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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静娴）8
月 27日尖草坪区消息，为有效
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提升群众
防骗识骗能力，古城街道御景
湾社区联合派出所民警，向居
民宣传讲解身边的真实案例，
动员群众下载注册“国家反诈
中心”APP，筑牢反诈防线。

在御景湾三期小区，正在
唠嗑的居民张大妈看到前来宣
传反诈知识的社区干部小郭，自

信地表示：“我平时很警惕，不会
被骗的。”“阿姨，您可不敢这样
想，现在骗子的套路花样百出，
御景湾二期业主刘女士 8月 11
日在网上刷单，就被骗走 9.8万
元，三期业主杨女士在网上贷款
也被骗了。您下载‘国家反诈中
心’APP实名注册一下，这个程序
可以帮我们识别骗子身份，并及
时预警，降低被骗的可能性。”小
郭耐心地讲解了发生在小区居

民身上的受骗案例，让更多居
民对电信诈骗重视起来。“没想
到咱们身边还真有人被骗啊，快
教教我怎么下载注册。”张大妈
说。网格员和民警还来到沿街
商铺等地，向店主和居民发放预
防电信诈骗宣传单，讲解电信诈
骗的方式、种类和手段，介绍“国
家反诈中心”APP的功能，引导
居民及时下载，提升防范、鉴别
和自我保护能力。

本报讯（记者 袁剑锋
通讯员 刘璟琛 文/摄）欢乐
的暑假生活就要结束了，为纪
念“欢乐一夏”，8月 26日下午，
杏花岭区赛马场区域党群服务
中心联合太原市喜利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举行“DIY马克杯”活
动，同时在三个平台直播，和更
多的市民一起分享快乐。

活动开始后，孩子认真看
着桌子上的各种工具，这是他们
第一次在杯子上作画，非常好
奇。在老师和工作人员的悉心
指导下，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拿起
画笔，将心中的构想画在杯子
上。或是憨态可掬的卡通人物，
或是盛放的花朵，或是让人“捉
摸不透”的抽象派写生……经过
构思、打底稿、上色，一个个创

意十足的作品诞生了。孩子们
一边高兴地拍照留念，一边欣
赏各自的作品，现场欢笑声不
断。

本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提

供了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平
台，又帮他们培养了发现“美”
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大家能聚
在一起，互通友谊，增进彼此的
情感，一举多得。

本报讯（记者 徐方
伟 通讯员 高彦东）8 月
28日万柏林区消息，为切实
把好村（社区）“两委”换届
研判关、程序关、责任关，该
区采取红橙绿“三色研判”
工作法，着力解决选情摸不
准、程序把不严、指导不精
细等问题，确保换届工作顺
利进行。

万柏林区扎实开展“入
户大走访、选情大研判”行
动，成立区级研判小组，由
区委书记带头、28名区级领
导带队深入包联街道，走访

4310 户、6939 人，召开座谈
会 102次，对 138个村（社区）

“两委”班子进行“三色研
判”，确定“绿色”平稳村（社
区）107 个，占比 77.5%，“橙
色”复杂村（社区）22个，占比
15.9%，“红色”难点村（社区）9
个，占比 6.5%。列为“橙色”

“红色”的村（社区），由包联街
道的区级领导挂点督办，街道
党工委书记亲自负责，针对
存在的问题，“一村（社区）一
策”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
措施和时限，确保圆满完成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本报讯（记者 司勇）8
月 28日小店区消息，该区坚
持“先清底后换届、先定人
再换届”的工作思路，以“三
访三研三必谈”工作模式，
细化村（社区）“两委”换届
选举前期准备工作。

三访问效清底数。小
店区将换届前期准备工作
细化为三个阶段，实施三轮
大走访，成立街乡走访专
班，严格按照“五必访”工作
要求，对 180 个村（社区）开
展“地毯式”“拉网式”摸排，
入户谈话、民主测评，“一村
一册，一户一谈”，累计走访
1.4万人次，全面摸清村情选
情民情。

三研会诊明选情。成
立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换届
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区委常
委会、调度会“集中会诊”，专

题研究换届工作。各街乡党
（工）委召开191次座谈会、88
次调度会，逐村逐社区“把脉
会诊”，对基本情况、班子运
转、党员现状、人选储备、群众
诉求、风险隐患等方面开展
全面、细致分析研判，划分确
定“绿色”平稳容易村130个、

“橙色”相对复杂村36个、“红
色”重点难点村14个。

三谈酝酿定人选。打
破座谈交流等传统模式，走
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做
到初步人选必谈、能人强人
好人必谈、进退留转人员必
谈。通过宣传换届政策，摸
清干部思想，倾听群众呼
声，化解一批信访矛盾，办
好一批民生实事，发现储备
一批优秀人才，淘汰退出一
批不胜任的干部，确定不再
提名 35人，转岗 20人。

