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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樊舒
瑜) 5日，齐鲁晚报记者从淄博
市教育局官网获悉，为贯彻落实
省政府关于2017年全面推行中
小学校长职级制和去行政化的
工作部署，市教育局决定组织开
展全市首次中小学校长职级评
审认定工作，确保年内完成评审
认定和聘任工作。

据悉，本次评审认定范围为
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所属的公
办中小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的校长

(含党组织书记、幼儿园园长)和
其他部门、单位举办的公办中小
学的校长。中小学校长职级分为
四级九等，即特级校长、一级校
长(一、二、三等)、二级校长(一、
二、三等)、三级校长(一、二等)。
首次评审认定校长职级，不设特
级校长，其他职级只评级不评
等，待遇按该职级最低等次执
行。评审内容包括基本条件、办
学满意度和工作业绩等方面。

根据《淄博市中小学校长职
级评审认定办法(试行)》规定，中

小学校长职级实行定期晋升、破
格晋升和降职解聘制度。校长在
聘期内，学年度绩效考核出现1
次基本合格的，职级降低一个等
次，三级二等的撤销职级解聘职
务；出现2次基本合格或1次不合
格的，撤销职级解聘职务；任期
内出现严重违纪和违法行为，或
对学校发生重大责任事件负有
领导责任的，予以解聘并依法依
纪追究相关责任。自中小学校长
职级制改革实施起，中小学校长
职级每2-3年评审认定一次。

全全市市中中小小学学校校长长将将评评职职级级摘摘““官官帽帽””
年内完成首次评审认定，今后每2-3年评审认定一次

淄淄博博四四名名学学生生获获评评““省省最最美美中中学学生生””
本报采访淄博七中学生焦提盛，看“最美中学生”如何炼成

本报12月5日(记者 樊舒
瑜) 焦提盛是淄博七中高一
(16)班的学生。近期，他被共青团
山东省委和山东省学生联合会
授予“山东省最美中学生”荣誉
称号并荣获齐鲁学子出彩奖学
金。据悉，淄博市共有2名高中
生、2名初中生获得这一荣誉。

焦提盛勤学好问，能够灵活
的运用所学知识，多次获得学习
能力一等奖。他喜欢帮助学习中
遇到困难的同学，经常牺牲自己
的休息时间，为同学答疑解惑。

焦提盛喜欢读书和写作，参
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负责“诗情
化翼”栏目的编辑工作。他的梦
想是做一名记者。他说，想当记

者不是为了在报纸上展示自己
的文笔，也不是为了在电视上展

示自己的形象，只是为了传递社
会的正能量。

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冯长冰 何金
金) 5日，沂源交警大队查获
一辆“交通违法王”轿车 。据
查，该车共有52条违法记录未
处理，累计罚款7650元，驾驶证
记161分。

近日，沂源交警对辖区逾
期未年检，违法记录较多的车
辆进行深入分析研判，确定车
辆行驶轨迹，并积极组织专门
勤务力量，采取有力措施进行
查处。

5日8时30分左右，该大队
机动队接到指令，一辆违法记

录较多，逾期未检验的鲁C0Z*
**的灰色小型轿车在城区瑞
阳路与新城路有由东向西直行
的行驶轨迹。民警立即前往该
处及沿线进行查控，并在振兴
路正大家居路口将其拦截。经
进一步查询民警得知，该车自
2014年至今共有52条违法记录
未处理，且多为闯红灯的监控
抓拍。由于众多违法未处理，该
车近3年未进行审验。

日前，该车已被依法扣留，
驾驶员齐某也将面临着累计罚
款7650元，驾驶证记161分的处
罚。

沂源重拳整治交通违法“大户”

一一车车5522条条违违法法未未处处理理，，记记116611分分

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吕振民) 近日，
临淄区“禁毒宣传赶大集”活动
在皇城镇北羊村大集启动。

当日，淄博市公安局临淄
分局禁毒大队在集市上设置
禁毒知识咨询台，发放了《毒
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等
宣传资料5000余份，分发印有
禁毒标识的手提袋、雨伞、扇
子等3000余个，结合“毒品知

识与危害”、“三年禁毒人民战
争”、“禁种铲除罂粟”等12块
毒品展板以及车载系统宣传
片，为赶大集的村民宣讲毒品
知识及预防措施。据悉，该活
动将融进赶大集、逛庙会、文
艺汇演活动，作为深入开展今
冬明春农村集中禁毒宣传的
重要举措之一，大力推动禁毒
宣传教育全覆盖，努力实现禁
毒群防群治。

临临淄淄启启动动禁禁毒毒宣宣传传赶赶大大集集活活动动

山东壳牌石油有限公司淄博市淄川区淄城路加油
站，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丢失，证号:鲁油零
售证书第37030130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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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提盛在课堂上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

