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中小学信息化校园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出台

2015年，高中生、电脑比达8:1
本报枣庄4月8日讯 (记

者 杨霄) 6日，记者从枣
庄市教育局获悉，全市中小
学信息化校园建设工程实
施方案出台，按照《枣庄市
中小学信息化校园建设工
程(2011～2015年)》的要求，
学校要有计算机网络教室，
达到最大班额人手一机，小
学生机比(学生数与学生用
计算机比例)达16：1，初中生
机比达12：1，高中生机比达
8：1。

据悉，按照中小学信息
化建设工程方案的目标，到
2015年，全市50%的学校达
到信息化校园标准，创建

100所信息化校园示范校，
其中2012年创建20所，2013

年创建40所，2014～2015年
创建40所。各区(市)按照信
息化校园示范校1:3的比例
创建信息化校园(县级信息
化校园示范校 )。各学校的
信息技术费、电教费要做到
专款专用。

根据《枣庄市中小学信
息化校园建设工程(2011～
2015年)》，对学校的要求包
括计算机网络教室，达到最
大班额人手一机，小学生机
比(学生数与学生用计算机
比例)达16：1，初中生机比达
12：1，高中生机比达8：1；师

机比(学科教师数与教师用
计算机比例)达1：1。对教师
也提出了要求，各教师积极
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备课。
50岁以下的男教师和45岁
以下的女教师能利用相关
教育资源和素材进行电子
备课，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
有效整合的课均有电子教
案。

方案还要求，自 2 0 1 2

年起，各区(市)教育局于每
个季度末月 2 6日前，以书
面和电子稿形式将工程进
展情况上报至市教育局。
在信息化校园建设的过程
中，建立和实行奖惩制度。

对于通过验收的学校，授
予相关称号；对于按时按
比例完成区域内“信息化
校园示范校”及“信息化校
园”的区 (市 )，市设立专门
奖补资金进行奖励。对于
在中小学信息化校园建设
工程实施过程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人员，给予
表彰奖励；对于工作不力
的，予以通报批评。

在2012年4月15日前，
要求各区 (市 )教育局将各
自的信息化校园创建实施
方案和2012～2015年每年
的信息化校园创建名单报
送至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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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面对面” 把关“百分百”
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攻坚克难劲不减力不松

去年以来，峄城区峨山镇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区委、
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计生局
的具体指导下，抓基层、打基
础，顺利通过各级人口责任目
标考核，解除了“黄牌警告”。回
顾去年以来的工作，主要呈现
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组织保障
不断加强。出台了一系列加强
计生工作的文件，层层签订了
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了目标
明确、任务清晰。并多方筹措资
金，保证了计划生育事业费的
优先投入。二是宣传渠道不断
拓宽。完善了婚育文化大院、宣
传一条街，在大官庄村、西马寨
村建立了高标准的宣传示范
点，并在全镇推广，中国人口
报、齐鲁晚报等多家报刊媒体
刊登了该镇的经验做法。去年1
月份，市计生委领导带领各区
市的分管局长、宣传科长到大
官庄村进行现场观摩，给予了
高度评价。三是优质服务全面
推行。投资20万元，配套完善了
计生服务设施，以综合查体为
平台，全面落实孕情跟踪服务，
并紧扣“生育关怀”主线，各项
奖励扶助资金发放到位。四是
基础工作不断夯实。区委对乡
镇班子调整之后，峨山镇新一
届党委政府第一次党政成员会

议和第一次干部大会就把计生
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
了重奖重罚机制，在全镇迅速
掀起了新班子开局工作的首场
攻坚硬仗，镇村干部全员上阵，
连夜加班，虹膜仪验证查体、节
育措施任务落实、抚养费征收、
机关企事业单位清理清查等各
项指标均超额完成了任务，特
别是虹膜验证查体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计生考核年度第一季
度的工作综合排名位居全区第
一位，3月24日，峄城区计生综
合查体观摩现场会在该镇大官
庄村召开，人口计生工作呈现
崭新、向上的局面。

在今后的工作中，该镇将
借助全区“三新”解放思想大讨
论活动的东风，进一步强化全
民国策意识，以更大的决心、更
大的力度、更强的措施抓紧抓
好人口计生工作。

发动宣传新攻势，坚决

打好计生工作攻心战

一是下定决心。因村制宜
召开形势分析会，明确奋斗目
标，制定工作措施，切实树立起
加快赶超的决心。二是强力震
慑。对重点违法生育户进行集
中处理，对钉子户、难缠头依法

强制执行，挑选适当时机，组织
各村“两委”成员和部分违法生
育户召开反面典型观摩会，在
全镇形成强大的震慑作用。三
是全民动员。建立严格的包保
责任制，进村入户开展面对面
宣传，把党委政府抓计划生育
工作的决心及严厉措施传递给
广大群众，并以兑现扶助奖励
政策和提供优质服务为推动，
切实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和持
续的高压态势。

