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城事 2017年3月6日 星期一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本报聊城3月5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5日，学雷锋
主题系列活动——— 2017年

“水城清洁日”公益环保行
动再次启动，自2016年3月
至今，该项活动已经连续
举办了2 7期，活动以其公
益性、持续性、时效性和广
泛性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并得到聊城市领导多
次批示，对活动给予高度
评价。

3月5日上午9时，聊城

市2017年“水城清洁日”公
益环保行动在开发区小湄
河启动，本次活动也是“水
城清洁日”项目自2016年3
月底启动以来的第27期，由
聊城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团
体会员单位聊城市红十字
心理救援队承办，聊城大学
环规学院、茌平县实验小
学、聊城市蓝豹救援队、聊
城市蒲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聊城市博众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聊城市北极星青年

就业指导志愿者协会、东昌
府区乡村放歌志愿团、东昌
府区蒲公英行动志愿者协
会、聊城市蓝天救援队等多
家单位的200余名志愿者参
与活动，他们沿着小湄河徒
步捡拾垃圾，以实际行动建
设美丽聊城。

据悉，“水城清洁日”活
动是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
府“创建文明城市，做文明
市民”的号召，以“小手拉大
手，共筑碧水蓝天”为主题，
以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青
年志愿者为主要活动群体，
以各学校和志愿者组织轮
流承办为主要活动方式，以
东昌湖、运河、徒骇河、小湄
河等水域两岸为主要活动
基地，利用周末时间，常态
化沿途徒步捡拾垃圾，打扫
卫 生 。活 动 全 程 协 办 单
位———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

学校，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学校积极投身志
愿服务活动，目前拥有教
师志愿者“红烛”服务队，
以及“清荷”学生志愿者服
务 队 两 个 品 牌 志 愿 者 组
织，拥有志愿者数百人，该
校志愿队积极参与贫困帮
扶、捐助，以及各种志愿环
保行动。

活动协办单位红星美
凯龙入驻聊城以来，开展了
大量公益活动，体现企业的
行业担当与社会责任感。单
位负责人表示，希望能为建
设碧水蓝天的水城出一份
力，也将秉承绿色环保家居
理念为聊城市民服务。

2017年，项目将在原有
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组
织动员更多的爱心市民参
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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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5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近日，省文博
网公布了2016年度山东省
博物馆名录，聊城包括聊城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临清
市博物馆在内的总计14家
博物馆被录入其中，其中11
家为国有博物馆，3家为非
国有博物馆。

为做好我省博物馆行
业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
督，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社会
服务功能，按照国务院《博
物馆条例》等有关要求，现
将2016年度全省已备案博
物馆名录向社会公布。聊城
共有14家博物馆上榜。这14
家博物馆包括7家文物性质
博物馆、4家行业性质博物
馆，3家非国有性质博物馆。

7家文物性质博物馆分
别是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

物馆、聊城市博物馆、聊城
市乡村记忆博物馆、聊城市
傅斯年陈列馆、临清市博物
馆、高唐县博物馆、莘县博
物馆。

4家行业性质博物馆分
别是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季羡
林先生纪念馆和张彦青艺
术馆。

3家非国有性质博物馆
包括聊城明清圣旨博物馆、
阳谷景阳冈酒器酒具博物
馆、东阿魁丰博物馆。

据了解，中国博物馆等
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
级和三级。博物馆的分级管
理，可以规范对博物馆行业
的管理，同时也对各博物馆
间的发展以及竞争起到促
进作用。博物馆的等级证
书、标牌由国家文物局统一

制作和颁发。博物馆等级一
经评定，即向社会公布，接
受公众监督，每3年再接受
一次评估，如果出现问题，
博物馆“等级成绩”将被减
分，甚至被取消原有等级资
格。聊城的14家博物馆中，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三级
博物馆。

据市文物局负责人介
绍，1978年聊城地区博物馆
的设立，成为聊城现代博物
馆事业的开端。38年来，聊
城博物馆事业不断发展。目
前，经文物部门登记备案的
博物馆达到14家。另外，聊
城还有一些小型、独具特色
的博物馆。以国有博物馆为
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补
充，类别多样化、举办主体
多元化的博物馆体系在聊
城已初步形成。

