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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巩
悦悦) 天气渐冷，供暖成为大
家最为关注的话题。本报即日起
正式开通“问暖热线”，市民可通
过电话、微信、微博、齐鲁壹点等
多种渠道参与互动，反映供暖方
面遇到的问题。本报记者将及时
与热企、主管部门沟通，为您答
疑解惑，解决难题。

五年来，齐鲁晚报《今日淄
博》每年都会开通“问暖热线”，
为市民协调解决遇到的供暖难
题。在此期间，本报记者对市民
反映的问题认真记录，深入各小
区及相关热企，对供暖期间出现
的各种问题进行报道，并协调相
关部门进行解决。

据了解，淄博中心城区各供
热公司为今冬供暖做了充分准
备，目前，供暖试运行，部分市民
家已有了热乎气。您家的暖气热
了吗？您对供暖方面的政策有什
么疑惑？您对城市供暖有哪些建

议意见？都可以反映给我们。我
们将针对您反映的问题，及时安
排记者采访报道，同时将相关问
题反映给供热部门和主管部门，
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您与家人度
过一个身暖、心更暖的冬天。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
们联系，参与供暖话题的讨论：

1 .齐鲁晚报《今日淄博》问
暖热线：(0533)3159015；

2 .下载齐鲁壹点APP,给我
们留言；

3 .微博、微信：私信@齐鲁晚
报今日淄博。

遇遇供供暖暖难难题题，，请请拨拨本本报报““问问暖暖热热线线””
电话：(0533)3159015，或通过齐鲁壹点、齐鲁晚报今日淄博微博、微信留言

本报11月13日(记者 胡泉
通讯员 李增强 车金)

近日，淄川经济开发区高某到
般阳路派出所报案称，被人以
谈恋爱为由，诈骗现金1000元
和金手镯一个，被骗价值8000
余元。

经民警询问得知，高某的
父亲在工厂看大门时，一位骑
电动车的妇女李某主动停车搭
讪。攀谈中，李某了解到高某40
多岁了至今单身，便声称有一
位刘女士丧偶后独自住在东关
生活区附近，各方面条件都不
错，可以给高某介绍一下。双方
约定，高某由李某陪着一起在

仟佰汇广场与刘女士见面。见
面当天，刘女士与高某吃饭期
间，以要见面钱为由，索要现金
500元，又以要订婚戒指为由到
商场购买价值7000余元的金手
镯一个，临走时，刘女士说给自
己母亲过生日，又向高某要了
500元。

当天下午，三人分别后，当
高某再次与这位刘女士打电话
时，手机已无法接通。

民警通过倒查案发当天的
监控录像，发现媒人李某曾单独
进入购买手镯的商场。民警走访
商场售货员得知，李某想要将高
某买给刘女士的订婚手镯退掉

换取现金。在商场外安装的监控
中，民警发现了高某和刘女士在
购买手镯后从这个监控下经过
的监控图像，刘女士的面部特征
非常清晰。民警据此进一步调
查，确认这位刘女士是龙泉镇的
杨某，今年49岁，现在淄川城区
租房居住，开了一个中介门头。
随后，民警将杨某抓获。媒人李
某也相继落网。

经审查，李某是昆仑镇人，
到杨某的门头找工作时两人认
识。两人供述，自今年9月份以
来，结伙以介绍对象谈恋爱为
由实施诈骗作案5起，涉案价值
5万余元。

本报讯 “这个星期我有8
项工作任务，我得抓紧逐一落
实，不然会在考核中扣分，扣分
多了，年底各项先进评选就没
有资格了。”近日，沂源地税东
里税务所的贺明贵领到《工作
任务推送单》后和其他同志在
交流。

今年8月份以来，沂源县地
税局东里税务所实行清单管
理、积分考核工作办法。每周
一，根据工作分工，制定《工作

任务推送单》，明确工作时限和
工作要求。为了体现个人绩效，
实行积分考核，科学设定加减
分项目。将年底积分情况作为
年度考核、推荐各类评先树优
的重要依据。

清单管理、积分考核工作
实行以来，广大干部职工的工
作作风进一步转变，自律意识、
服务意识和守纪意识进一步增
强，提升了工作精细化管理水
平。 (刘长鹏)

沂源县公安局西里派出所：

出出、、处处警警人人员员““练练内内功功””

沂源地税：

““清清单单++考考核核””提提效效能能

.公 告

甄春喜：372425197311135110 蔡兵太：513026197702231670，
你俩所承建的济南市长清区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机电生
产车间工程，自工程主体完成后不见踪影，致使因你俩不在工地
无法管理，给公司声誉、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望见报速归工地工
作，如不去工地管理，造成的经济损失及一切后果均由甄春喜、
蔡兵太你俩本人承担。

淄博市淄川金烨建安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7日

见见面面礼礼要要到到手手，，相相亲亲后后玩玩消消失失
两妇女组团婚骗，两个月非法获利5万，目前已被警方抓获

本报讯 近日，为了加强
公安队伍建设，展现良好的警
容风貌，沂源县公安局西里派
出所对出、处警人员进行培训。
首先组织民警为出、处警人员
开展了警容警姿队列训练。同
时，加强体能训练。开展户外活