严把关口抓落实，坚决

打好计生工作攻坚战

一是重心下移，深化村民
自治。该镇将进一步健全“政府
推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
权自律”的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工作格局，借助计生协会为载
体，按照村民自治“六化”机制，
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利益导向、
宣传教育、婚育新风等工作的
开展。二是实行风险抵押金制
度，推行一条线奖惩。镇村干部
分别缴纳风险抵押金，实行一
条线奖惩，对于不负责任造成
工作被动的，坚决实行一票否
决，取消一切评先树优的资格！
同时，狠抓违规违纪党员干部
的处理，对于带头超生和包庇、

纵容超生的，一律严惩不贷！三
是彻底清理清查，不留死角。举
全镇之力持续开展大清查活
动，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人不漏项，逐一建档立案，切实
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切实解决
好计生工作被动的源头问题。
四是抓住关键环节，搞好重点
突破。集中整治出生、初婚漏
统、节育措施落实、社会抚养费
征收、环孕情检查等重点难点
问题，突出外出大龄男女未婚
青年、整户外出和常年在外等
重点人群，落实到每个干部身
上，逐人分析定性，排查摸底，
严格落实在外漏管人员的虹膜
验证查体工作，坚决消除计划
外生育隐患。

协同联动强责任，坚决

打好计生工作保卫战

一是加强组织保障，实行
部门联动。党政一把手负总责
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全
面抓，村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
人，副科级领导干部和包村干
部包督促包检查具体抓，计生
专干和技术服务人员包服务包
业务规范抓。与派出所、卫生院
等镇直相关责任部门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彻底改变计生部门

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形成
千斤重担众人挑，全镇上下一
条心，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
作格局。二是建立有奖举报制
度，建立信访内控机制。引导鼓
励广大群众检举揭发违法生育
户和包庇纵容违法生育甚至带
头违法生育的党员干部，镇政
府成立了专门的计生信访办公
室，接到举报立即查处，在全镇
内部建立畅通无阻的计生隐患
问题排查处理渠道，确保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把计生信
访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
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工作基础。
加强对计生专职主任和计生办
内部人员的管理，强化对镇村
两级计生人员的业务培训，培
养打造一支素质优良、业务精
干、能打硬仗、经得住考验的计
生专职队伍。

峄城峨山镇党委政府把计
划生育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
抓，并一抓到底，敢于攻坚破
难，解除了多年计生工作的被
动局面，这得益于区委、区政府
的正确领导及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与协调。在今后的一段时间
内，镇党委政府将排除计生工
作中的一切不利因素，攻坚克
难不减力，将计生工作推向更
高的水平。 (张厚军)

连日来，枣庄市
市中区税郭镇加大对
非法占地行为的执法
力度，组成多部门70

余人的联合执法队
伍，对辖区20余处违
规建房、土小企业进
行了铲除和取缔，进
一步遏制了犯罪分子
的违法行为。图为：近
日，一辆铲车正在对
违法占地的几处非法
炼油小作坊进行铲
除。

本报记者 徐萌
本报通讯员 黄加

芳 摄

安利纽崔莱健康快车

山东巡回活动展开

本报讯 4月 5日 ,在
第 6 5 个世界健康日到来
前夕 ,临沂市商城会展中
心广场上 ,一辆印有“安利
纽崔莱动力新干线”的厢
式改装车吸引了广大市
民的驻足。这辆名为“齐
鲁号”的健康快车 ,承载着

“将健康带到您身边”的
使命 ,提供健康测试和专
业的营养咨询。

健康快车从临沂出
发 ,在2012年4月至2013年
3月间 ,经过济宁、聊城、泰
安、淄博、潍坊、烟台、威
海、即墨、日照、枣庄、东
营的两轮巡回 ,最终将再
度回到临沂 ,足迹遍布省
内12个城市。

据了解，此次健康营
养知识普及流动中配备
的安利纽崔莱“齐鲁号”
健 康 快 车 ，作 为 特 色 载
体，不仅承载了配套的健
康测试仪器，还装载着许
多营养健康专家。在流动
现场，设立了专家咨询区
域，以利便市民根据自己
的体检结果进行相关健
康咨询。

在纽崔莱动力新干

线临沂启航典礼上，山东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
与食物卫生研究所所长、
山东营养学会理事长、中
国保健食物评审委员会
委员徐贵发先生也莅临
现场，给予了高度评价，
以为这项旨在积极传播
健康理念，引导民众关注
健康的流动，对推动当地
公共健康事业意义深远。

纽崔莱“齐鲁号”健康
快车山东巡回流动中将免
费为市民提供骨密度测试、
人体成分测试、动脉健康状
况测试和营养自测，市民可
自行进行测试并根据结果
咨询相关健康营养专家。在
健康测试中，骨密度测试可
以通过丈量人体骨密度值
来反映人体患有骨质松散
的风险。通过人体成分测
试，可丈量出人体四大成分
(水份、蛋白质、无机物、脂
肪)的总量及腹部脂肪的比
例，进而匡助人们了解自身
的基本健康状况。全自动动
脉健康状况测试可匡助人
们评估自身的动脉健康状
况，从而加强市民对自身
健康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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