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市图书馆省内率先推出网上读者选书服务

网网上上借借书书，，市市图图书书馆馆免免费费快快递递到到家家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全
市关于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
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不
动产数据整合建库工作的有
序开展，近日，淄博市国土资源
局张店分局组织召开了张店
区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调度
会。

会上，作业单位、该局各相

关科室对不动产数据整合的
推进情况先后作了汇报。针对
作业单位负责人提出的各类
疑难问题进行了沟通协调。本
着以大局为重、与作业单位通
力合作的态度，积极推进张店
区不动产数据整合工作顺利
开展。

(王升远 梁智凝)

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张店分局：

推推进进不不动动产产数数据据整整合合建建库库工工作作

本报讯 近日，由淄博市
国土资源局纪委副书记、监察
室主任郭斯法带队，对淄博市
国土资源局张店分局“落实不
力”工作开展落实情况进行了
检查指导。张店分局副局长宋
强汇报了分局开展“落实不力”
专项整治行动的进展情况。

据悉，淄博市国土资源局
张店分局先后进行了宣传教
育，制定了专项整治行动实施
方案，成立了开展“落实不力”
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认真
开展了自查自纠。严格按照上
级部署，认真整改，做好监督，
加强问责。 (王升远)

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张店分局：

自自查查自自纠纠整整治治““落落实实不不力力””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樊
舒瑜 通讯员 张娟) 29日，
齐鲁晚报记者从淄博市图书馆
获悉，淄博市图书馆于近日推
出“U书快借”服务，读者通过
移动终端访问淄博市图书馆服
务大厅微信平台，或通过电脑
访问市图书馆官方网站，借阅
书籍后，市图书馆免费将书快
递到家。

据悉，淄博市图书馆将在

十二月的“全民读书月”中推
出一系列的阅读推广活动，

“U书快借”服务作为献给读
者一份大礼率先亮相。“你网
上选书，我买单”是这项服务
的最大亮点，就像网上购物一
样，网站以最快的速度把书快
递到家，所有的费用都将由市
图书馆来支付，读者只需要阅
读后归还到市图书馆一楼咨
询服务台。

这项公共服务开放的范
围是市图书馆的持证读者(成
人证、少儿证及家庭证均可)，
它的实质是让读者更方便地
借到自己想看的书，参与方式
也很简便，

据淄博市图书馆工作人员
介绍，“U书快借”服务是市图
书馆创新服务方式的又一新的
举措，也是全省第一个开展网
上读者选书的公共图书馆。

本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刘敏 王新
端) 29日，齐鲁晚报记者从张
店区民政局获悉，为了提高婚
姻登记的准确率，杜绝伪造信
息和身份等行为，张店区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将于12月1日正
式启用“人证识别”新技术。

据了解，以往办理婚姻登
记时，工作人员需通过肉眼
核验身份证照与本人、户口
簿信息是否吻合，“人证识
别”则是通过使用身份证识
别仪录制当事人身份信息，
现场对当事人面部进行拍照
及指纹采集，并和二代身份

证 上 的 照 片 和 指 纹 进 行 比
对、识别。“人证识别系统”将
进行自动比对，达到比对值
的，识别成功，即通过验证。
通过“人证识别”不仅能有效
杜绝伪造信息和身份，还让
公民的法律权益得到更好的
保障。

下下月月起起张张店店登登记记结结婚婚““刷刷脸脸””验验身身份份
系全市首例，将有效杜绝伪造信息和身份等行为

快快来来看看看看如如何何网网上上借借书书
读者除了通过市图书馆官方网站(http://www.zblib.org.cn/)，还可以通过市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进行借书。打开微信，关注“淄博市图书馆服务大厅”，在右下角点击“U书快借”，就
可以在线“借书”。每位读者30天内所选图书不得超过5册，单本图书金额在100元以内，并且
读者所选图书数量与在图书馆已借图书数量之和不得超过该读者证类型规定的最大借阅
数量，外借时间以快递签收之日起，借期31天，可续借一次。

如有问题可以拨打淄博市图书馆咨询电话：3886232，2284592。
本报记者 樊舒瑜

根据学校制订的方案，日
前，临淄二中利用大课间，组织
全校师生进行了应急疏散、消防
逃生、安全演练活动。旨在增强
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了
解消防安全知识，增强处置初期
火灾的能力和逃生能力。（郑军）

临淄二中：

举行安全演练活动

家庭教育报告会 为营造
亲子融洽、相互关爱的家教氛
围，近日，桓台县起凤中学联合
北京四中网校举办了“创建优
质家庭教育”报告会。(张久伟)

