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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区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

幸福南路小学
的
“幸福课程”

◇全媒体记者 宿珺

◇全媒体记者 常淑芬

本报讯 近日，昆区庆祝第 33个
教师节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
大会在区市民大厅 1号楼会议中心
隆重召开。
据了解，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及
市教育局的领导参加了庆祝活动。
同时，区属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非教学单位党
政负责人、民办教育机构负责人，区
教育局机关科室负责人以及受表彰
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也参加了
庆祝活动。
今年教师节，昆区委、区政府对
杨志刚等 10名“领航校长”，赵起超
等 16名“卓越教师”，康震宇等 15名
“最美教师”，任红梅等 79名“师德标
兵”教师，刘现等 138名“优秀教师”，
高志慧等 64名“优秀班主任”，曹成

相关新闻

本报讯 新学期到来，与其他学校的
暑假作业不同，
幸福南路小学一校区学生
们完成的是“作业大卖场”
“ 作业 4S店”
“作业随意购”
，
这些寓教于乐的实践和体
验作业其实是学校的
“幸福课程系统”
。
据了解，
“ 幸福课程系统”包括校本
微课、特色拓展、社团提升、年段拓展、实
践活动、亲子课堂等近百门课程。
这么多课程由何而来？课程的设置
又基于什么理由？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该校课程的依据就是国家发布的学生核
心素养，然后根据学校学生的特点，准确
提炼出符合本校学生实际的核心素养。

◆表彰现场
秀等 44名“优秀教育工作者”，聂亚 “尊师重教先进集体”予以表彰。同
苗等 110名“青年教师岗位成才奖” 时授予冀俊彩等 155名同志“光荣人
教师，包钢第五中学等 30个“教育工
民教师”荣誉称号。
作先进集体”、包钢集团公司等 20个

北重四小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

包钢实验二小庆祝教师节

◇全媒体记者 杨培霞 通讯员 屈广欢

活 动 在 学 生 们 演 唱 的 歌 曲《老
师》中拉开帷幕，整个活动，老师们以
朗读的形式，表达了自己从教生涯的
感想和感触。
此 外 ，学 校 进 行 了 新 一 年 度 的

本报讯 9月 6日，包钢实验二小
举 行 庆 祝 第 33个 教 师 节 暨 表 彰 活
动。

◇全媒体记者 常淑芬 通讯员 董彩霞

“青蓝工程”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师
徒结对签字仪式。同时，对 25位教
师进行表彰，并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日
子里继续以榜样的角色砥砺前行，引
领包钢实验二小的教育蒸蒸日上。

节日里教师快乐健步行
◇全媒体记者 常淑芬 通讯员 杨敏
本报讯 为庆祝第 33个教师节，
9月 9日，一机七小在赛汗塔拉公园

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快乐健步，你我
同行”的活动，让教师在行走中欢度
教师节。
一机七小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健步走已经成为人民大众比较喜爱
的运动，学校在教师节期间组织这项
活动，
有益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有
助于增强教职工队伍的凝聚力。

全国青少年曲棍球锦标赛万水泉小学再夺冠军
◇全媒体记者 杨培霞 通讯员 苏静
本报讯 9月 12日，内蒙古晨报全媒

注销公告
包头市铭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7年 9月 1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宋云光 联系电话：18547226667
地址：昆区团结大街 15号街坊明日星城文景苑 26栋 110号底店
邮编：014010
包头市铭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9月 8日

注销公告
包头市两仪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7年 9月 1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韩树国 联系电话：18547226667
地址：昆区友谊大街 21号街坊(
锦鸿苑)
2、3栋间商店-16
邮编：014010
包头市两仪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1日

遗失声明
包头市鑫升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证件注册号：150291000033445。特
此声明。
不慎将包头市长成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遗失，代码：07557397-0，声明作废。
不慎将包头市长成农民专业合作社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遗失，税务登记证号码：150203075573970，声
明作废。
东河区人民法院王强不慎将执行公务证（编号：
15020314
）遗失，特此声明。

体记者了解到，在近日国家体育
总局举办的第九届全国青少年
U12曲棍球锦标赛决赛中，稀土高
新区万水泉中心小学男子曲棍球
队以 6:
2战胜新疆塔城队取得冠
军，实现了全国青少年曲棍球锦
标赛
“五连冠”
。

据了解，万水泉中心小学男子曲
棍球队成立于 2013年，成立五年来，
凭借教练员与队员的刻苦训练、顽强
拼搏实现了参赛五次，五次夺冠的骄
人成绩，今年更是以六战全胜，进 47
球，仅失 2球的成绩力压 14支代表队
强势夺冠。

本报讯 9月 11日，
北重四小召开
“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
做敢于担当、
勇于奉献的合格党员”
专题研
讨会，
全体党员、
积极分子参加了会议。
会前，学校党支部安排党员教师暑
期进行了自学、撰写学习体会，要求广大
党员全面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学一
做，
践行党员承诺。
研讨会上，党员老师们纷纷表示，一
定牢记总书记嘱托，牢记党和人民赋予
的使命，大力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
“蒙古马精神”，把对党的赤诚和忠贞融
入到教育教学工作当中，把学习贯彻讲
话精神转化为推动教育教学发展的强大
动力，勇于争先，敢于创新，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做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合格党
员和人民满意的合格教师。

康巴什巡防大队坚决遏制队伍中出
现违法违纪行为，为此大队不仅从制度上
有效规范，在管理中也始 终常抓不懈，使
全体民警树立起良好的自觉遵守意识。
李兴亿

包九中 2017高考化学试题分析（2卷）
高三化学备课组 善玉琴
高考结束后，本报特别邀请包头
市第九中学的名师，对高考各学科的
备考进行交流学习，希望广大教师及
学生从中受益。
善玉琴：1
9
8
9年在包九中工作至
今；高级教师；先后有多篇论文获得
自治区级一、二等奖，以及包头市一、
三等奖；先后获自治区级园丁、包头
市教学能手、包头市学科带头人、包
头市普通高中培养创新拔尖人才指
导教师、包头市优秀辅导教师等荣誉
称号。
试卷结构及考点分布
与 2016高 考 化 学 试 题 相 比 ，
2017年的化学试题在题型、题量、分
值上保持相对稳定，试卷结构稍有变
化，试卷长度有所缩短，试题涵盖了
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等内容。

试题特点分析
1.
坚持立德树人，传承优秀科技
文化
试题以科学家最新研究成果为
素材设置情景编制试题，考核知识
点，并从试题素材、知识点及情景设
置等角度引导考生关注我国社会、经
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2.
贴近生活实际，注重化学学科
的实用性
题 目 设 计 贴 近 生 活 ，具 有 实 用
性。
3.
立足教材，对重点内容进行重
点考查，符合考纲说明
例如，试题重点考查内容有阿伏
伽德罗常数、氧化还原反应、元素周
期表、元素周期律、以工业流程为依
托的元素化合物的性质、电解原理以

及应用等知识。总体上看，考查内容
覆盖面大，
但难度不大。
4.
注重学科素养和能力的考查
试题编制从化学“具有实际应用
意义”特点出发，联系实际创设化学
应用情景，引导学生认识化学学科的
价值，同时注重化学学习能力的考
核。
5.
灌输绿色化学思想
化学与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相
融合产生诸多的交叉学科，试题从环
境化学角度设计了化学与生活的相
关内容进行考核。
总之，试题立足基础，稳中有变，
形式灵活，难度适中。没有出现偏、
难、怪的试题，落实了 2016年底大纲
修订思路，考查学生必备知识内容，
能够公平公正地考查学生的综合能
力和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