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车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车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鲁C59857 淄370323303448 鲁C9D591 淄370323303863 鲁C50886 淄370323305236

鲁C9N259 淄370323305052 鲁C50108 淄370323303872 鲁C8U069 淄370323305299

鲁C2M009 淄370323304912 鲁C50297 淄370323304244 鲁C8U395 淄370323305394

鲁CBU377 淄370323302772 鲁C9F651 淄370323304402 鲁C50959 淄370323305396

鲁C59589 淄370323302888 鲁CJC892 淄370323304457 鲁C50996 淄370323305400

鲁C59581 淄370323303024 鲁C50261 淄370323304463 鲁C50911 淄370323305487

鲁C59662 淄370323303073 鲁C50583 淄370323304611 鲁C1227S 淄370323305938

鲁C59758 淄370323303172 鲁C50697 淄370323304683 鲁C5525挂 淄370323306019

鲁C59866 淄370323303377 鲁C50637 淄370323304732 鲁C59852 淄370323303466

鲁C59827 淄370323303400 鲁C3K735 淄370323304806 鲁C5D652 淄370323303761

鲁C59869 淄370323303426 鲁C5053挂 淄370323304822

车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车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车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鲁C59399 370323302647 鲁C59368 370323302540 鲁C59362 370323302605

鲁C59389 370323302635 鲁C59278 370323302372 鲁C59361 370323302618

鲁C59365 370323302626 鲁C59359 370323302564 鲁C59221 370323302551

鲁C13029 370323302477 鲁C58798 370323300162 鲁C59386 370323302622

鲁C59339 370323302474 鲁C58798 370323305661 鲁C59229 370323302335

鲁CB6785 370323304552 鲁CG0850 370323306037 鲁CB0978 370323305027

鲁CB7083 370323304306 鲁C96139 370323305947 鲁C59373 370323302633

鲁C59238 370323302320 鲁CB2379 370323303579 鲁C59382 370323302616

鲁C59387 370323302651 鲁C59275 370323302597 鲁C59271 370323302490

鲁C59353 370323302646 鲁C59385 370323302628 鲁C15977 370323302837

鲁CD2657 370323305863 鲁C59303 370323302449 鲁C59191 370323302249

鲁CB1409 370323306520 鲁C59391 370323302655 鲁C58876 370323301404

鲁C59326 370323302533 鲁C59568 370323302688 鲁C59285 370323304195

鲁C59199 370323302267

40辆国II重型柴油货车《道路运输证》信息表 32辆逾期2年未审验《道路运输证》信息表

公公 告告
按照淄博市公安局、淄博市环境保护局、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淄博市国二及以下柴油货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的的通知》(淄

公通〔2018〕110号)要求，拟对鲁C59399等40辆国二重型柴油货车《道路运输证》予以注销。
同时，依据《行政许可法》、《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拟拟对鲁C59857等32辆

逾期2年未审验的《道路运输证》依法予以注销。
沂源县交通运输局

2018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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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胡
泉）“这绝技真绝了，用这么笨
重的电锯都能锯断紧贴着灯泡
的钢丝，而且灯泡还完好无
损……”5日上午，淄博市消防支
队开展开放日活动，消防员不
仅为参观者展示了应对突发情
况时使用的精良装备，还在训
练场进行了实战演练。

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淄博
市消防支队，在大楼的一侧，十
余辆各式消防车整齐排好，在
淄博市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一中
队代理副中队长周洋的介绍

中，记者了解到，这些车辆可以
应对多种险情。

接着，周洋带领参观者来
到训练场，训练场的一侧摆满
了消防员执行任务时的各式装
备。一套手工破拆工具箱吸引
了大家的注意。记者看到，箱内
共有八件工具，包括钢斧、撬棍
等。周洋介绍道：“这八件工具可
以自由组合成各种实用工具，
能够满足撬、拧、凿、切割、劈砍
等操作需求，还能穿透砖石水
泥的建筑、金属片以及多种复
合材料。”

最后，消防员在训练场进
行了实战演习。演习过程中一
名消防员用无齿锯在灯泡上切
割钢丝。当消防员用无齿锯切
割钢丝时，一时间火星四溅，但
消防员的手却没有丝毫颤抖。30
秒后，钢丝被切断。而灯泡完好
无损。“这一项目是考验消防员
稳定性和操作技术。如果消防
员在过程中有一丝慌乱，灯泡
就会破碎。在实战救援中，消防
员如果没有冷静的心态和稳定
的技术，就很容易伤害到救援
目标。”周洋说。