家长学校开学 为更好地
实现家校一体化教育，近日，沂
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心学校成
立了家长学校，并成功举办家长
学校开学第一课。(黄平吉)

业务技能大比武 近日，沂
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业务技能大比武活动。该园提出
作为幼儿园教师，理论功底要
硬，业务知识要精等。（齐翠香）

“亲子共读”成果展 为培
养家长和学生乐读书、读好书
的良好读书习惯，日前，临淄区
康平小学举办了第二届“亲子
共读”成果展示活动。(张玉新)

创新篮球文化 本学期，沂
源县荆山路小学高度重视校园
文化创新发展，以篮球为载体，
创建了篮球操、花式篮球，拓展
了学生健康娱乐项目。（刘成学）

欢乐阳光大课间 近日，沂
源县鲁山路小学开展阳光体育
大课间活动。伴随着欢快、动听
的音乐旋律，整个大课间学生充
满激情、活力。 (王晗 高红)

结合学校实际，日前，田庄
镇中心小学制定了课后工作实
施方案。该校将充分利用现有人
员、场地资源，开展阅读、艺术、
体育、科技等活动。保证好学生
安全及服务质量，尽量做到让家
长放心、满意。（崔亦强 宋芳)

桓台县田庄镇中心小学：

积极推进课后服务工作

近日，马尚一中以养成教
育为重点，开展了“学生自主
管理提升月”活动。据悉，该校
对照五大习惯评价细则，通过降
低管理重心、创新方法途径、实
施动态评价，来促进学生良好行
为习惯的养成。 （房文宇）

张店区马尚一中：
开展“学生自主管理
提升月”活动

近日，敬仲中学举行“诵读
经典”诗文朗诵比赛，展示读书
节成果。本次诗文朗诵比赛旨在
传承中华优秀的经典文化，进一
步推动书香校园工程建设。精彩
纷呈的节目，演奏出一曲曲和谐
校园的华美乐章。 (胡崇海)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行读书节展示

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及冬季锻炼的效果，傅家镇中
心小学多举措保障大课间冬季
长跑活动顺利进行。做到空气质
量监控工作落实到位、跑操路线
划分到位、跟班教师安排到位、
检查监管落实到位。（徐家鹏）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保障冬季长跑顺利开展

为加强学生的常规管理和
饮食安全教育，给学生营造一个
美好、舒适而又干净的校园环
境，近日，皇城二中对学生进行
了“拒绝零食，净化校园”系列活
动。并下发“禁止携带零食和早
餐进校园”的倡议书。(崔永春)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拒绝零食”活动

为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及时排除火灾隐患，房镇中心小
学近期多举措加强冬季火灾防
控工作。组织专人对学校用电线
路、设施进行检查，对学生进行
消防安全教育，对消防通道、消
防设施进行安全排查。(张大鹏)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加强冬季火灾防控工作

高青县新徐小学：

开展学生行为养成教育

日前，木李镇新徐小学扎
实开展学生行为养成教育，培
养学生道德情操，提高学生道
德认识。开展了强化“责任”教
育，抓好“秩序”教育，加强“文
明礼貌”教育，强调“卫生”教
育，促使“上进”教育。 (孙军)

大棚实践课堂 为开拓学
生视野，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开展走进齐都镇旭丰农业生态
园实践活动。 （张倩 胡刚）

关心取暖 平安过冬 近
日，市县领导深入沂源县悦庄中
心园检查“环保取暖”工程实施
情况，并就如何做好冬季取暖工
作提出了要求，确保安全。(吕凤)

落实教师服务工作 为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
按时接送学生的困难，近日，沂
源县历山街道新城路小学落实
教师课后服务工作。（周从容）

冬季广播体操比赛 为增
强学生的健康意识与身心素质，
推进阳光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
日前，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举行
冬季广播体操比赛。 （王铉）

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 近
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组
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十九大报
告精神。进一步增强教师干事
敬业的信心和决心。(王均升)

供供暖暖管管道道破破损损，，网网格格员员发发现现除除险险情情

本报讯 近日，淄川昆仑
镇昆山社区网格员在巡查中，
发现昆山社区新一村七号楼
供暖管道破损漏水，他立即向
社区和镇领导汇报，同时，与
热企联系，向其说明情况，维
修人员赶到后，经过2小时修
理，管道恢复正常。 (安士超)

为了进一步优化学校育人
环境，让学生养成文明的行为习
惯，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创
建安全、和谐校园。日前，召口小
学结合学校实际，开展了以“向
不文明行为宣战，争做文明小学
生”为主题的活动。（任晓聪）

临淄区召口小学：

向不文明行为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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