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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9月4日讯 (记
者 李凤仪) 新的学期全
面开始。4日，齐鲁晚报记者
从菏泽市教育局获悉，为确
保新学期各项教育教学工
作顺利开展，菏泽市教育局
提前谋划，组织召开秋季开
学专题会议，对新学期各项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对校
园安全、校车管理、教育教
学等工作进行了重点强调；
并开展秋季开学专项督导
检查。

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7
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工
作的通知》，在全面自查的基
础上，市教育局将组成联合
督导组，对学校的开学条件

保障、校园各类安全教育和
管理、校园卫生、校车安全等
工作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同时，抓好学生入学教
育。今年的开学第一周确定
为“安全宣传教育周”，要求
各县区各级学校及幼儿园精
心组织学生上好“开学安全
教育第一课”；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粉刷墙壁，悬挂迎新标
语，营造干净、整齐、舒适的
校园学习氛围；开展好校风
校纪、理想信念等教育主题
活动，力促学生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
前组织好教职工岗位分配、
岗前培训，制订好新学期教
育教学计划，确保按时开学
上课。

本报菏泽9月4日讯 (记者
周千清) 日前，菏泽市第三

人民医院与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医联体协作医院揭牌仪式举
行，医疗联合体建设是推进菏
泽市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一项
重要工作。同时，山东大学第二
医院与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结
为协作医院联合体，让三院再
次成为菏泽人期盼的“咱家门
口的山大二院”。

9月1日上午，菏泽市第三
人民医院与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合作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市三院

门诊五楼第一会议室举行。市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德亮、医
政科科长王建华，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合作发展部主任吴东进
一行6人、市三院医联体合作乡
镇医院代表及市三院领导班子
出席会议，市三院全体干部职
工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会议分别由市三院党委书
记、院长王广金及吴东进对双方
医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简单
介绍，表达了此次合作的诚意和
期盼，并代表双方医院签订了合
作协议书。随后，李德亮和吴东

进同志共同为“山东大学第二医
院医联体协作医院”揭牌。

“此次合作是我市卫生系
统及菏泽老百姓的一件好事、
实事。希望市三院抓住协作医
院建设的契机，虚心向山东大
学第二医院专家学习，强化内
部管理，加强内涵建设，全面提
升自身素质，为菏泽人民提供
更加优质、快捷、便利的服务，
为推动全市卫生事业的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对两院的
合作，李德亮表示充分肯定并
寄予厚望。

教教师师资资格格证证今今起起可可网网上上报报名名
报名时间截止到8日16时，逾期不再接受考生补报

本报菏泽9月4日讯(记者
李凤仪) 教师资格证考试开
始报名啦！山东省2017年下半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报名事项公告已经发布，9月5
日至8日16时为报名时间，逾期
不再接受考生补报。报名流程
分为考生个人网上报名、考区
确认、网上缴费3个步骤。

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
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网”(www.ntce.cn)
进行网上注册。按照报名系统
界面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报
名信息，按要求的格式上传本
人的近照。考生在报名时须选
择户籍、工作单位、在读学校
所在地的考区为应试考区，并
根据本人情况选择考试类别
和考试科目，具体考试地点以
考生下载的准考证上地址为
准。

考生报名须符合我省报考
条件的要求，须本人通过教师
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

名，并对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
报考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
责，如违反上述要求导致无法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或教师资格
不予认定等后果，责任由本人
自负。

各考区于9月6日—9日16
时前，按要求为已在网上报名
的考生办理网上确认。通过考
区确认的考生于9月10日16时
前，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网，按照提示进行网上缴费，缴
费完成后即为报名成功。没有
在规定时间内缴费者按自动放
弃报名处理，逾期不再补报名。

根据规定，自今年下半年
考试开始，对音、体、美专业考
生的笔试公共科目一、科目二
实行单独编码，考试内容暂与
原科目相同。实行单独编码后，
音、体、美专业考生在笔试报名
时应选报单独编码的公共科
目。面试时仅限于对应的科目
类别。

同时，从今年下半年考试

开始，初中、高中、中职文化课
类别增设“心理健康教育”“日
语”“俄语”学科，其笔试科目
一、科目二与已开考学科一致，
科目三《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结合面试一并考核。

新增实习指导教师考试类
别，从今年下半年考试开始，具
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学
历，并具有相当助理工程师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
工人技术等级，申请认定中等
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的，可参加相应类型的教师资
格考试。

具体考试时间为11月4日，
笔试成绩查询开放日期为今年
12月12日，考生可通过中小学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网 站
(www.ntce.cn)进行笔试成绩查
询。考生如对本人的考试成绩
有异议，可在考试成绩公布后
10个工作日内向本省(区、市)
教师资格考试机构提出复核申
请。

