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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公布全市530家道路运输经营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情况

12 家 道 路 运 输 经 营 企 业 上 黑 榜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张利 马德学)
淄博市召开道路运输市场诚信
体系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会
上公布了淄博市道路运输诚信
“红黑榜”，山东威通实业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12 家 企 业 登
“黑榜”。淄博地方燃气物流有
限公司因经营不善被撤销经营
许可。
记者了解到，
截至7月30日，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对全市530家
道路运输经营企业进行了质量

157家道路运输
信誉考核。
其中，
经营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被
评为优良(AAA级)等级；
有12家
道路运输经营企业服务质量信
誉考核被评为不合格(B 级)等
级，分别是山东威通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国通物流
有限公司、淄博众智和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国安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淄川分公司、
淄博众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淄博北方汽车维修有限公
司、淄博众智成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淄博贵仁杰作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淄博众悦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淄博
伟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淄博凯耀工贸有限公司、淄博
高新区石桥玉华汽车修理厂。
淄博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处
长刘卫东介绍，
根据相关规定，
对于不合格的企业，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责令其进行整改，整
改期为一年。
在整改期内，
暂停
新增道路运输有关业务的核
准。

淄博牵头，
鲁中四市首次跨区域联动执法

1天查处11起危险货物运输车违法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郭奎 刘鹏) 17
日，
淄博、
滨州、
东营、
莱芜交通
运输监察机构，集中开展对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执法检查。
此次行动重点检查途经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的《道路运输
证》
；
检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驾驶员和押运员的从业资格
证；检查实际运输货物或者货
单记载内容是否与许可范围相
符；检查车辆和罐体外观是否
非法改装；检查车上是否配备
必要的应急处理器材和防护用
品等。
此次行动是淄博市交通运
输监察支队牵头鲁中执法协作
区开展的首次跨区域执法联

乌河边建成5 处生活污水处理站
解决污水直排问题，
有效提升了水质环境
本报8 月17 日讯(记者 巩
悦悦 通讯员 吕强) 17日，
齐鲁晚报记者从淄博市环保局
了解到，桓台县索镇镇政府近
期 投 资300 余 万 元 ，建 成5 处 沿
河小型生活污水处理站。附近
小区居民的生活污水经污水处
理站处理后，最终能够转换成
净水排入河中。
据了解，索镇镇对乌河沿
岸排水口进行了全面排查，集
中力量封堵沿岸居民生活污水
口6处，并向乌河沿岸居民下达
告知书，严禁将生活污水直接

排入乌河，确保从源头上遏制
污水直排入河。同时投资300余
万元建成5 处沿河小型生活污
水处理站。沿河小型生活污水
处理站的建成，结束了几十年
来沿河居民生活污水直排乌河
问题，有效提升了乌河断面水
质环境。
据悉，自去年在各级政府
投资建设环保设施改善乌河水
质以来，乌河水变得清澈了，闲
暇之余垂钓爱好者在河岸两侧
休闲垂钓，河内又恢复了多年
以前的生机。

张店房镇镇：

党 员 结 对 联 户 ，架 起 连 心 桥

执法人员检查危化品车辆。 本报记者

动，截至17日16时，全市共设置
12个执法检查点，共出动执法
人员97人次，
出动执法车辆26辆

李洋

摄

次，检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262辆次，查处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车辆违法行为11起。

本报讯 “今年，老吴和俺
结 对 联 系 ，真 是 尽心尽力帮助
俺。
这不，
建筑队拖欠俺的5万多
元石料款和劳务款，
他帮俺联系
律师，
没一个月就要回来了。
”
张
店房镇镇董家村村民胡连业对
联系党员吴刚非常感激。
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今年以来，房

镇镇党委在严格落实党员固定
活动日、党员量化积分考评管
理、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的基
础上，推行农村党员联系户工
作制度，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真正为群众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题，有力增
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
斗力。

■ 教育简讯

经典古诗词大赛 日前, 沂源县荆
山路小学举办经典古诗词大赛, 旨在展
示经典文化魅力, 较好的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刘成学）

张店区铝城一中：

治理教师有偿补课

推进校园改扩建工程 暑假期间，
沂源县鲁村中学采取多项措施，确保综
合 楼 、塑 胶 操 场 、厕 所 改 造 等 改 扩 建 工
(唐传成)
程积极推进。

提升班主任管理水平 为提高班
主任安全意识，日前，沂源三中举行了
班主任安全工作培训会，
以提升班主任
管理水平。
（王京军 江秀德）

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 在汛期期间，
由沂源县鲁村镇安办、镇派出所、镇成教
中心学校组成安全知识宣讲小组，
深入全
(鞠丽华）
镇中小学、
幼儿园进行安全教育。