近日，铝城一中开展了系列
“国家宪法日”主题教育活动。收
看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第
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
动团体总决赛》节目；举行“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维护宪
法权威”主题升旗仪式。（丁影影）

张店区铝城一中：

开展“国家宪法日”教育

获县比赛乡镇第三名
近日，沂源县鲁村中学在全县
中小学排球比赛中获得全县
第四名、乡镇第三名及精神文
明奖。 (齐春山)

学习经验交流会 为让学
生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近日，
沂源四中安排各班举行学习方
法指导课和学习经验交流活动，
教师代表参加了活动。（翟乃文）

卫生消毒知识培训 近日，
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了园
所常规性消毒知识的培训，保健
教师对日常清洁和常规消毒进
行了指导。(夏巧凤 王法慧)

星级学生评选活动 为弘
扬正气，树立典型，激发学生积
极向上的正能量，近日，沂源县
历山街道新城路小学开展了

“星级学生评选”活动。(周从容)

开展宪法学习日活动 近
日，桓台县起凤中学开展宪法
学习日晨读活动。进一步提高
师生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
法的积极性和必要性。(张久伟)

家长读书沙龙活动 近日，
张店区潘南小学举行“共读共成
长”读书沙龙活动。家长们踊跃
上台分享自己的读书收获，介绍
自己亲子阅读的经验。(杨玉凤)

近日，凤凰镇召口小学开展
了全面贯彻落实“集体决策”制
度工作。旨在杜绝刚性不强、弹
性有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
问题，加大执行和维护民主集中
制的力度，营造有理、有节、公
平、公正的工作环境。（边昌奎）

临淄区召口小学：

用思想引领，用制度规范

为全面掌握在校学生的生
长发育和健康状况，及时消除
影响健康的不良因素，近日，
朱台镇中心小学邀请镇中心
卫生院为全体学生进行健康检
查、开展卫生健康教育，确保广
大学生的身体健康。 (郭庆)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为学生健康体检

为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
桥梁作用，近日，太公小学召开
了校级家长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家校共建恳谈会。会议内容涉及
家庭教育、习惯养成、学习管理、
网络侵害、社团建设、食品安全、
诚信教育等方面。 (于文娟)

临淄区太公小学：

召开家校恳谈会

近日，张店区委副书记满
军到中埠镇小学作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讲。孟强校长主持报
告会，张店区教育局相关领
导、镇政府工作人员、中埠镇
小学和中学的党员等50余人聆
听讲座。 （宋慧）

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

近日，沂源县历山街道成
教中心学校利用农村集市作为
课堂，宣讲防盗防火安全知识，
使村民在赶集购物的同时学到
了安全知识，促进了人们安全
意识的提高。

（崔国利 刘淑丽）

沂源县历山街道成教中心：

农村大集市 成教大讲堂

为帮助青年教师规划发展，
促进青年教师业务快速成长，近
日，双沟中学召开新学年青年教
师座谈会。座谈会结合一些名师
的成长案例，讲述了专业素养对
青年教师成长的重要性，引起了
参会教师的共鸣。 (徐小惠)

淄川区双沟中学：

召开青年教师座谈会

为防止校园欺凌行为的发
生，近日，马桥实验小学开展“预
防校园暴力，杜绝校园欺凌，珍
惜同学情谊”主题班会活动。通
过看图片或视频、剖析校园欺凌
案例等方式，让学生认识到校园
欺凌事件的严重危害性。（王铉）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开展防止校园欺凌教育

临淄区桓公小学：

举办班级京操比赛

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培
养学生的团结互助精神和集体
荣誉感，近日，桓公小学举行了
班级京操比赛。全校二至五年
级13个班级参加了比赛，一年级
的同学也进行了队列队形表演，
丰富了校园生活。 (商宜强)

作业展评 为提高书写能
力和作业质量，营造学生间互相
交流学习的氛围，培养良好学习
习惯，近日，沂源三中举行了学
生作业展评活动。 （江秀德）

开展创意制作 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开展
了“创意手工”制作活动。培养
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
制作能力。 (魏先爱 王莉秀)

“民族风”环境创设 为更
好的了解民族文化，传承民族
文化教育，日前，沂源县悦庄中
心幼儿园开展了“民族风”特色
的主题环境创设活动。 (张静)

合唱团登上市大舞台 日
前,“2017淄博市第七届合唱艺
术节”胜利闭幕，张店区大张学
校作为唯一一家受邀的小学合
唱团参加了此次演出。 (国旭)

日前，皇城二中教师利用微
信架起家校沟通交流爱心桥。

“微信”发送的内容包括答疑解
惑、祝贺表扬、鼓励鞭策等方面，
短短几十字，增进了交流，拉近
了师生间的距离，营造了家校合
作育人的良好氛围。 （张凯）

临淄区皇城二中：

“微信”架起家校爱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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