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让学生迅速收心归位，保持课堂听
讲专注度，保证课堂学习效率和自习质
量，临淄二中组织了“开学第一课”主题活
动。首先老师指导学生如何提高课堂学习
效率。结合学科和本班实际，提出作业完
成的要求和标准。其次，要求所有任课教
师备好课，教务处进行检查。 （郑军）

临淄区第二中学：

组织专题活动帮学生收心

近日，悦庄中心幼儿园组织相关人员
对幼儿园大型玩具设施进行安全隐患大
排查。检查以“不走过场，不留死角”为宗
旨，对视觉隐蔽点的安全情况进行仔细查
看。同时，采用“随走随查”的形式查看了
幼儿及教师的活动安全情况。通过排查安
全隐患，确保幼儿在园安全。 (吕凤)

沂源县悦庄中心幼儿园：

排查隐患保幼儿安全

■ 教育简讯

日前，田庄镇2017年教学工作研讨
会召开，田庄镇中心学校、中学、小学、
幼儿园全体教师参加。本次教学工作研
讨会以“打造高效课堂、提升教学质量”
为中心，从本土文化融入教学实践、如
何让学生在课堂上不走神、如何成为学
生的标杆与楷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
讨，继续打造精品课堂。 (于春苗)

桓台县田庄镇：

召开教学工作研讨会

近日，皇城一中举办了食堂从业人
员培训班活动。培训班上，后勤工作负责
人从个人卫生习惯到公共设施的安全使
用，以及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服务水平等
方面做了重点强调。学校负责餐厅工作
的管理人员还带领大家学习了相关法律
法规，并进行了测试。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举办食堂从业人员培训班
凤凰镇召口小学本学期多举措进一

步提升班主任教师综合能力。学期内将
不定期与兄弟学校的班主任教师进行
班级管理经验交流活动；要求班主任教
师一个学期共读1-2本班级管理书籍，
并交流学习感受，总结优良经验做法。
多项措施的推进，将有力促进班主任教
师的班级管理水平。 (边秀书)

临淄区召口小学：

提升班主任综合能力

日前，中埠镇小学15名语文老师进
入考场，进行一场特殊的考试，测试他们
对《常用汉字图解》的掌握。通过测试，老师
们查缺补漏，明确了自己在文字研究学习
中的不足，巩固了学习成果。 （宋慧）

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语文教师参加文字考试

近日，高阳中学初四全体师生参加了
中考百日誓师大会，教学副校长许曰华老
师带领师生宣誓。誓师大会鼓舞学生确立
奋斗目标、树立必胜信心、端正备战态度，
为学生明确了备考方向。 （徐珍珍）

临淄区高阳中学：

举行中考百日誓师大会

为了持续提高食堂员工的思想认识
和服务水平，朱台中学定期召开食堂员
工培训会，针对不同岗位对员工进行业
务培训。通过培训让全体工作人员认识
到了食堂岗位的重要、责任的重大，确保
为师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王丽)

临淄区朱台中学：

定期培训食堂工作人员
为强化学校安全管理，确保学校师生

生命财产安全，朱台镇西单小学多举措做
好学校安全工作。例如，上课时教师先清
点学生人数，确保学生教育管理不失控不
断档；利用每周班会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育，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贾方军)

临淄区西单小学：

多举措做好学校安全工作

沂源县石桥中学：

进行学生假期作业展评
为了培养和检验学生的自学能力，

近日，石桥中学组织了学生寒假作业大
展评活动，并对优秀的学生进行了表彰
和鼓励。本次活动增强了学生主动书写
作业的意识，培养了学生做事有始有终
的行为习惯。 (王海波 杜春坤)

寒假前夕，东北庄学校给教师布置了
一份特殊的“寒假作业”。读一本教育专
著，写一篇读书推荐，写一篇不少于2000
字的读书笔记；每天坚持体育锻炼。此次

“寒假作业”进一步更新了教师们的教育
理念、提升了他们的业务水平，使他们的
寒假生活更加多彩多姿。 (王霞)

沂源县东北庄学校：

“寒假作业”别出心裁

沂源三中：

开学先备好“安全课”

日前，沂源三中赶抓“早”字，采取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从严、从细、从
实，提前备好“安全课”。

该校从组织校园设施检查、开展岗
位安全培训、把开学第一课确定为“安
全教育课”三方面，为全体师生营造安
定有序的开学环境。

(江秀德)

沂源县胡庄完小:

集中学习“师德规范规定”

日前，胡庄完小召开了师德规范规定
专题学习会议，督促教师践行师德，弘扬
师风，争做让学生喜欢的教师。（张奎祥）

淄博工业学校：

举行《弟子规》《三字经》考试

近日，淄博工业学校学生参加了《弟
子规》、《三字经》考试及宣誓活动，拉开了
诵国学经典、做文明学生教育大幕。（刘强)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演练防震疏散

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小学组织开展
了防震疏散演练活动，切实提高了师生
自救自护能力。 (杜玉双)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交流手工作品

日前，淄川区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
互相介绍欣赏自己的手工作品布贴画、
自制生活绘本等。 (王建华)

