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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25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刘保中

李宇鹏) 23日，全市“创建文
明城市 文明单位先行”专题
会议在市技师学院举行。市委
副书记陈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
升勤主持会议，学院党委书记
李友渔、副书记刘德云出席会
议，学院副科级以上干部列席
会议。

陈平在讲话中对市技师学
院文明建设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予以高度评价，指出技师学院
以文明创建为总抓手，注意与
教书育人相结合，注重校园文

化建设，志愿服务活动开展频
繁，师生精神风貌昂扬向上，短
时期内文明创建结出丰硕成
果。着力打造的红色文化、传统
文化、工匠文化，和学校的建设
发展同步推进、深度融合，效果
明显。紧紧抓住文化建设与文
明创建这一主线，这是一条很
成功的路子，值得学习借鉴。

陈平指出，2017年是全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的
攻坚年。各级文明单位要突出
围绕统筹发展抓创建、以人为
本抓创建、解决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抓创建的工作思
路，开展丰富有效的创建实践
活动，找准文明单位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的切入点、着力点和
落脚点，切实提高广大干部职
工群众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
与率。

陈平强调，要带头参与创
城工作。文明单位 “一把手”

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亲自部署，亲自过问，在全
体干部职工中广泛开展宣传动
员。要带头营造创建氛围。要认
真制定创城宣传方案，发挥职
能优势设立公益广告，进一步
营造好创城氛围。要带头遵守
交通秩序。定期组织干部职工
学习交通法律法规，开展文明
志愿活动，积极创造安全、文
明、畅通的交通环境。要带头维
护公共环境。各级各类文明单
位要全面落实“门前四包”责任
制，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和秩序。

陈平要求，要带头参加公
益活动。积极组织本行业、本单
位干部职工开展各项社会公益
活动，努力营造“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社会氛围。要带头
开展创建活动。各级各类文明
单位要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纳入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的全过程。要带头争创文

明单位。市、县(市区)文明委、
各级文明单位要以更加积极主
动的姿态，凝聚强大合力，保质
保量地完成各项工作。要带头
做好帮扶共建。各级各类文明
单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与
驻地街镇、社区开展帮扶共建
活动。

刘升勤就会议的贯彻落实

讲了具体意见。
作为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市技师学院在大会上做了典
型发言。会前，与会人员集体
参观了学院文明创建工作现
场，包括红色文化展示区、工
匠文化展示区、传统文化展示
区，北方汽车学院，实训教学
中心等。

““创创建建文文明明城城市市 文文明明单单位位先先行行””
聊城文明创城专题会议在市技师学院召开

全市“创建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先行”专题会议在市技师学院举行。

本报聊城6月25日讯(记
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席
真) 6月24日，由中共东昌
府区委、东昌府区人民政府
主办的东昌府区健身舞比
赛以及“青春创城 公益益
卖”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
为创建文明城市营造浓厚
氛围。

据介绍，以“舞动文明、
健康东昌”为主题的东昌府
区健身舞比赛，由古楼街
道、新区街道、柳园街道各
选派5支队伍参加，每队参
赛人员30人共计450人参
赛。第一个阶段进行了集体
展演，参赛队伍共同跳了

《共创新水城 人人有责我
先行》广场舞；第二个阶段
进行了广场舞比赛。

启动仪式上，中共东昌

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丹
青还发出倡议：做文明市
民，传播缕缕新风。培育、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
扬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参加
各类社会公益活动。遵循社
会公德，坚守职业道德，弘
扬家庭美德，涵养个人品
德，向上向善、诚信互助。做
文明市民，珍惜处处洁净。
公共场所不吸烟、不大声喧
哗，不乱扔垃圾；遵守公共
秩序，不说粗话脏话，不乱
摆乱挂；文明旅游，不攀折
花木，不踩踏草坪；爱护公
共财物，不乱写乱画，不乱
涂乱抹。做文明市民，让出
路路畅通。自觉树立文明交
通意识，维护交通秩序；机
动车礼让行人，不乱停乱
放，不乱鸣乱行，不车窗抛

物；非机动车、行人不闯红
灯，不随意穿行；自觉排队
不插队，先下后上，文明礼
让。做文明市民，汇聚丝丝
温情。坚持诚信经营，依法
经营、公平竞争；自觉遵守
行业准则，行为规范、用语
文明、热情周到。

“公益益卖”是“情暖水
城”爱心商城为探索公益产
品货币化而实施的公益性
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益卖
活动，商城配合公益组织利
用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做好

“公益益卖”推广，将爱心
企业、扶贫企业提供的爱
心产品，以市场化手段转
换 为 开 展 公 益 项 目 的 资
金。爱心商城设立了“公益
产品货币化资金孵化池”，
鼓励和支持公益组织顺利

开 展“ 公 益 益 卖 ”推 广 活
动。公益组织可提交公益
项目可行性报告、爱心产
品推广可行性报告、公益
组 织 参 与 推 广 可 行 性 报
告，向爱心商城申请益卖活
动的孵化资金。通过审核
后，平台将向公益组织提供
每期2000元资金，用于本期

