31日上午，远光集团新的
发展板块——
—广东远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揭牌成立。秦皇森林古镇项目是远光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后第一个大的投 资项
目。另外，
远光集团旗下中恒广场在当天顺
利封顶。

为农村青年创业致富支招

龙塘办班培训
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清 远日报 讯 记 者 陈 柏益 通 讯员
“领头
何敏灵 罗志东 近日，龙塘镇举办
雁”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为农
村青年创业致富支招。全镇15个村（居）委
会优秀农村青年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镇农技站站长、农技指
导员李国荣授课。就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技
术等专题知识，
李国荣为学员授业解惑。为
贴近应用实际，李国荣详细介绍了水稻插
秧机、收割机、喷灌一体化无人机等农业机
械设备及使用方法。还普及了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即以后在选择农机用于绿色农村
产业时，将获得更大的补贴额度。
学习期间，培训班组织学员到清远惠
农农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参观，了解种植
与水产养殖、茶叶加工等机械设备的操作
性能。

飞来峡一中：

聘请军校教官
进行准军事化管理

石角镇
“千亩花田”
的
“赏花+飞行”
休闲方式吸引大批游客。清远日报记者 张彩霞 摄
项目就在家门口，也方便村民出门游玩，
“将来客流量增大，项目还将整合村民闲

置房屋，开发民宿产品，村民一边打工一
边开民宿，经济收入会有明显增加。”

690名勤廉监督员上线履职
“微权力”
紧盯农村基层滥用

清远日报讯 记者刘洋 通讯员罗秋玲
近日，
清远市教育局局长张玉兰、清城区教
育局局长 黄展 鹏来 到飞来 峡镇 第一 初级
中学进行农村寄宿制学校发展情况调研。
据悉，飞来峡一中 学生1181人 ，住宿
1162人，大多为家离学校较远的农村学
生，最远的学生离学校有30多公里，85%
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学校 聘请 了黄 埔
青 少 年 军 校 的 教 官 5人 参 与 宿 舍 的 管 理
工作，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学 校领导和
班主任每天值班巡查管理 内宿 生。 宿舍
还设有舍长和楼长，实行学生自 主管理。
调 研期 间 ， 飞 来 峡 一 中 的校园文化
建设、乡村少年宫建设、禁毒宣传教育等工
作得到了调研组一行的好评。张玉兰表示，
飞来峡一中在寄宿制管理方面要继续实行
准军事化管理特色，提升宿舍内涵向更规
范的方向发展，把好的管理经验在市、区学
校推广。

东城一中
举办校园歌手大赛

践行
“全面从严治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案制度，要求镇街纪委从年龄、学历等方
清远日报讯 记者沈艳莉 通讯员
面严格考察，选任出民心所向、素质高、
清城纪宣 2017年，
清城区持续加大农村
基层“微腐败”治理力度，在村级换届后， 主动性 强以 及相 对稳定 的勤 廉监 督队
伍，同时，引入镇街驻村工作组成员担任
通过
690名村(社区)勤廉监督员集中上线，
紧紧
勤廉监督室常务副主任，负责勤廉监督
发挥监督实效，
把监督力量延伸到底，
，
有效
室的日常工作，确保勤廉监督室各项工
盯住村
“两委”
乃至村小组的
“微权力”
作有专人跟进。
“最后一公里”
。
打通农村基层监督的
优化勤廉监督员配置的同时，清城区
严格准入，优化勤廉监督员配置。据
纪委统一了勤廉监督室人员架构及分工
了解，清城区纪委针对前期调研发现勤
包片图、工作职责、内部管理规定及勤廉
廉监督员配置不尽合理、人员年龄结构
监督员工作职责等规范
监督室正副主任、
老化、教育层次水平较低等存在问题，建
标准，
精准定位监督员职能职
立了勤廉监督室队伍建设及成员调整备 “制度上墙”

勤廉监督员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
责。完善进退机制、考核制度、学习制度
人员补贴
律法规、村级事务、村民自治、村“两委”
等，健全保障制度，从工作经费、
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学习，帮助坚定
等方面保障勤廉监督室及其成员充分履
丰富知识储备。
职，并鼓励各镇街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 信念、
值得一提的是，清城区纪委还通过
充分调动勤廉监督员的工作积极性。
传统平台媒体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介加大
为提升勤廉监督实效，清城区纪委
对勤廉监督室的宣传，提升勤廉监督的
改进完善勤廉监督工作培训机制，结合
显现度，让农村基层群众广泛知晓这一
换届契机，从区、镇街一级层面有针对性
定期组织开展财务、扶贫、线索排查等方 “新鲜”的监督平台。截至目前，该区115
面的业务培训，提高勤廉监督室成员的
个村级勤廉监督室共实施监督350多次，
发现问题85个，提出整改意见64个，向镇
监督水平和能力，解决“不会监督”的问
题。注重能力培养，由镇街纪委定期组织
街纪委反映问题线索47条。

清城区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元旦期间，

“两抢一盗”
警情同比下降28.57%，
刑事有效警情同比下降22.67%
清远日报讯 记者苏永杰 通讯员
邹颖喆 罗欢 3日，记者从清城区公安分
该局最大限度将警
局获悉，
元旦小长假期间，
清城区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各项
力摆上路面，
节庆活动井然有序，
刑事有效警情同比下降
22.67%，
“两抢一盗”
警情同比下降28.57%。

据了解，
元旦假期清城区举办了多场
大型群众性活动，参加活动群众众多，清
城区各级公安机关出动多警种保卫力量，
确保各项大型活动能安全顺利举行。同
时，清城区交警部门针对元旦期间车辆出
行增多给清城区各条公路带来的交通压

力，节前认真开展了分析研判，结合清城
区道路情况，制定各项工作预案，保持足
处置各类交通事故及
够的警力疏导交通、
坚决消除事故隐患。
纠正各类交通违法，
此外，清城区治安大队及各派出所
结合安全生产大排查，组织开展全区出

租屋、娱乐场所治安和消防安全隐患整
治。同时，联合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重
点防火单位和公众聚集场所、易燃易爆
企业等单位排查整治，大力开展消防安
全检查，堵塞漏洞，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
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东城一中举办校园歌手大赛。
清远日报记者 刘洋 通讯员 向少萍 摄
清远日报讯 记者刘洋 通讯员向少萍
“2017
日前，
清城区东城街第一初级中学举办
年校园歌手大赛”，往届大赛第一名得主李
钰尧带来的《失落沙洲》揭开比赛序幕。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登台的是来自七
（1）班的李晓彤同学 ，一曲《一笑倾城》为
大赛搏出了强 有力 的第一 击。接下 来九
（15）班黄颖怡同学带来的《浪费》，以独特
的嗓音和成熟的歌曲驾驭能力，演绎出了
属于自己的风格。随后登台的选手也都各
具魅力……经过激烈的角逐，黄颖怡同学
摘得第一名。期间，老师们的助场演唱也
吸引同学们的关注，有的以深情触动大家
的内心，有的用淳朴的民谣唤起了大家的
共鸣，有的则以洪亮的高音引得全场惊叹
连连。
比赛历时3小时，提升了全校师生的
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也增强了班级间的
凝聚力和荣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