不不忘忘初初衷衷 砥砥砺砺前前行行

持持续续建建设设淄淄博博““最最好好银银行行””品品牌牌
——— 访中国银行淄博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军

2016年,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坚持“全面抓抓全面、重点突出，
持续抓抓持续、平衡发展”的原
则，多项业务保持了良好发展势
头，连续两年获得市委、市政府
颁发的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考核“优秀单位”荣誉称号。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银行
业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提
供了更多机遇。银行业如何与淄
博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荣？中国
银行淄博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
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新的
一年，该行将积极打造“最好银
行”品牌，助力供给侧改革，增加
金融供给；释放政策红利，升温
消费金融；抓住创新机遇，加快
金融科技应用。

精准输血实体经济

特色经营优势凸显

“如果固守粗放式经营的老
路，习惯于要规模、放贷款，势必

遭到淘汰。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银行业需创新思路，精准输血实
体经济。”张军向记者表示。

2016年，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重点围绕淄博市重点项目，找准
信贷政策与项目融资需求的契
合点，不断优化资源配置，盘活
存量、用好增量，该行公司类表
内外授信全年累计投放306 .66亿
元，政府购买服务类批复总金额
34 .82亿元，为全市精准转调和全
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提供了
动力之驱。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淄博分
行在外汇存贷款、国际结算、外
汇资金和贸易融资等领域稳居
当地同业领先地位 ,通过新特
业务的叙做 ,帮助企业实现资
金保值、增值 ,备受企业好评。
去年成功为客户叙做跨国公司
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项下跨
境放款业务，成为淄博市首家办
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
管理业务的银行。

根据全市“十三五”发展规
划，张军表示，中国银行淄博分
行将围绕全市工业强市建设目
标，持续对传统企业升级改造的
授信给予加法，对过剩产能企业
授信给予减法，对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授信给予乘
法，同时抢抓政府购买服务类授
信政策调整机遇，紧盯政府购买
服务类、PPP项目，“稳”字当先
求发展。

强化战略创新模式

扶小助微亮点纷呈

张军表示，“让最好的企业成

为我们的客户，让我们的客户成
为最好的企业”是中国银行淄博
分行坚持在全行贯彻的服务理
念。

为积极破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题，该行专为中小微企业服务
的“中银信贷工厂”，2016年更是
创下了多个“第一次”。

首次为4家中小企业授信客
户获得的贴息贷款，用时短、效
率高，让更多客户体会到中行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首次促成授信客户某塑胶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澳、中新
意向企业实现非现场跨境撮合
交易。

首次为某电子有限公司成
功叙做首笔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业务。

……
2016年，该行累计投放中小

企业授信43 . 48亿元。近年来，该
行获得了淄博市“金融支持民生
工程建设突出贡献奖”“淄博市
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
单位”“金融支持小型微型企业
发展突出贡献奖”“消费维权突
出贡献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勇担大行社会责任

温情服务普惠市民

客户是银行的立业之本。张
军指出，中国银行淄博分行始终
坚持“服务兴行”的经营方针，不
断提升服务质效，令广大新老客
户感受到“热情、自然、流畅、和
谐”的服务。同时，勇担大行社会
责任，对需要支持的重点领域和
重点人群给予差别化服务，加大

对普惠金融的长期投入，打造
“当地最好银行”品牌。

百年传承，心系社会。2016年，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积极争做淄
博精准扶贫推动者，打好扶贫攻
坚战。该行在辖内开展了“聚焦

‘沂源红’、党员在行动”精准扶贫
助果农活动，全行共购买“沂源
红”苹果1200余箱约3万余斤；积极
帮扶辖区贫困村梁鲁村，员工自
发募捐的5万余元善款全部用于
该村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运用“公
益中行”平台，全行员工注册率达
到100%，充分展现社会担当。

为更好地服务淄博人民，该
行积极践行“互联网+金融”，从
2015年起，该行先后完成了38家智
能化网点的升级改造工作，改造
完成率全省系统内排名第二。同
时，深耕细作推进e社区发展，目
前已发展智慧社区100家，建成生
态社区16家，拓展e社区交易客户
数7535户。其中，西城王舍路中行e
社区推广先进经验在中国银行
总行工作会上得到分享。

该行还持续关注特殊人群

和弱势群体，给存在实际困难的
特殊群体提供便利化金融服务。
如在各网点铺设残疾人无障碍
通道、扶手，为所有网点统一配置
助盲识币签名卡及盲文数字指
示贴，部分网点还配置了语音播
报点钞机及盲文图册。组织大堂
引导员进行哑语培训，确保聋哑
人办业务能得到贴心服务。今年
春节刚过，中国银行淄博分行又
在43个网点开设环卫工“歇脚
点”，让终日露天辛苦工作的环卫
工人“夏来避避暑，冬来暖暖身”，
为他们提供了暖心“避风港”。

风起扬帆时，能者立潮头。对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而言，2017年
是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复杂
多变的形势中，中国银行淄博
分行将继续围绕打造“当地最
好银行品牌”的战略目标，主动
适应淄博经济发展新常态，稳
中求进，寻找金融发展的动力
源，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争做健康稳定可持续和谐
发展的银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

C07-08

2017年2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于雪莲 美编：只文平巡城


	Y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