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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樊
舒瑜) 10日，淄博市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启动仪式暨应用培
训会议在淄博中学举行，来自淄
博市教育局、各区县教育局的领
导及33所市属高中学校的学校
校长、中层骨干、信息中心人员
共计300余人参会，淄博市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意
味着全市优质教育资源将实现
共建共享。

据了解，淄博市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今年3月份开始部
署，该平台以“信息化促进教育
均衡发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为切入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以教师为主体，以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为宗旨，最终重点满足“教、

学、测、评、管、家校共育”6大需
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促
进区域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实现
区域的统一服务与管理、教育信
息的无缝流转与数据共享。教师
利用平台实现网上备课、网上教
研，在线授课、辅导，应用网络技
术实现教学活动；学生利用平台
实现在线作业和自主学习，最大
程度的实现个性化学习；教师利
用平台完成对学生学习的测评，
实现一对一辅导；学校、教师之
间利用资源平台开展教学评价，
提高工作效率；家长利用资源平
台实现学生成长信息共享、家校
共育；学校利用资源平台实现对
教学管理的大数据记录、分析，
评测学校现状、问题及发展方

向；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利用资源
平台监测教育发展、学校管理，
推进科学决策，逐步实现与国
家、省以及全市各区县、有关学
校教育平台的互联互通，形成完
整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平台建设完成后，将有效
帮助管理者提升管理效率和管
理水平，帮助教师提高工作效
率和教学水平，帮助学生提高
学习效率和成绩也可以帮助家
长了解学校及学生的所有情
况；也可为全市的各所学校建
设智慧校园奠定基础，快速实
现校园生活一体化、校园管理
智能化、校园设施数字化、课堂
教学高效化、家长沟通便捷化
等服务。

淄博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可满足“教、学、测、评、管、家校共育”6大需求

城城乡乡师师生生将将共共享享优优质质教教育育资资源源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
凯瑞小学秋季体质健康达
标运动会拉开序幕。这次运
动会依据 《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确定了不同年级
的测试项目，一、二年级学
生参与 5 0 米跑、坐位体前
屈、1 分钟跳绳三个项目，
三、四、五年级再多加一项1
分钟仰卧起坐。为确保这次
运动会的顺利举行，学校专
门成立了达标运动会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精心

组织，做到明确分工，责任
到人，保证安全。运动会上，
全体裁判员各司其职、尽职
尽责，整个过程环节衔接到
位，秩序井然，按照预期的
时间圆满完成。经过统计之
后，学校将以级部为单位奖
励总分前三名。

本次运动会是对全校学
生体质的一次大检测，旨在
让同学们树立日常健身意
识，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关注身体健康。(赵娜)

张店区凯瑞小学：

举举行行秋秋季季运运动动会会

卫生健康主题班会 为杜
绝发生秋季流行传染病，近日，
沂源县张家坡镇冯家圈小学各
班召开了“清洁卫生 健康你
我”主题班会。(刘玉军 王均升)

表彰优秀教师 新学期，
高青县花沟镇唐口小学举行了
表彰先进教师活动。树立优秀
典型，弘扬教育教学正能量，谋
求各项工作新局面。 (李明)

践行文明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在中秋节、国庆节期间，
沂源二中志愿者们自发走上街
头，宣传文明出行，践行文明出
行，守护文明出行。 (刘念华)

为秋天添色彩 为促进幼
儿智力发展。近日，沂源县悦庄
镇中心幼儿园组织幼儿进行写
生活动，带幼儿走出活动室尽情
描绘美丽的秋天。 (郑秀娟)

安全隐患排查 为推进校园
安全工作，排除校园安全隐患，做
到防患于未然。近日，沂源县荆
山路小学开展了校园安全隐患
10月份月度排查工作。（孙静)

网络安全知识竞赛 近
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举
行网络安全知识竞赛。增强师
生的网络安全识别能力和抵御
能力。 (东杰 王均升)

防踩踏演练 为增强全园
师生安全意识，提高应急逃生的
本领，打造平安校园，近日，淄川
区实验幼儿园举行了防踩踏事
故安全应急演练活动。(王建华)

扫黑除恶活动 为贯彻落
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
增强师生遵纪守法意识，近日，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开展以“扫黑
除恶”为主题的班会课。(王晗)

