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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同学们的消防安全
意识，近日，齐都镇中心小学开
展了一系列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此次活动，提高了学生对消防安
全地认识，教会了学生如何规避
风险保护自我，也为学校安全教
育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陶建军)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近日，铝城一中组织退休教
师到张店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进行健康体检。此次体检，根据
退休教师身体状况，制定有针对
性的体检方案。受到退休教师们
的一致好评，让退休教师深深的
感受到了学校的温暖。(赵永志)

张店区铝城一中：

为退休教师健康体检

桓台县马桥镇：

开展教育叙事评选活动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
师资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
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近
日，桓台县马桥镇开展第六届

“我的教育故事”评选活动。旨
在，发现好故事、传递正能量，弘
扬尊师重教的风尚。 (胡志强)

为弘扬体育拼搏精神，鼓舞
斗志，勉励锻炼，强身健体，提高
学生健体主动性，近日，皇城一
中为参加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
会的12名健儿颁奖。在日前的比
赛中，队员们全力拼搏，所报的
项目均进入前八强。 (李波)

立冬日到来之际，齐都花
园小学开展了“迎立冬吃饺子
暖人心”活动。活动的开展，让
孩子们体验到了包水饺的乐
趣，感受到了班集体的温暖，体
会到了父母的辛苦，拥有了感
恩的心。 (刘金路 朱云超)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开展迎立冬吃饺子活动

为强化校园安全教育，增强
学生的法律意识，有效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
守法意识，养成自觉学法尊法守
法的好习惯，让法治精神扎根于
心，近日，桓台县实验中学进行
了精准法制宣讲活动。 (卢静)

桓台县实验中学：

开展精准法制宣讲活动

临淄区高阳中学：

举行大家访活动

近期，高阳中学举行了“关
爱进万家”的大家访活动。此次
家访，家长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资
助政策、申请资助的流程、学生
在校表现等，为做好资助工作、
不让每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原因
影响学业打下了基础。(郭群之)

木李镇中心小学近年来坚
持抓好学生的养成教育，并与其
它五项活动相结合，促进学生健
康发展。同师德教育相结合，同
教育管理相结合，同课堂教学相
结合，同综合实践活动相结合，
和家庭教育相结合。 (刘玉功)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小学：

养成教育注重五个结合

检查校车安全 为确保
校车安全运行，近日，沂源县
交警大队鲁村中队的民警走
进校园对全镇校车进行了安
全大检查。 (段惠鹃 张慎明)

“忠孝”主题教育 近日，
桓台县马桥镇北营小学开展了
以“忠孝”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培养学生忠于祖国、孝敬父母、
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王宁)

爱国板报比赛 为进一
步促进学生树立爱国意识，提
高学生动手、动脑能力，近日，
沂源四中开展“爱国板报设计
比赛”活动。(翟乃文 刘士春)

党员做先锋活动 近日，沂
源二中在所有党员中开展了“反
邪教，党员做先锋”主题教育活
动。充分发挥党员在反邪教斗争
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刘念华)

防震疏散演练 为确保师
生生命安全及学校财产安全，近
日，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组织
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演练过
程紧张、有序。(王庆芳 郑功臣)

放学路队比赛 为规范学
生的行为习惯，落实学校德育教
育中学会排队、学会走路的基本
精神，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行了放学路队比赛。 (王晗)

德廉知识测试 为强化德
廉教育，促进全校教职工自觉遵
纪守法、崇廉尚德，近日，桓台县
马桥实验小学组织开展了德廉
知识测试活动,。 (王铉)

对校园暴力说“不” 为培
养学法、守法、用法、护法和自
我保护意识，近日，沂源县鲁村
镇中心小学开展了防校园暴力
与欺凌主题教育活动。(穆乃刚)

为加强学校的消防安全
工作，提高在校师生的消防安
全素质，增强防火自救和逃生
的能力。近日，田庄中学开展
119消防紧急疏散演练。本次演
练，提升了学校火灾疏散演练
的组织和管理水平。(崔梦麟)

桓台县田庄中学：

开展紧急逃生疏散演练

为发挥名师的带领和辐射
作用，搭建共同学习和提升的平
台，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开展
了张店区郭斌名师工作室展示
活动。给老师们提供了一次学习
和交流的机会，对全区语文教学
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徐家鹏)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名师工作室交流活动

