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天蓝气清，淄博计划3年内全面实施供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

今今冬冬1100万万户户居居民民将将用用气气、、电电供供暖暖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樊
舒瑜 通讯员 牟琳) 近日，
博山区投资600余万元新建的
孝妇河中桥主体施工已经完
成，目前正在进行附属工程施
工，计划年底完工并通车。

据悉，该桥位于钢厂大桥南
侧，长52米、宽39 .5米，其中包含
两侧各5米的人行道和中间29 .5
米的行车道。通车后将有效分流
钢厂大桥的超负荷车流，进一步
提升城区交通通行能力。

博博山山孝孝妇妇河河大大桥桥主主体体施施工工完完成成

“以前做饭用液化气罐，
冬天取暖用煤炉，煤烟把家里
的墙壁都熏黑了。”近日，张店
区中埠镇边辛村王洪花厨房
内安上了天然气管道和壁挂
炉，“现在享受70%的政府补贴
政策，花了1200元就安上了。”
王洪花说。淄博将利用3年时间
在全市集中供暖范围以外的
区域全面实施冬季清洁供暖
气代煤、电代煤工程。

本报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杨玉柱

“做饭取暖问题

一次性就解决了”

王洪花告诉记者，她家里共
五口人，120多平方米的房子冬
天买煤取暖得花近三千多元，

“做饭一个半月得用一罐液化
气，一罐气就是六七十元钱，成
本很高。通上天然气后，做饭、取
暖的问题一次性都解决了。”

边辛村村主任张万国介绍，
早在三年前村里就有90户居民
开始使用燃气取暖，一天仅消耗
10立方米燃气就能使室温维持
在20多度，每立方米价格是2 . 7
元，一整个冬季做饭、取暖花费
2300多元，大大降低了生活成本。

“目前村里的燃气管网安
装工程已经完成了60%，仅剩
下道路上主管道的铺设，工程
将在10月20日之前完成验收，
然后我们会督促经销商进一
步落实壁挂炉安装工作。”淄
博绿能燃气工程公司张店区
域气代煤工程负责人周世涛
对记者表示。据了解，边辛村
共有800多户居民，今年全村将
改造703户燃气管道，基本实现
全覆盖。

周世涛说，农村用户的燃气
安全意识还相对较为薄弱，竣工
后将加强安全宣传，通过后续和
镇办还有张店区公用事业局联
合办村居培训，提高村民的安全
知识。另外利用当地社区安全网
格员，和网格管理员进行联动，
加强用户安全管理，确保村居用
户用气安全。

明年底前基本完成

气代煤、电代煤工程

气电代煤工程是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据了
解，淄博将利用3年时间在全市
集中供暖范围以外的区域全面
实施冬季清洁供暖气代煤、电代
煤工程。对现有具备条件的村
(居)，2017年10月底前确保完成10
万户气代煤、电代煤建设任务；
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气代煤
电代煤工程；2019年年底前全面
完成气代煤电代煤工程收尾任
务。全市气电代煤工程自9月初
开工以来，截至目前，在建62个
镇(办)、423个村(居)、107799户，占
全市总任务量的107 . 8%，已达到
通气通电条件15270户，占全市
总任务量的15 .27%。

今年气电代煤工程共涉及
115111户、68个乡镇、391个村，目
前开工率达到100%。已经安装壁
挂炉的近2万户。“目前离竣工验
收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将
严格把好工程质量关，确保在10
月底前完成管道的安装工作，在
11月10日前完成壁挂炉的安装，
11月15日前完成调试合同期的
竣工验收工作。”据淄博市公用
事业局局长高燕介绍，壁挂炉的
供应和安装是目前制约推动进
度的重要因素，“我们将紧紧抓
住供应商筹备货源加快安装速
度，确保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安装任务，抓好竣工验收和安全
培训工作，确保用户能够安全取
暖，并且安全过冬。”

C02-03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于雪莲 美编：王晶晶抢眼

燃气公司工作人员正在为入

户管线安支架。

本报记者 马玉姝 摄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尚现军) “第七
届山东沂源苹果节将于10月16
日至11月30日在沂源县举行。

此次苹果节期间，将举行
盛大开幕式、沂源优质农产品
展、沂源苹果产业发展高端论
坛、沂源现代苹果种植十强评

选、沂源苹果十大营销商评选、
沂源优质苹果评选及苹果王大
赛、沂源苹果摄影展、沂源苹果
主销城市营销商对接活动、沂
源苹果走进济南推介会，同时
在燕崖镇双泉村、中庄镇盛全
农庄、张家坡镇阳三峪村分会
场开展系列活动。

第第七七届届沂沂源源苹苹果果节节1166日日开开幕幕

本报讯 日前，张店区南
定小学举行支教教师交流汇报
活动。来自张店区公园小学的
两位支教教师郎彦和潘桐老师
依次为大家做了交流汇报。

在此次交流汇报活动中，
郎彦老师分享了她从教二十多
年的教育理念：把爱和音乐给
予孩子。她公平、公正、平等地对
待每一个孩子，让孩子在每一
节音乐课上都感受音乐,体会音
乐,热爱音乐，从而领悟到音乐