动，组织出、处警人员去爬山、
跑步等，培养和增强了团队意
识。此外，针对出、处警必备知
识、法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培
训。通过此次培训，有效地提升
了出、处警人员的综合素质和
战斗力。 （许志强）

电话：3159015

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关爱
明天、普法先行”——— 青少年普
法教育活动中，铝城第一中学取
得优异成绩，该校被评为“张店
区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学校”。
据悉，该校一直注重在师生中进
行普法教育工作。 （王立水）

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

获区普法教育先进学校

送戏下乡活动 近日，沂
源县悦庄成教中心学校组织

“兴悦三农艺术团”先后到悦庄
镇银洞峪村、北辽军埠村进行
送戏下乡演出活动。 (张仁春)

法制教育进课堂活动 近
日，沂源县公安局张家坡派出
所干警，到张家坡中心学校开
展法制教育课，对学生进行普
法教育。 (王均升)

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近日，
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唐园
长带领部分骨干教师前往小张
庄、徐家庄、刘石沟等幼儿园开
展帮扶工作。 (齐爱山)

省百灵艺术节比赛 桓台
县起凤小学校民乐队演奏的《花
好月圆》在县、市百灵艺术节获
一等奖。近日，该民乐队代表淄
博市参加了省百灵艺术节，成绩
优秀。 （王会）

“混龄活动”助幼儿成长
为发挥大班孩子的示范作用，
日前，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幼儿
园积极开展混龄活动，助推幼
儿健康成长。(任晓寒 任环伟)

开展消防演练活动 为增
强消防安全意识，了解相关消防
安全知识和逃生办法，近日，沂
源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全园
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李欣）

近日，凤凰镇召口小学开展
了以“传承齐文化”为主题的经
典诗文朗诵活动。低年级以诵读
经典诗词为主，中年级以讲齐文
化成语故事为主，高年级以诵读
爱国诗文为主。

（路秀伟）

临淄区召口小学：

开展经典传承朗诵活动

日前，县教体局督导组成员
在田庄镇中心校孙丰银校长等
领导的陪同下深入田庄镇中心
小学进行学校办学条件、教师队
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校管
理等情况进行绩效考核督查。

(罗莉)

桓台县田庄镇中心小学：

绩效考核督查促发展

为增强学生环境保护意
识，日前，房镇中心小学通过乐
教乐学平台组织开展了“小手拉
大手，共筑碧水蓝天”宣传教育
活动。同时，把环境保护教育渗
透到家庭教育中，家校联手提高
学生的环保意识。 (张大鹏)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开展共筑碧水蓝天活动

为了促进幼儿园的特色文
化建设，日前，田镇学区组织县
实验园骨干教师组成评估小组，
采用观摩、研讨、分组打分等方
式，对学区内三处幼儿园的体
育、创意美术特色活动进行了阶
段性发展评估。 (周鹏)

高青县崔张幼儿园：

特色评估促发展

为提高幼儿教师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消防应急处理能力，近
日，双沟幼儿园组织全体教师进
行了一次“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培训以严
重火患为案例，让全体教师了解
火灾发生的起因及危害。(张倩)

淄川区双沟幼儿园：

开展消防培训活动

为更好的保障学生的生命
安全，提高学生对应急情况的反
应能力，在“119”消防安全日期
间，齐都镇中心小学举行了“关
注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的消
防安全演练活动。并进行了消防
器材的使用培训。 （胡刚）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关注消防安全
从你我做起

日前，高城学区中心小学组
织师生开展了学习传统文化活
动。组织家乡文化专题学习，进
一步了解自己家乡的文化底蕴，
如旱船、竹马、老粗布、田镇的芯
子等地域文化。增强学生热爱家
乡的自豪感。(王胜海 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开展学习传统文化活动

近日，马桥实验小学举行了
班级拔河比赛。比赛以三到五年
级每班为单位组队，每场比赛采
用三局两胜制决定胜负。同时，
丰富学校的课余生活、增强班级
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

(胡志强 王铉)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举行班级拔河比赛

开展冬季大棚管理活动
日前，沂源县鲁村镇成教中心学
校与镇农技站联合开展了大棚
蔬菜管理工作，确保大棚蔬菜效
益逐年提高。(李传增 李德庄)

开展太极拳健身活动 近
日，沂源县振兴路小学开展推广
太极拳健身活动。特聘请专业教
练教授全体教职工24式太极拳。

(黄晓艳)

119消防疏散演练 为切实
提高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及应
急逃生能力，日前，桓台县实验
中学开展了“119消防疏散演练”
活动。 （卢静）

防火演练·时刻警惕 为进
一步提高师生在紧急情况下逃
生自救互救能力，日前，沂源县
燕崖镇中心小学举行防火应急
疏散逃生演练活动。 (李彩)

日前，消防官兵们为铝城
一小的师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
消防知识课。消防员从火灾的
预防、火情判断及有效报警、疏
散逃生三个方面贴近实际对师
生进行消防知识教育。

(南萌)

张店区铝城一小：

消防官兵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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