高青县木李学区：

临淄区桓公小学：

高青县李官小学：

教师外出学习要“带问题” 开展日行一善教育活动

暑假体验实践作业

暑期期间，铝城一中出台系列措施，
重拳治理教师有偿补课。
成立了以校长为
组长的治理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督查小组；
召开了治理在职教师有偿补课专项活动
动员部署会议，与每位教职工签订责任
书；公开了举报投诉电话和邮箱；进一步
开展师德问题查摆整治活动。 （蒋帅）

木李学区为了增强暑假学习培训的
实效性和针对性，要求教师外出学习要
带着问题出去。要整理好自己在教学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以便在学习中得到
专家或优秀教师的解答。并规定“三不能
出去”，即：
“ 没有问题的不能出去，问题
没有深度的不能出去，问题对教学没有
(孙军)
实践指导意义的不能出去”。

近日，
齐都镇桓公小学在全校范围
内开展
“日行一善”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教育学生，一要严于律己，在学习、纪
律、安全和卫生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二要礼貌待人。对待同学要友好，对待
师长要礼貌；
三要立足实际，
小事入手。
要求学生关注细节从日常小事做起，
从
自己做起，
每日行一善。 (孙志军)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高
城镇李官小学暑期开展了体验实践作业
活动。交流作业，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交
流。自理作业，激发和培养学生的自理意
识和能力。研究作业，调查本地污染源以
及垃圾分布情况和卫生现状。体验作业，
跟随父母上一天班或到田间劳动，体验
他们工作的辛苦。 (金术光 张希军)

临淄区朱台中心校：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临淄区皇城二中：

假期加强教师培训学习

倡议学生暑期乐读书

周村区正阳路小学附设
幼儿园举行新生家长会

为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
不断提高教
师队伍素质，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敬仲中学在完成上级统一安排的培训任
务后，
日前，
在全校开展了假期读书活动，
要求全体教师抓住暑期学生放假不在校
的有利时机，加强读书学习，提升自己的
(胡崇海)
专业化水平。

为提高学生阅读兴趣，近日，皇城
二中启动暑期快乐读书倡议活动。
倡议
大家暑假期间读透一本精品图书，
记笔
记、
写心得，
激发学生的读书兴趣，
充实
暑假生活，净化学生的精神世界，推动
学校
“书香校园”
的建设步伐。
（孙国秀）

为有效促进家园之间的配合与协作，
近日，
正阳路小学附设幼儿园西马园召开
了新生家长会。从幼儿园设施配备、师资
建设、
园所环境等方面给家长做了一一介
绍；
班主任和家长分析了
“新生入园焦虑”
的种种表现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陈伟）

临淄区皇城一中：

沂源县石桥镇中心幼儿园：

张店区人民医院：

开展教师硬笔书法培训

举办幼儿个人才艺比赛

举行2017年世界母乳喂养周宣传活动

为全面提高教师的书写能力，
日前，
皇
城一中教务处组织人员对全校教师进行
了书法培训。培训活动从书写姿势的规范
要求入手，
包括身姿、
笔姿、
心态；
以及书写
的规范要求、作品创作的格式要求等做了
详细而实用的全面介绍。旨在促进学校书
(李波)
法教育的广泛开展。

为丰富幼儿生活，娱乐幼儿身心，给
幼儿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石桥镇中心
幼儿园近日举办了幼儿个人才艺比赛。
本次活动以班级为单位，
全园共有60个幼
儿参加。比赛包括语言类、画画类、歌曲
类、
舞蹈类等。
孩子们的表演富有创意，
充
满着童真、
童趣，
令人惊喜。 （沈玉香）

今年8月1日至7日是第26个世界母
乳喂养周，
张店区人民医院围绕
“母乳喂
养，
共同坚持”
的活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
医院通过设立咨询台，
张
贴母乳喂养的健康教育宣传，发放母乳
喂养宣传资料等方式，营造了母乳喂养
的良好宣传氛围，在大力宣传母乳喂养

暑期不忘读书忙
近日，
朱台镇中心校组织全镇校干开
展了暑期集中学习活动。本次活动围绕
《新基础教育》和有关落实核心素养的理
论与实践类书籍，
深入学习并讨论了如何
在办学理念、课堂教学、德育管理等领域
全方位推进新基础教育和师生核心素养
(郭庆)
培养等。

的好处的同时及时解答母乳喂养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通过母乳喂养基本知识
和技能的培训，
为计划怀孕夫妇、
孕产妇
和哺乳期妇女正确树立母乳喂养的信
心。活动有效促进了社会公众对母乳喂
养重要性的认识，
创造了爱婴、
爱母的良
好社会氛围。
（徐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