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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许慎高级中学2021年秋季招生简章

大鹏梳羽，蓄势展翅高飞；鱼翔浅底，静待龙门一跃！
你若为梦想远行，漯河市许慎高级中学愿为你筑路引航，插上飞翔的翅膀！

漯河高中简介

漯河高中（漯河一高）始建于

1948年，是中国卓越学校、全国课改

名校、全国教育创新示范学校、全国

“学本教育”联盟示范校、全国首批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特色中学、

全国高中素质教育示范校、河南省

文明校园、国内影响力的河南十大

教育领军品牌、河南省首批示范性

高中、河南省十大教育名片学校、河

南省综合实力十强中学。学校先后

成为北京大学“博雅计划”、清华大

学“领军计划”、复旦大学中学校长

实名推荐学校，成为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

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全国百所重

点院校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国

防生生源基地。

教师办公室

激情早晚读

学校大门

校园田径场

学生餐厅

理综教研组

一 学校概况

漯河市许慎高级中学坐落于风光旖旎、交通
便利、宁静宜学的召陵区，校园占地近百亩，是经
河南省教育厅和漯河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一所全
日制普通高中。

学校于 2019年建成招生。两年来，在“立
德树人、创新意识、创新教学、创新管理”办学理
念引导下，全体学子全面发展，学业大有长进
——参加全市联考，各科成绩较中招入校成绩
进步显著。在今年的各科教师招聘中，学校面
向全国广纳人才，向社会公布的教师薪资和福
利待遇高于本省同类高中教师平均水平，师范
类大学应届往届研究生、本科生及各科名师纷
纷报名。许慎高中以严谨的校风，全面实施“名
家治校、名师带动、名校战略”工程，全力打造享
誉中原大地的中华名校。

二 一流的硬件设施

学校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有现代化教
学楼、综合楼、教师公寓、多功能报告厅、校园田
径场、室内篮球场、师生餐厅以及先进的教学实
验室、多功能电教室、校园天网监控系统、智能校
园网络系统等教育教学设施。教室配有双空调、
希沃智慧黑板、书柜等，学生公寓配有独立卫生

间、阳台、实木床和书柜、空调等，公寓和教学楼每
层均有开水设施，保证随时提供安全优质的饮用
水。

三 雄厚的师资力量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漯河高中派出优秀管理
团队和省级、市级骨干教师参与学校的教学管理
或任教指导，还有一批新进的具有创新精神的高
学历青年教师。同时，学校聘请全国多位名校名
师来校现场讲学和交流。

四 严格的管理制度

学校管理突出一个“严”字，主抓学生的纪律
养成教育和习惯养成教育，做到了管理全天候无
缝对接、教师人人皆是管理者、校园内时时处处皆
教育。学校借助开学初的军训、日常跑操、学本课
堂培训、每天的量化考核、宿舍早晚值班老师和宿
管老师的双重管理、教室内值班老师不间断检查
等全方位的精细化管理和多种形式的教育手段，
促使学生端正态度，培养良好的纪律意识和学习
生活习惯。

五 卓越的课堂模式

学校依托漯河高中办学优势和先进的教学理

念，共享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实现与漯河高中“六
统一”（统一教学资源、统一教学理念、统一教研科
研、统一教学规划、统一教学进度和统一作业考
试）。秉持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基的宗旨，学校严
抓教育教学质量，积极推行“三维六元”卓越课堂
模式，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六 注重五育并举

学校始终坚持把德育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
位，注重帮助学生恢复和树立自信，为学生的成长
搭建平台。学校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组建
了“校园之声”广播站、英语角、足球社、时政风云
社、“绿色地球”、心动数学社、书画社、“飞羽”羽毛
球社、春秋社等学生社团。另外，学校通过举办语
文学科节、英语学科节、文综学科节、朗诵比赛、演
讲比赛、理化生学科竞赛、运动会和丰富多彩的社
团活动等，为社会培养自律、自信、自主发展的优
秀青年。

七 招生计划及报考方式

学校计划面向市区招收2021届初中应届毕
业生620人。

考生登录省中招服务平台（http://gzgl.jyt.
henan.gov.cn/zk），凭个人准考证号、证件号码和
登录密码登录系统自行填报。

在第三批次中选择“漯河市许慎高级中学”。

八 收费标准

学校新学年收费标准有所调整（新收费标准
市发改委正在审理中）。

招生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楚老师 0395-3327997

董老师 0395-3327197
2.现场咨询：现场设有参观接待处，欢迎各位

学生和家长到校参观。
3.学校位置：漯河市召陵区燕山路与滦河路

交叉口西北角。
4.关注学校微信公众号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
时全市常住人口[2]的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常住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为2367490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的2544103人相比，减少176613人。
二、户别人口
全市共有家庭户[3]758014户，集体户23930户，家庭户人

