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报十几天，小记者更自信了
即日起接受第二期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21日下午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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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营销销秀秀

本报7月17日讯(见习记者
石超 ) 暑期营销秀活动第一期
即将接近尾声，小记者们售报的
数量越来越可观。不少家长表
示，活动不仅让孩子养成了早起
的好习惯，还磨练了孩子的意
志，可谓是收获颇丰。

在两周时间里，虽然多是阴
雨天气，但小记者们售报热情却

很高。“这两天我定了110份，并
且都能卖完，现在感觉卖报纸很
轻松了。”小记者韩再宏高兴地
说。从第一天卖20份报纸到现在
每天能卖一百多份，韩再宏卖报
数量几乎增加了五倍。不少小记
者跟韩再宏一样，卖报数量一直
在增加。“到今天为止，我一共卖
了将近200份报纸了。”小报童刘

志硕告诉记者。
不仅报纸卖得多，不少小记

者还通过参加活动增强了自己
的沟通能力。“原来都不敢开口
说话，现在好了。”孙超的爸爸告
诉记者，孙超刚开始都不敢开口
说话，通过参加活动变得外向起
来，后来说话声音也大了，显得
自信了。

有的小记者还敢于挑战自
己，勇于磨练自己的意志。很多
家长都打来电话：“这个活动确
实给孩子带来很大变化，看到
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我心里挺
高兴的。”“以前暑假的时候早
上从来起不了这么早，现在每
天不到六点就起床了，而且还
能坚持下来。让孩子养成了早

起的好习惯，还磨练了孩子的
意志，这对孩子来说是最大的
收获！”

第二届全市中小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暨营销秀大赛活动共
分三期 ,即日起接受第二期报名 ,

报名截止时间为 7月 2 1日下午 3

点。
报名电话 :3210021、3210018

售完自个儿的再帮别人卖

情商训练课名额仅剩10个
要报名的家长可要抓紧哦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张爽)

“周日下午的情商训练课程还可
以报名吗？我想和孩子一起去参
加。”17日上午，记者不断接到家长
打来的报名电话。截至目前，活动
名额仅剩10个，想要参加的小报童
要抓紧时间啦。

此次活动，本报特地邀请龅
牙兔(济南)儿童情商乐园的著

名讲师来滨州为本报小报童们
免费进行情商训练。“这样的课
程我只从其他城市见到过，没想
到滨州也有，我很想和孩子去听
听，也学习一下。”一位家长对记
者说。

龅牙兔(济南)儿童情商乐
园是专业从事0--12岁儿童情商
教育的权威连锁机构,拥有一支

专业的儿童情商训练师团队。此
次活动由于场地限制,仅限50人,
截至目前为止仅剩10个名额，凡
是参加本报营销秀活动的小报
童均可免费参加此次训练。

活动时间 : 7月 2 1日下午 2

点—4点。
报 名 电 话 : 3 2 1 0 0 2 1 、

13954370239。

距本报高招会(高职场)还有10天
目前共有70余所省内高职院校参加本报高招会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张
凯 见习记者 石超 ) 记者
从高招会组委会获悉，山东职
业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
职院校将于7月28日来滨州参
加本报高招会高职专场。目前
共有 7 0 余所省内高职院校参
加本报高招会。

据了解，此次高招会为高
职专场，不仅为考生设立了高
职院校咨询专区，还设立了留
学、培训等专区，没有达到本
科分数线的考生照样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学校。咨询会现场

考生和家长可面对面与高校招
生人员交流，现场得到学校招
生负责人的志愿填报建议。

目前共有山东外事翻译职
业学院、滨州职业学院、山东
协 和 学 院 、山 东 现 代 职 业 学
院、山东职业学院、山东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凯文科技
职业学院、济南职业学院、山
东英才学院、烟台南山学院、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山东
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务
职业学院、青岛港湾职业技术
学院等 7 0 余所省内高职院校
参 加本报滨州高考招生咨询

会。
21日起，考生可凭高考准

考证、学生证到本报今日滨州
编辑部免费领取咨询会门票。

本报滨州编辑部地址：滨
城区黄河十路渤海九路交叉口
锦城大厦八楼。

咨 询 电 话 ：3 2 1 0 0 2 1 ,
3210018 ,18754399234

活 动 地 址 ：政 通 人 才 市
场，滨州市滨城区渤海七路604

号 ,黄河五路与渤海七路交叉
口向北100米路东，滨州市内可
乘 1、1 0 1、1 6、7、1 1路银茂大酒
店站下向北100米路东。

追踪报道：

施工工地被责令整改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泽

云 通讯员 张震) 16日，本报
以《赶工期晚上施工 小区居民
睡不好》为题报道了滨州市水利
小区市民因建筑工地在夜晚施
工严重影响其休息。17日，滨州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到该施工方下达了《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

16日，黄河二路水利小区市民
反映他们所住小区后门现在正有
建筑工地在施工，有时晚上一直到
12点，早上不到5点就开始施工，严
重影响他们正常休息。记者通过徐
家家园小区施工方建筑工人得知，
他们正在赶工期。

17日，滨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工作人员到黄河二路附近的
徐家家园建筑工地找到施工方队
长，给施工方下达了《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该通知书上写明，经查
证，徐家家园施工方滨州市筑城置
业有限公司施工期间噪音扰民的
行为违反了《山东省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和《山东省环境
噪音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八条第
二项的规定，依法责令该单位于
2013年7月17日前停止噪音扰民行
为，若逾期不履行上述义务，将承
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吕柄昆 授田英才
学园 120份

韩再宏 滨城区第
四小学 110份

耿佳琦 滨城区第
四小学 100份

杨抒鑫 滨城区实
验小学 100份

曹诗宜 滨城区第
一小学 80份

孙超 滨城区第一
小学 60份

排排行行榜榜
7月17日营销秀排行榜

小报童王彤宇卖报的地点选
在了清怡小区。不到40分钟，王彤
宇就卖出了预定的20份报纸。卖完
报后她觉得很不过瘾，在回家途中
正巧遇见了另一位正在卖报的小
报童，她随即将自己刚挣的1块钱
拿出买了这个小报童的一份报纸。

“看到她我就想起了自己，我觉得

她和我一样不容易，所以我要帮
她。后来我把买的那份报纸又卖给
了别人。”

王彤宇的妈妈说：王彤宇进步
很大，卖起报纸来很轻松，这次活动
也培养了她助人为乐的精神，很为
她骄傲。

本报见习记者 邵芳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16日，在无棣县中医院门
诊楼前举行了“无棣县中医院公
益医疗救助金”启动暨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成立仪式。市红十字会
副会长姜凌红，市红十字会赈济
部部长李金生，县政府副县长、
红十字会会长关莉莉等参与了
启动仪式。

无棣县中医院院长陈连坤介
绍了医院公益医疗救助工作的开
展情况，许多爱心单位代表向无
棣县红十字会捐赠了救助金。同

时无棣县中医院还成立了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为医务工作者参与
社会公益事业搭建了一个有效平
台。

无棣县中医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成立这项公益医疗救助金，主
要是为了救助那些因病致贫的群
众，中医院公益医疗救助金将专
项用于中医院贫困家庭住院病
人。现场仪式结束后，参会的主要
负责人到无棣县中医院病房走访
慰问了贫困住院病人，并为这些
贫困患者发放了救助金。

无棣县红十字会
公益医疗救助金启动

三三个个小小朋朋友友卖卖完完报报纸纸很很开开心心
本本报报实实习习生生 马马翔翔宇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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