淄博市消防支队开展开放日活动，观看实战演习，观众拍手叫绝

灯灯泡泡上上切切钢钢丝丝 消消防防员员现现场场展展绝绝技技

消防员现场进行演习。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广播体操比赛 为丰富学
生校园生活，增强学生的身体
素质,提高学校学生广播体操质
量，近日，沂源县燕崖镇中心小
学举行了广播体操比赛。(李彩)

家校共育活动 为使学校教
育和家庭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携手同行，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
成长。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行了家长学校活动。(王晗)

家庭教育讲座 为架起家
园共育桥梁，促进孩子快乐成
长，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
儿园举办了“家园共育 陪伴花
开”家庭教育专题讲座。(齐爱山)

安保工作会议 为提高保
安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水平，近
日，沂源县张家坡镇流泉完小
召开了冬季校园安保会议。

(杜玉鹏 吴凯)

科学实验抽测 为提高教
师实验教学水平，激发学生对
科学实验的探究热情，近日，沂
源县南麻街道教体办开展了实
验抽测活动。(马福燕 李峰云)

张店九中一直在创新社
团课程实施。主要做法有：一
是完善申报流程。任课教师依
据自己的专业学科和爱好专
长，提出社团开设申请，学校
审核后，集中招募学生，安排
开课时间和地点。二是规范过

程管理。对开课时间、学生安
排、备课上课等环节都进行督
查，并及时根据开设情况进行
评价指导。并制订了星级社团
的评选标准，引领各社团向

“精细”“精尖”方向发展。三是
注重成果展示与固化。每个社

团的成果、经验，都在学期末
安排展示活动，以此推广，扩
大社团课程的辐射面。该校探
索出了社团课程与学科拓展
相结合，与教师特长相结合，
与学生兴趣相结合的有效途
径。 (商明珠)

丰富优化社团
——— 张店九中课程创新系列报道之二

近日，马桥实验学校举行了
桓台县2018年初中理化生教师
操作技能比赛。160余名教师同
场切磋技艺，提高实验操作能
力，提升实验教学水平，改进实
验教学方法，培养教师的动手操
作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王鑫)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举行教师操作技能比赛

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引导未成年人认知传统、尊
重传统、继承传统，近日，高阳
小学开展了我所了解的传统文
化手抄报展示评比活动。激发
了学生热爱传统、热爱经典的
美好情感。 (刘景海)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开展手抄报评比活动

为贯彻实施“12 . 4”国家宪
法日和法制宣传日活动，近日，
鱼龙中学开展了以“学宪法讲宪
法”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活
动。据悉，该校各班级通过主题
班会、团课等，开展了以案释法、
法治讲座等学习活动。(李明书)

桓台县鱼龙中学：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近日，高青县教育局教研室
义教科副科长阮霞一行5人到花
沟学区中心小学进行教学常规
视导工作。主任兼校长孙国分别
从开足课程，控制作业、强化管
理，落实常规、激励小组合作三
个方面进行了汇报。(周成明)

高青县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进行教学常规视导工作

近日，齐都花园小学开展了
红色研学--走进临淄第一个党
支部纪念馆活动。同学们被先
辈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艰
苦朴素的作风所感染，深受鼓
舞，同时一致表示，不忘历史、
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刘金路)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为应对冬季寒冷天气及风
雪带来的安全隐患，皇城二中开
展多措并举应对风雪和降温天
气的活动。据悉，该校不仅启动
了雨雪天气和大风降温安全应
急预案，排查安全隐患，还加强
了师生安全教育。 (崔永春)

临淄区皇城二中：

应对风雪和降温天气

近日，傅家实验小学举行了
课题研究培训报告会活动。董老
师先与大家交流了课题研究的
基本流程，接着就“什么样的课
题申报评审书才是一份好的课
题申报评审书”这一话题进行了
细致的讲解。(董芳 徐晓华)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课题研究报告会

完善校园文化 近日，沂源
四中开展完善校园文化活动。该
校引进假山怪石，使校园处处有
小景，面面现文化，提高学校
文化品味。(翟乃文 刘士春)

班主任家访活动 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学校小学部开
展了全体班主任家访活动。形成
了家校教育合力，共同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王均升 董元宏)

安全督查活动 近日，临淄
区金岭中心小学开展了安全督
查活动。全镇交通、消防、治安、
城管、等相关负责人对学校安全
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曹胜钧)

预防艾滋病活动 为提高
学生防艾滋病知识，加深学生青
春期教育，世界艾滋病日之际，
沂源县鲁村中学开展了艾滋病
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杨朝群)

校本培训 为帮助老师们
明确智慧校园建设的各项要求，
为教师的成长注入新的助推剂。
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举行了
智慧校园平台培训活动。(王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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