口为2217456人，集体户人口为150034人。平均每个家庭
户的人口为2.93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0.7
人。

三、性别构成情况
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1186981人，占50.14%；女

性人口为 1180509 人，占 49.86%。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04.43下降为100.55。

四、年龄构成情况
全市常住人 口 中 ，0-14 岁 人 口 为 481435 人 ，占

20.34%；15-59 岁人口为 1388273 人，占 58.64%；60 岁及
以上人口为 497782 人，占 21.03%，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为 378684 人，占 16%。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2.45个百分点，15-59岁人
口的比重下降 9.43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

升6.9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6.63个百分
点。

五、受教育情况
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口为253699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88821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983718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
的人口为501730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
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6251人上升为
10716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5587人上升为16423人，
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46318人下降为41551人，拥有小学文
化程度的由19420人上升为21192人。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市常住人口中，
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5]由 9.16年提高至9.78
年。

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
55453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
42637人，文盲率[6]由 3.85%下降为2.34%，下降1.51个百分
点。

六、城乡[7]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298358人，占

54.8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069132 人，占 45.16%。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303772人，
乡村人口减少480548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5.75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

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

（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
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
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
的人组成的户。

[4]指各县区的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
[5]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

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小学=6年，初中=9年，
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

[6]文盲率是指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
例。

[7]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
划分的。

漯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

漯河市统计局
漯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3日

地区 人口数 比重[4]

2020年 2010年
全 市 2367490 100.00 100.00
源 汇 322334 13.62 12.73
郾 城 505302 21.34 19.40
召 陵 499051 21.08 18.76
舞 阳 447130 18.89 21.16
临 颍 593673 25.08 27.94

表1 各县区常住人口
单位：人、%

年龄 人口数 比重
总 计 2367490
0-14岁 481435 20.34
15-59岁 1388273 58.64
60岁及以上 497782 21.03
其中：65岁及以上 378684 16

表2 全市常住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人、%

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 近年
来，随着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
系的建立完善，评选评奖活动日益规
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见
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社会氛
围更加浓厚，表彰奖励的激励引领作
用得到有效彰显。但是也有少数企
业、机构和个人违规开展评选评奖，
尤其是借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机违
规评选评奖，甚至收费敛财，加重了基
层和群众负担，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

为维护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法》《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评比
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
制定以下评选评奖工作的负面清单：

1.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包含“国
家”、“中国”、“中华”、“全国”、“亚
洲”、“全球”、“世界”以及类似含义
字样的评选评奖表彰活动，以及未冠
以上述字样但实质是上述范围的评选
评奖表彰活动。

2. 未经批准，不得围绕重要会
议、重大活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评
选评奖表彰活动。

3.未经批准，不得借举办峰会、

论坛、盛典、节日等活动进行设奖颁
奖表彰。

4.不得借党政机关、军队、人民
团体名义开展评选评奖表彰活动。

5.不得以排行榜、功勋谱、名人
录等名义开展营利性、商业性评选评
奖表彰活动，或在活动中收取及变相
收取费用。

6.不得以注册商标为名违规开展
评选评奖表彰活动。

7.未经批准，不得联合国（境）
外组织举办评选评奖表彰活动。

8.未经批准，不得借评选评奖表
彰之机向有关机构及个人颁授勋章、

荣誉称号、奖章、纪念章等。
9.不得非法设计制作销售颁发勋

章、奖章和纪念章。
10.不得开展其他违法违规的评

选评奖表彰活动及设计制作颁授勋
章、奖章和纪念章。

11.不得对违规评选评奖表彰活
动进行宣传报道。

对上述行为，有关部门将依法依
规予以严厉查处，并根据事实、情节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欢迎社会进行监督。举报平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表彰奖励专
栏举报平台；举报电话：12333。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
制定关于评选评奖活动的负面清单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今天，江西省
于都县、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四十七团、陕西省延川县文安
驿镇、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北京大
学、鞍钢集团、云南省军区昆明退休干部
休养所等多个地方和单位举行庄重简朴的
仪式，向健在的截至2021年7月1日党龄
达到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据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同志介绍，首次颁发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颁
发工作将一直持续到今年7月1日，全国将
有710多万名老党员获颁纪念章。首次颁
发后，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一般每年

“七一”都将集中颁发一次纪念章。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通径为50毫

米，材质为铜和锌合金，主色调为红色和
金色。主章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
碑、向日葵、光荣花、光芒等元素构成，
其中党徽象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党员信
念坚定、对党忠诚，丰碑寓意党的光辉历
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寓意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光芒象征党
的光辉照耀，五角星代表薪火相传，光荣
花寓意繁荣盛世、国泰民安和褒奖荣耀，
旗帜象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事业永续。
副章由山河、中国结和红飘带等元素组
成，飘带上雕有“光荣在党50年”字样，
寓意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攀高
峰、永葆青春。

“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颁发工作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