本报成武9月5日讯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吴振宇)
3日上午，对成武县南鲁集镇

西李楼小学的25名贫困小学生
来说是个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他们从成武县爱心联盟负责人
和爱心企业家手中接过心爱的
书包和学习用品，并且每人都
在爱心愿望卡片上写下了自己
的愿望，由爱心人士帮助每一
个孩子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
关爱贫困儿童、留守儿童“爱心
直通车”愿望达成活动现场的
一个缩影。

新学期伊始，市派成武县
南鲁集镇西李楼村第一书记张
正春决定送给孩子们一份新学
期大礼，便协调成武县团县委、
县爱心联盟等单位，在村小学
举行关爱贫困儿童、留守儿童

“爱心直通车”心愿达成活动，
向25名贫困和留守小学生赠送
爱心书包、学习用具，并帮助每
位孩子们实现自己心中最大的
愿望。同时，爱心企业家为学校
捐赠了部分净水机，并打算由
西李楼小学认荐3-4名贫困学

生，由爱心企业或企业家一直
资助其完成大学学业。

据悉，“爱心直通车”心愿
达成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省
委、省关工委等单位发起，旨在
关心关爱贫困儿童、留守儿童
学习生活困难，帮助其实现和
完成最大心愿的大型公益活
动。

市派成武县南鲁集镇西李

楼村第一书记张正春驻村以
来，不仅关心经济发展，还注重
教育发展，先后开展了六一儿
童节“大手牵小手”联欢会、协
调菏泽学院设立实习生基地、
举办贫困大学生暑假北京夏令
营活动、举行暑期返乡大学生
恳谈会等一系列教育帮扶活
动，之后还将根据学校学生具
体情况制定相关帮扶措施。

本报菏泽9月4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暑假已经结
束，菏泽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局通过开展为期60天暑
期网吧市场专项整治活动，
强化日常监管，严查网吧违
规行为，规范网吧经营秩
序，净化网吧市场环境，维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确保
暑假网吧市场规范稳定健
康有序。

暑假期间，执法人员按
照暑期网吧市场专项整治活
动实施方案和要求，对网吧
采取日常检查、突击检查、技
术监控和集中整治相结合的
检查办法，重点对网吧落实
实名登记、是否核对上网人
员身份证件、有无存在接纳
未成年人上网等违规经营行
为进行了重点监管；对各网
吧是否设立“未成年人禁止

入内”警示牌及相关制度的
建立、落实和经营场所的环
境卫生等情况进行了严格督
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解决。

同时，还充分利用监控
平台，借助科学管理手段，实
现对网吧经营场所进行动态
监控，接纳未成年人等违规
经营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在做好暑期网吧专项整
治活动的同时，执法人员还
积极引导网吧经营业主自
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自觉抵制接纳未成年人进网
吧等违规经营行为，时刻把
守法经营作为自己经营的底
线，自觉监督，自觉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争当诚实守信
守法经营的行业模范，促使
网吧市场经营秩序得到有效
规范。

本报郓城9月4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近日，郓城县
通过财政惠民补贴“一本通”
发放了第三季度农村低保金
1668余万元，惠及2 . 4万多户
低保家庭，率先在菏泽实现
了农村低保资金“一本通”发
放，提高了全县救助资金的
监督管理水平，维护了困难
群众的切身利益。

据悉，农村低保资金“一
本通”发放，即财政“一本通”
系统与民政业务平台自动传
输、互通共享，资金发放整个
流程全部通过平台进行，减

少了中间环节，将低保金直
接发放到贫困家庭，让农村
低保更加透明化。

根据省、市关于加强农
村低保规范管理的意见，郓
城县民政局及各乡镇工作人
员就财政惠民补贴“一本通”
系统管理规则、操作流程等
常见问题认真进行系统培训
学习，在6月底之前将全县农
村低保对象信息全部导入到

“一本通”管理系统，及时完
成系统对接，是全市第一个
实现农村低保发放全程信息
化覆盖的县区。

新新学学期期开开始始

菏菏泽泽将将进进行行专专项项督督导导

暑暑期期期期间间

菏菏泽泽网网吧吧市市场场健健康康稳稳定定有有序序

强强强强联联合合，，打打造造家家门门口口的的山山大大二二院院
菏泽市三院与山大二院合作签约暨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爱爱心心直直通通车车””抵抵达达““贫贫困困村村””
第一书记牵手爱心组织资助贫困和留守儿童

郓郓城城县县农农村村低低保保

率率先先实实现现““一一本本通通””发发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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