“公益益卖”活动的全面开
展。“公益益卖”项目启动第
一季益卖活动，由聊城市蓝
天·蓝豹救援队、聊城义工
联、聊城益起青年志愿服务
中心、聊城市瑶光公益事业
发展中心联合开展，共有9
个类别17个爱心产品、5个
公益项目参与益卖活动，本
季活动所有收益将全部用于
上述四个公益组织的五个
公益项目的实施。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两两大大活活动动助助力力文文明明城城市市创创建建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丹青还发出文明倡议

本报聊城6月25日讯(记
者 李军) “聊城仲裁杯”
首届手机摄影大赛第二周
周赛开始，第二周的主题为

“文明聊城”，主要反映聊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点点
滴滴，欢迎各县市区摄影爱
好者参与。投稿时间截止到
6月30日12时。为提高参与
度，本周上传作品和第一期
未获奖作品将在第二周周
赛中一起展示进行投票评
选。参赛者可直接关注聊城
仲裁(微信号：lczhongcai)微
信平台，点击“摄影报名”即
可进行投稿，同时填写个人
信息(作者姓名、作品题目、
拍摄时间、地点、联系方式
等)，第二周周赛的网上投
票时间为7月1日至2日。整
个比赛将持续到2018年1
月。

此次比赛以聊城市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为指导单位，聊城市国
土资源局、聊城仲裁委、聊
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联
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共同
发起“用脚步丈量聊城大地，
用慧眼发现城市之美”手机
摄影大赛活动。活动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为主题，旨在
发现聊城之美，弘扬文明主
旋律，通过广大手机拍客镜
头，记录大美聊城的文明景
象，讲述百姓身边的文明故
事，迅速在全市范围内掀起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热潮。

参赛作品单张或者组
照，组照不少于3张。能反映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和成果
的风光、纪实、民俗风情等
原创摄影作品均可参赛。作
品须以手机拍摄为准，且不
得低于800万像素。谢绝提
供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
像的作品。

投稿者应确保原创，并
对作品拥有独立、完整的著
作权。本次活动不收参加费，

不退稿。所有入选、获奖作
品，主办单位拥有浏览、编
辑、选择下载、上传的权利和
拥有免费使用权，可用于出
版、展览、陈列及其他宣传，
不再另付稿酬。本次摄影比
赛主办方拥有本次活动的最
终解释权。凡投稿作者均视
为认同并遵守本规则。

本次摄影比赛设周赛、
月赛、总决赛，周赛每周评
奖一次，月赛每月评选一
次，总决赛设置一二三等
奖，最高奖品为价值几千元
的名牌手机。为提高参与
度，让摄影爱好者关注更多
聊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点点滴滴，获奖照片不再参
加其他奖项的评选，获奖选
手均需另提供照片参赛。总
决赛获奖作品将在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聊城仲裁网、
聊城国土资源局官网、聊城
仲裁微信公众平台集中展
示。获奖摄影作品集册展
览，并举办颁奖晚会。

为了让本次摄影大赛
顺利举行，特组建聊城仲裁

“文明聊城拍客团”，请所有
的参赛选手务必扫描二维码
添加，比赛进展情况将在群
里公布，还将定期组织拍客
团成员采风，拍摄，走访等活
动。

““聊聊城城仲仲裁裁杯杯””摄摄影影大大赛赛第第二二周周征征集集开开始始
反映文明聊城手机原创摄影作品均可参赛

聊城仲裁微信平台
关注投稿

聊城仲裁文明
聊城拍客团

本报聊城6月25日讯(记者 张
跃峰 通讯员 张建国) 在聊城
幼儿师范学校6月24日举行的2017
学生实习双选会上，聊城的幼师毕
业生收到了来自北京、济南等地的
幼儿园青睐，472名学生竟然获得了
近千个实习岗位。

据介绍，为切实做好学生实习
工作，加强学校与用人单位的交流，
为学生与用人单位搭建双向选择的
平台，6月24日，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举行了2017学生实习双选会。双选
会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学生才
艺汇演。8点30分，汇演开始。同学们
通过朗诵、舞蹈、钢琴、歌曲、乐器表
演等多种形式的14个节目全方位的
展示了聊城幼儿师范学校学生良好
的专业素养和扎实的基本功，得到
了用人单位的充分肯定和赞誉，现
场掌声热烈。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校长林敬华
在致辞中代表全校师生对各用人单
位前往参加双选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诚挚的欢迎，介绍了学校近年来
所取得的成就及学前专业的发展现
状，希望用人单位一如既往支持学
校的发展建设，来校多选英才，同时
也希望毕业生能把握机会，找到理
想的就业实习岗位。

10点整双选会进入第二阶段，
参加2017年学生实习双选会的472
名学生与用人单位展开面对面的交
流，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同学
们手持精心准备的求职简历、推荐
表积极与各用人单位进行交流，选
择自己合适的岗位。用人单位积极
宣传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广揽才俊，
不少用人单位现场还举行了笔试面
试，很多同学当场签约。12点，双选
会结束，取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本次双选会共吸引了
来自北京、济南及聊城各县市区的
110余家幼儿园及幼教机构参加，为
学生提供了近千个实习岗位。双选
会的成功举办，为学生提供了更多
更好的就业机会，为幼教行业的用
人单位和学生提供了交流平台，学
生对就业和招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
识和理解，真正实现了学生和用人
单位的双向选择，应学生之所想，供
单位之所需，为用人单位、学生和社
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聊城幼师毕业生

受北京济南幼儿园青睐

472名学生获得

近千个实习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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