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青县青城镇码头小学：

举行新生拜师入泮仪式

近日，青城镇码头小学举行
了“知礼仪 明事理 启智慧
诵读《弟子规》 ”既一年级新生
拜师入泮礼仪式。分为正衣冠明
事理、拜师礼、点朱砂启智慧、
诵读《弟子规》、书写“人”字、
新校长寄语等环节。 (杨琨)

在教师节期间，桓台经济
开发区实验学校举办了“不忘
初心，逐梦前行”庆教师节活
动。舞台上，老师们是主角，他
们用歌舞、乐器表演、书法、诗
朗诵等多种才艺为学生们展现
了新时代教师风采。 (王雷)

桓台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举办庆祝教师节活动
沂源二中：

开展规范化管理月活动

开学伊始，沂源二中开展规
范化管理月活动。上好开学第一
课；组织好开学典礼；开展好“讲
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教
育；做好各学段衔接教育；开展
好中小学读书节系列活动；开展
好家校共育工作。 (刘念华)

为保证校车安全运营，近
日，皇城一中召开了校车安全专
门会议。会议就校车的运行情
况、学生乘车注意事项等方面进
行了细致了解，对进一步保证校
车安全运营作了具体要求。旨在
促进学校安全工作进程。(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召开校车安全运营会

召开预备党员转正大会 近
日，沂源三中党支部召开预备党
员转正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位同
志的转正申请，同时激励广大党
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江秀德)

观看开学第一课 为鼓励创
新创造，弘扬科学精神，倡导创新
文化，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
小学组织学生观看2018年《开
学第一课》。(房秀伟 张云霞)

隐患大排查 为强化幼儿
园安全卫生工作，消除安全隐
患，保证幼儿入园安全，沂源县
鲁村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安全
隐患大排查活动。(张慎明）

乘校车安全教育 为增强
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规范学生
乘坐校车行为。近日，桓台县鱼
龙中学组织了一场“乘车校车安
全”专题教育活动。(李明书)

召开工作部署会 为更
好的推进新学期各项工作的
有序开展，日前，沂源县鲁山
路小学召开了新学期开学工
作部署会议。 (王晗 高红)

技能培训 为适应现代化教
育发展要求，全面提高教师教育
教学水平，近日，沂源县燕崖镇中
心小学开展交互式智能触控一
体机技能培训。(李彩 房琰)

新学期升旗仪式 近日，张
店四中举行新学期升旗仪式。全
体师生神情严肃神圣，面对鲜红
的国旗，面对新的起点，心中充
满无限的憧憬和展望。(崔金华)

张店区杏园小学：

开展庆祝教师节活动

日前，杏园小学开展庆祝
教师节活动。旨在，进一步弘
扬尊师爱生的良好风尚，激励
全校教师开拓创新、积极进
取、热爱教育事业，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投身于学校教育和教师
个人的提升和发展。 (李炜)

近日，皇城二中小学部召
开新学期安全工作会议。按照

“夯基础、抓教育、治隐患、强应
急、保平安”的思路，强化风险管
控和源头治理，统筹做好开学安
全检查工作，及时整治隐患，确
保校园的安全稳定。(孙龙飞)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召开新学期安全工作会
高青县实验小学：

情系教师节慰问暖人心

在教师节期间，高青县实
验小学开展了看望走访贫困
教职工活动。副校长荆延兵、
张兴禹分别到困难教职工办公
室和家中进行走访慰问，分别
向他们表示节日祝福，送去了
学校的关怀与慰问。(董晓月)

近日，花沟镇中心小学举
行庆祝教师节活动。为评选出
21名“最美教师”、“优秀教育
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
秀教师”颁奖。旨在，形成尊师
重教的浓厚氛围，极大调动老
师们的工作积极性。(周成明)

高青县花沟镇中心小学：

开展庆祝教师节活动

近日，齐德学校召开了主题
为“年华似水春风化雨 馨香满
园”的联欢会，全校教职员工欢
聚一堂，共庆第34个教师节。第
一阶段，由副校长王永带领全体
教师宣誓：第二阶段刘洪斌校长
为教师们热情致词。 (房文宇)

张店区齐德学校：

举行教师联欢会

为进一步加强全校教师
的师德师风建设，树立严格自
律、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的良
好教师形象，近日，张店十中
组织开展了“强师德、铸师魂”
师德师风培训会，全体教师参
加了本次培训活动。(侯忠良)