作业展评 为培养学生认
真完成作业的良好习惯，营造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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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助教 为了促进家园
沟通，丰富教育资源，开阔幼儿
的视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近日，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家长助教”活动。(郑秀娟)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为区运动会健儿颁奖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于
雪莲) 12日，淄博市工商局通
过官网公布10月份受理消费者
投诉举报情况。上月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举报、咨询1639件，
环比增长4 . 2%。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42.59万元。

10月份淄博市工商(市场
监管)系统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327件。其中，商品类投诉952
件，占投诉总量的71.74%；服务
类投诉375件，占投诉总量的

28 . 26%。商品类投诉位居前三
位的依次为：日用百货类、交通
工具类、家用电器类。其中，交
通工具类投诉209件，占商品类
投诉的 2 1 . 9 5%，环比增长
50.36%。

据淄博市工商局分析，质
量、合同和售后服务是消费者
投诉的焦点问题，三项共计894
件，占投诉总量的67.37%。交通
工具类的投诉涉及的主要问题
为消费者购买汽车预先缴纳的

订金商家以各种理由不予退
还；消费者购买的汽车的发动
机、轮胎、变速箱等存在质量问
题；汽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后，
商家以消费者未在4s店保养为
由拒绝三包。

针对以上问题，淄博市工
商局建议消费者：选择到正规
车行购买；购车应保存好合同
或者收据，并协商好押金、售后
等问题；车辆维修后记得索要
修理记录和证明。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姜倩 杨志强)

淄博自即日起至2019年2月
28日在全市开展冬季道路交通
安全百日攻坚行动。10日为集
中统一行动日，当天全市共查
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3097起，
其中酒驾133起、醉驾27起、货
车超载316起、改装改型133起、
超员101起，行政拘留8人。

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
坚行动将以国省道，临水、临
崖、桥梁等隐患路段，事故多发
点段为整治重点路段。严查严
处超速、逆行、违法变更车道、
占道行驶、超载，客车凌晨2时
至5时违规运行，农村面包车超
员，“黑校车”、无证驾驶，低速
载货汽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假
牌套牌，逾期未检验、已注销或

达到报废标准仍违法上路行驶
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同时，开展打击假牌套牌
假证整治行动，酒驾醉驾整治
行动，公路行车秩序严管行动，
启动所有交警执法站，在重点
路段、关键点段增设临时执勤
站点，严格检查“两客一危一
货”重点车辆。整治货车严重超
载等突出问题。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黄睿 高文真)
在高青县标志性建筑文昌阁里，
有一处集禁毒宣传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科学知识教育等内容为
一体的综合性校外教育阵地，这
便是高青县公安局建设的禁毒
教育基地与团县委建设的高青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该基地引进了弧形荧幕、

VR体验仓、全息影像等适合青
少年参与、操作的高科技设备，
将整座文昌阁打造成充满知识
和欢乐的禁毒“乐园”。自该基地
投用以来，已接待青少年5000余
人次。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贾倩铭) 近日，
一男子在等公交车时突发疾病，
众人齐伸援手，发生在临淄街头
的这一幕温暖人心。

9日16时左右，淄博市公共
汽车公司临淄分公司252路驾驶
员张友亮驾车至相家生活区站
点时，看到一位大约50岁的男子

在候车时突发疾病。张友亮立刻
将车停稳，下车查看。发现该男
子全身抽搐、呼吸微弱，根据公
司平时的急救常识培训，张友亮
立即跪在地上为发病乘客做心
肺复苏。车上一女乘客迅速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5分钟后该男子
逐渐恢复意识，这时120救护车
赶来将男子送至医院治疗。

高高青青将将标标志志性性建建筑筑文文昌昌阁阁

打打造造成成禁禁毒毒教教育育基基地地

一一男男子子候候车车时时突突发发疾疾病病

公公交交司司机机紧紧急急救救援援

上月淄博市工商系统受理投诉、举报、咨询1639件

交交通通工工具具类类投投诉诉环环比比增增长长五五成成多多

淄博开展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

一一天天查查获获33千千余余起起交交通通违违法法行行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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