督查安全卫生 近日，沂
源县卫生局专项督查组到鲁村
镇徐家庄中心学校进行饮用水
卫生、教学环境、生活环境、传染
病防控工作专项检查。(周新丰)

应急疏散 为提高全体师
生的逃生自救、互救能力和抵
御、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近日，沂源四中进行消防演习活
动。 (翟乃文 刘士春)

为让家长进一步了解学校
教育，知晓孩子的成长状况，近
日，朱台镇中心小学举行了家长
开放日活动。家长们进入班级随
班听课；参观学生的大课间活动
情况，查阅学生作业；最后各班
任课教师进行学情反馈。(郭庆)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

2018年世界动物日期间，齐
都花园小学开展了“珍爱动物”
系列活动。了解动物知识竞赛，
多彩的动物手抄报，动物是我们
的朋友演讲比赛，让学生走近动
物，走进动物园等活动，激发学
生爱护动物的情感。(刘金路)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开展世界动物日活动

为扎实推进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近日，皇城二中召开了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专题工作会议。强调，
必须充分利用心理咨询中心的
有效资源，不断整合师资队伍，
扎实有效、开创性地工作。(张辉)

临淄区皇城二中：

召开心理健康教育会

为在青少年学生中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提升青少年审美素养，
近日，杏园小学认真组织学生观
看精彩的戏曲表演。帮助学生们
认识我国的戏曲艺术文化，近距
离感受戏曲带来的魅力。(木子)

张店区杏园小学：

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

皇城一中严格落实教师一
岗双责机制，制度上细化要求，
强化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
职责意识，划分明确安全管理目
标、责任，严把校门出入关，严格
控制外来人员或车辆入校，免除
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严格落实教师一岗双责

为进一步强化中学生的国
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促进学
校国防教育工作开展。近日，田
庄中学举行“心系国防、牢记使
命”为主题的国防知识竞赛活
动。培养学生热爱国防、关心国
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于希鹏)

桓台县田庄中学：

举行国防知识竞赛

自开展学生资助工作以来，
高城学区中心小学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构建大爱德育系列
活动。各班主任老师更是深入开
展系列宣传及教育，以培养学生
全面发展为核心，进一步扎实推
进学生资助工作开展。(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稳步推进资助工作开展

为深入贯彻各级关于“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方案，近日，
召口小学开展了“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系列活动。召开“扫黑
除恶”专题会，还通过校园电
子屏、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
等形式广泛宣传。 (任晓聪)

临淄区召口小学：

“扫黑除恶”在行动

在国庆六十九周年之际，
高青县实验小学全体师生齐
聚操场共同庆祝祖国母亲的
生日。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感
染了在场的全体师生，纷纷表
示要把爱祖国化为实际行动，
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张璇)

高青县实验小学：

共庆祖国华诞

举行广播体操比赛 近
日，沂源县西里中学为了增强
学生的健康，举行了广播体操
比赛，旨在增强学生的体质。

(娄树文 杜希海)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于雪莲) 近日，淄博1个县、6
个镇入选我省乡村振兴“十百
千”工程。根据全省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部署要求，为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的示范标杆，
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新机
制、新路径，我省11个部门联合
印发了示范创建工作通知及
实施方案，全面启动了乡村振
兴“十百千”工程。

此次入选的县、镇分别是

沂源县、高青县青城镇、淄川
区双杨镇、淄川区龙泉镇、桓
台县起凤镇、博山区石马镇、
周村区南郊镇。

据了解，此次筛选的乡
村振兴“十百千”示范县、乡、
村，坚持区域布局、优中选优
的原则，着力打造不同区域特
色、不同发展类型的示范标
杆。在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的同
时，根据示范创建工作需要，

强化支撑保障措施，抓好重
点项目建设，确保有项目、有
抓手、可操作。

经各市择优推荐上报、
省直联合审查，最终确定 1 0
个县 (市、区 )、1 0 0个乡 (镇、
街)、1000个村，开展示范创建
工作，着力探索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的多元模式和成
功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省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健 康 有 序 进
行。

淄淄博博77地地被被省省里里选选为为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示示范范标标杆杆
包括1县6镇，将根据示范创建需要强化支撑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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