本报讯（记者 岳娟红）8
月 28日，全市初一新生统一均
衡编班。记者在太原三十七中
初一均衡编班现场看到，整个
编班流程完全按照教育部门统
一的编班程序进行，实现了编
班的公平公开公正。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以及
100 名家长代表在现场见证了
均衡编班过程。

上午 9 时均衡编班开始。
今年，三十七中初一按计划招
收 14 个班。工作人员导入学
生数据。700 名学生均衡分入
14个班。随后，14位班主任老
师通过抓阄的方式确定了自己
所带班级。班级花名册经班主
任老师和学校确认后，上传到
区教育局指定邮箱。

均衡编班现场最吸引家长

的，是 14位老师逐一介绍自己
的管理风格和教育理念。老师
们风格不同各有特色：从教二
三十年的老教师经验丰富、管
理有方、成绩突出；多年带班主
任的老师谈起师生情谊潸然落
泪；年轻教师思维活跃、积极进
取、干劲十足。家长们纷纷表
示，均衡编班公平公正，看到这
样的教师团队很踏实。

本报讯（记者 张晓丽）“教
师这个职业是个良心活儿，只有
拥有高度责任心，才能主动投入
到自我完善的学习中。”8 月 28
日，省教科院与五一路小学教育
集团签署“聚焦学生核心素养，提
升欣赏教育品质”的项目合作协

议，会上，专家对青年教师提出了
殷切期望。该项目的启动，标志
着省内名优教师将“组团”对五一
路小学教育集团新入职教师和青
年教师进行培养。

“双减”政策的落地，对教师
素质以及学校课堂效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了持续提高五一路
小学集团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
队伍的专业素养，省教科院和五一
路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实施了此次
集教研、科研、课程建设和教师培
训为一体的行动计划。专家团队
主要由我省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

师、特级教师组成，这些省内名优
教师将组成学科导师团队，以省级
规划课题《概念导航下的大单元教
学行动研究》为引领，带动五一路
小学集团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
参与课程建设、教学设计、教学评
价等方面的行动研究，利用线上辅

导和线下实地指导的方式，带领新
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从教育教学
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技能等方面，
提升专业发展水平，通过课题研
究、教学实践，形成校本课程资源，
在进一步的教学实践和研究中培
育学校特有的教学成果。

省教科院与五一路小学教育集团携手

名优教师“组团”培养青年教师

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8
月 28 日，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执
法人员，对清徐县重点区域大
气环境问题展开明察暗访。执
法人员发现，该县存在高温时
段修路、土方乱倾乱倒、企业环
保治理水平低下等问题。

在汾河干渠边，远远便看
到一股青烟腾起。原来，汾河
干渠堤顶路正在铺设沥青路
面。停在一旁的沥青运输车，

竟是用帆布盖着沥青料，起不
到应有的密闭作用。执法人员
表示，沥青烟中含有大量的挥
发性有机物,为减少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我市出台规定，至 9
月底，晴朗天气下每日 10 时至
18 时，应停止沥青铺设等 4 类
作业，实施错峰施工。上午 11
时许，执法人员离开清徐县时，
施工仍未停止。据介绍，7 月
份，我市 18 个污染天气的首要

污染物全部是臭氧，而挥发性
有机物是形成臭氧的重要前体
物。

在西谷乡 339国道旁，因渣
土以及混凝土类建筑垃圾乱倾
乱倒，形成数个足球场大的建
筑垃圾场，厚度近 2米。大量黄
土裸露着，没有任何苫盖。

进入位于王答乡的山西科
德垣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机器
轰隆隆作响。这里正在实施耐

火材料切割作业，现场一片灰
尘，而收尘装置竟起不到收尘
效果。机器旁的工人则存在违
规露天焊接问题。执法人员检
查发现，该公司耐火材料生产
的多个工序均未做到污染物有
效收集，更像个生产作坊：下料
口没有除尘装置，料口的地板
上满是浮尘；材料筛分车间，因
除尘效果差，积尘问题突出；耐
火材料挤出工序中使用亚麻油

和棕榈油，而对于两种油在高
温下的挥发，却没有配套回收
处理装置。

距离科德垣公司不远的太
原天翔保温管有限公司，生产
过程中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等
污染物。执法人员检查时发
现，用于处理污染物的紫外线
光氧催化设备上数盏紫外线灯
灯管不亮，起不到应有的处理
效果。

执法人员在清徐县明察暗访时发现问题

高温时段修路 渣土胡乱倾倒 企业环保设施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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