张店十中：

召开师德师风培训会

沂源县人大主任刘传新
在教师节之际走访慰问沂源
二中教师。 （刘念华）

师德建设教育月启动 日
前，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举行
了“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
人”师德建设教育月启动仪式，
同时庆祝第34个教师节。(李芳)

消防安全演练 近日，沂
源县鲁山路幼儿园开展消防紧
急疏散演练活动。进一步提高幼
儿遇到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增强防火逃生意识。(张宗叶)

师生宣誓仪式 为增强师
生凝聚力和教职工的责任意识，
教师节之际，桓台县田庄镇中心
小学全体师生面对国旗分别举
行庄严的师生宣誓仪式。(罗莉)

消防安全演练 为提高全
体师生防火救灾、自救自护能
力，近日，沂源历山街道振兴路
幼儿园请消防官兵，对全体师生
进行专业培训与演练。(张太丽)

呵护眼睛第一课 近日，沂
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开学第一课 从呵护眼睛开始”
主题活动。为孩子们讲解眼睛的
构造和日常护眼知识。(唐本林)

新生家长会 沂源县鲁山
路小学发挥学校、家庭、学生“三
位一体化”教育管理模式，近日，
举行“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一
年级新生家长会。(王晗 高红)

开展实践活动 为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近日，沂源县荆山路小学组
织五年级250余名师生赴圣佛山
基地进行综合实践活动。(孙静)

新学期升旗仪式 近日，沂
源县燕崖镇中心小学举行新学期
第一次升旗仪式。雄壮的国歌响
彻校园，全体师生庄重严肃，仰望
冉冉升起的国旗。(李彩 房琰)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三节三爱”
主题教育活动

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爱学习、爱劳动、爱
祖国；节水、节电、节粮”的号
召，引导幼儿从小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新学期伊始，淄川
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了“三节三
爱”主题教育活动。(王建华)

为使新教师尽快融入学校
教育教学工作，近日，历山街道
教体办组织新教师进行岗前培
训。培训内容是教学常规和教
学技能。重点：明确新教师近期
发展目标，提升教师教学技能，
全面深入了解教学常规。

(刘启凤)

沂源县历山街道教体办：

做好新教师岗前培训
临淄区皇城二中：

举行秋季开学典礼

近日，皇城二中举行秋季
开学典礼。学校对上学期校级
文明班级及教学质量突出教
师进行了隆重的表彰。校长李
秋军做了《做更好的自己》的
主题讲话。希望同学们再接再
厉，为明天的成才打下厚实的
基础。 (张辉)

欢度教师节 日前，黑旺中
学全体师生举行庆祝教师节活
动。首先，学生诵读团队登台，为
老师献词。随后，学生行拜师礼，
教师集体登台，学生全体起立，
合掌举过头顶，鞠躬行礼大声喊
出：“老师，您辛苦了！”(张翠平)

日前，张店区人民医院医
务科组织医务人员到张店区
沣水镇西张村，助力第一村医
高杰，开展义诊服务送健康活
动。医务人员现场开展咨询义
诊、测量血压、测血糖、心电图
检查、彩超检查，进行常见病、

多发病知识宣传，日常保健和
常用药物服用指导，解答群众
疑难问题。旨在提高群众疾病
防治知识知晓水平，不断增强
疾病防治能力，提升人民群众
健康素质。

(徐海清)

张店区人民医院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义诊助力第一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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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马玉
姝 通讯员 徐浩 于翠 高
群) 政府“自掏腰包”鼓励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12日，记者获
悉，淄博市高新区率先在全市出
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奖励及
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列入
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
广应用功臣推荐车型目录》的新
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充电设施投

资建设单位、新能源汽车运营企
业提供财政扶持资金。

《暂行办法》规定：对高新区
内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新开发
的新能源汽车车型，自获得国家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和《推荐目录》起一年内销
售量达到2000辆及以上的乘用
车，每款车型给予一次性开发奖
励300万元，年销售量达到1万辆
及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600

万元；对高新区内注册登记的新
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按销售给高
新区内用户并在高新区内注册
登记(两年内不得向区外转移)
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数量，根据注
册登记当年国家同期补贴标准
的30%给予补贴。

此外，《暂行办法》对充电设
施投资建设单位、新能源汽车运
营企业的奖励和补贴标准也作
出具体规定。

高新区财政出钱奖励扶持新能源汽车推广，此举系全市首例

年年销销售售量量过过万万，，企企业业将将获获660000万万奖奖励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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