的魅力。潘桐老师的“蹲下来与
孩子一起成长”，让她成为孩子
们的好朋友。在活动中，全体教
师认真聆听，积极学习，充分发
扬了南小教师踏实、务实、努力
学习的精神风貌。

通过此次交流汇报活动，不
仅让全体教师学习了身边人的
优秀教育理念，而且反思自己，
不断提高自我专业素养，为进一
步打造优秀的教师团队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孔江玲)

张店区南定小学：

举举行行支支教教教教师师交交流流汇汇报报活活动动

近日，马尚一中开展了“教
研组长示范展示课”活动。各教
研组长结合课程特点和自身优
势，以创造性的教学设计，引领
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展示
了他们深厚的课堂教学功底和
教学思想。 （李娜）

张店区马尚一中：

进行组长示范课活动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围绕深入学习黄大年、李振华
先进事迹，举行了争做“四有”
好老师演讲比赛。旨在进一步
弘扬正气 ,形成浓厚的师德师
风建设氛围，同时展现全园优
秀教师良好形象。 (马永群）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争做四有老师演讲比赛

日前，青城学区联合高青公
益放映队开展了“小学生电影
周”活动。本次电影周活动的开
展，旨在加强全学区师生意识形
态领域阵地建设，开展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专题教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王永生)

高青县青城学区：

开展“小学生电影周”活动

为了增进师生间的情感交
流，近日，马桥实验学校举办了
以“互尊互爱---构建和谐师生
关系”为主题的班会活动。活动
的开展进一步拉近了师生间的
距离，增进了师生间的友谊。

(胡志强 郑直)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举行“和谐师生关系”班会

为了提高学校处置突发暴
力事件的应急能力，加强学校防
恐防暴工作，日前，高阳中学举
行了一场校园防恐防暴安全演
练，全校师生参加。增强了学生
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了教职员
工的防恐防暴能力。（崔海强）

临淄区高阳中学：

举行防恐防暴安全演练

近日，朱台镇中心小学将食
堂监控并入了互联网监管平台。
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教育局监
管部门都可以通过手机登入网
络平台，实时查看食堂烹饪现
场。旨在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朱治国）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加大食堂亮化力度

近日，花沟学区举行了少
先队辅导员技能比赛。通过说
课、上队课、舞蹈、少先队知识
竞赛等活动检验了少先队辅导
员的综合技能。同时，对少先队
辅导员素质的提升起到很大的
促进作用。 (刘会聪)

高青县花沟学区：

举行辅导员技能比赛

近日，淄博市教研室各学
科教研员在副主任李奉利的
带领下到起凤中学开展视导
教学工作。桓台县教体局副局
长赵光惠、县教研室副主任王
德军及其他县教研员全程陪
同视导工作。 (张久伟)

淄博市学科教研员

视导桓台县起凤中学

为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和课程计划的执行力，促进课
堂教学有序、有效地运行。根据
学校管理实际，张店区大张学校
教务处从开学第一天起就进行
了巡课活动，旨在促进常态课堂
的正规化开展。 （国旭）

张店区大张学校：

落实巡课常态化

为全力打造文明、和谐的校
园，提升学校整体文明形象,日
前，张店十中组织全校师生家长
开展了“文明校园创建我知晓”
调查问卷活动。提高全体师生对
文明创建的重视。

（侯忠良）

张店十中：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近
日，张店区中埠镇小学开展

“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激发
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情感。 （宋慧）

启动环保小哨兵活动 为
更好地树立绿色生活理念与环
境保护意识，近日，沂源县鲁村
镇徐家庄中心学校在操场举行
了环保小哨兵启动仪式。(孙欣)

县运动会获佳绩 在前不
久结束的县中小学生运动会排
球比赛中，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队员取得全县男队第一名、女
队季军的好成绩。 (黄晓艳)

召开党员学习会议 近
日，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党
支部组织召开了“不忘初心，继
续前行”党员学习会议，全体党
员出席了会议。 （徐家鹏）

规范学校食堂管理 为切
实保障学校食品安全，保证师生
身体健康，新学期以来，沂源县
鲁村中学采取多项举措，进一步
规范学校餐厅管理。 (刘超)

消防安全牢记心间 近
日，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幼儿园
进行了消防疏散演练活动。增
强了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

(吕凤)

召开消防安全专题会议
近日，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召
开消防安全专题工作会议。进
一步强化消防安全责任意识和
工作措施。 (周强)

领导深入课堂听评课 新
学期，沂源县振兴路小学校长带
领级部教学领导深入课堂第一
线，通过听评课、与师生沟通交
流，了解课堂教学情况。(黄晓艳)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
学校针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中
缺乏必要的劳动锻炼，小事不
能自理”这一现象，积极有效的
开展了“生活整理”劳动教育。从
物品整理到生活整理，再到学习
整理，让孩子养成终生受益的习
惯。 (任晓寒 任环伟)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

强化学生的养成教育

举行省级立项课题开题会
近日，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了课题《培智学校学前残障
儿童“康教结合”课程体系建设
研究》开题论证会。

(于丽娜 翟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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