伴随全国博物馆、纪念
馆免费开放的步伐，聊城
市博物馆事业发展翻开了
崭新的一页。2008年3月，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作为首
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率先免费开放。2 0 0 9年 5
月，以“运河推动历史，运
河改变生活”为主题的大
型综合性博物馆——— 聊城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建成
并自行免费开放。博物馆
免费开放以来，观众结构
呈现多元化，低收入群体、
青少年学生、老人、外来务
工人员和残疾人有明显增
加。他们充分发挥公益性
文化机构的辐射功能，不
断提升展示水平、提高服
务质量、增强发展活力，获
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和赞誉。

聊聊城城1144家家博博物物馆馆被被录录入入22001166省省博博名名录录

本报聊城3月5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董
凤霞) 1日下午，聊城高级
财 经 职 业 学 校 隆 重 召 开
2016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校
长、党委书记朱秋田作2016
年度工作总结，部署2017年
重点工作；党委副书记迟连
河主持会议。学校党委、校
委班子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全体在岗教职员工参加会
议。

副校长徐广华宣读了
学校《关于表彰2016年度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和《关于表彰2016年度先进
党支部和模范共产党员的
决定》。校两委成员分别为
受表彰的20个先进集体及
优秀教育工作者、模范共产
党员、优秀教师、模范班主
任等421人次先进个人颁了
奖。

会上，朱秋田从全面扎

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以创建“文明单位”为抓
手，党建各项任务圆满完
成；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
升，师资队伍水平与专业建
设能力再上新台阶；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
思想政治建设，德育教育与
学生管理工作取得新突破；
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就业
渠道进一步拓宽；完善校园
基础建设，后勤服务与管理
水平进一步提高五个方面
总结了学校2016年的工作。

朱秋田表示，新的一
年，学校将继续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稳中求
进，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为重心，大力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着力构
建全校师生德育教育体系，
全方位打造职业教育名牌
学校。朱秋田从五个方面对
2017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

署：一是加强思想阵地建
设，以党建为引领，以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为抓手，全面
开展师生传统文化教育，以
改革创新精神稳步推进学
校办学实现跨越发展；二是
将2017年确定为“教育教学
质量提升年”，狠抓内涵建
设，启动教学诊改，力争学
校办学质量指标与赛事活

动取得新的突破；三是科学
筹划招生，拓宽就业出口，
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技
能人才；四是坚持德育为
先，深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
养；五是坚持安全工作重于
泰山，进一步提升后勤工作
服务质量，保障学校持续稳
定和谐发展。

聊聊城城高高级级财财经经职职业业学学校校召召开开22001166年年度度总总结结表表彰彰大大会会

受表彰的先进处室代表上台领奖。 周雪飞 摄

本报聊城3月5日讯(记者 杨淑
君) 3月5日是全国学雷锋纪念日，
聊城团市委还组织青年志愿者启动

“平安行你我他”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行动，拉开了全市2017年学雷锋主
题系列活动的序幕。

上午10时，聊城市2017年“平安
行你我他”文明交通志愿服务行动
在百货大楼交通岗启动。活动由聊
城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团体会员单位
聊城市公益顺风车协会承办，聊城
大学美术学院、北京银行聊城分行、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等单位的60余名
青年志愿者参加活动。

经过的集中培训后，志愿者分
赴周边4个交通岗，引导行人和非机
动车辆文明出行。全市道路交通“平
安行·你我他”行动开展以来，团市
委不断深化同交警、交通、教育等相
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充分调动青年
志愿者组织的积极性，常态化开展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为创建平安聊
城贡献了一份力量。

2017年3月5日是全国第54个“学
雷锋纪念日”，也是第18个中国青年
志愿者服务日。为进一步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志愿服
务事业，不断推动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常态化、制度化，团市委、市青年志愿
者协会在3月5日正式启动“青春志愿
行·共筑中国梦”志愿服务行动，围绕
扶贫济困、生态环保、社区服务、敬老
助残等重点服务领域，组织带领广大
青年志愿者织开展了形式新颖、贴近
群众的志愿服务活动。

相关新闻>>

团市委启动雷锋日

主题系列活动

本报聊城3月5日讯(记者 杨淑
君 通讯员 王勇) 近日，聊城市
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总结大会，隆重
表彰2016年度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市
技师学院再次被评为“平安聊城建
设”先进单位，这是继2014、2015年以
来学院第三次获此殊荣。学院党委书
记李友渔出席了此次表彰大会。

2016年，学院综治工作在学院
党委和上级有关部门的正确领导
下，深化警民共建，各单位密切协
作，强抓“四防”建设，严格规范管
理，平安校园、和谐校园、法治校园
创建扎实推进，为“平安聊城建设”
做出了积极贡献。

市技师学院再获
“平安聊城建设”
先进单位殊荣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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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371502000241)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L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