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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王
亚男 通讯员 颜京广) 9日，
淄博市召开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暨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专项整
治工作会议，部署开展消防安全
专项治理。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
长于洪德介绍，2014年，全市火
灾形势持续稳定，截至目前，全
市共发生火灾1184起，死亡2人，
直接经济损失382 . 84万元。全市
公安消防部队共接警出动5067

起，抢救被困人员348人，疏散人
员1100人，抢救财产价值1 . 5亿
元。

市教育部门设定了小学消

防安全常识教育、中学消防技能
和法律法规知识教育课程，在全
市中小学校培养了60余万名家
庭消防“小教员”。市政府计划两
年内投资5000余万元增建3714

个市政消火栓，投资115万元启
动《淄博市城乡消防规划》编修
订工作。

淄博将集中4个月的时间，
以全市从事农产品加工、食品加
工、制药、纺织、服装、玩具、皮
革、家具、电子通信设备等制造
业、员工总数超过10人的劳动密
集型企业及作坊为重点，扎实开
展全方位、彻底性的排查整治，
全面清除火灾隐患。

今年已发生火灾1184起，淄博部署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6600余余万万学学生生成成家家庭庭消消防防““小小教教员员””

淄淄博博22 .. 66万万名名学学生生盼盼有有校校车车坐坐
拼车上下学有隐患，“黑校车”增事故发生概率

7日起，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始为期3个月的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交通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目前淄博登记注册取
得校车标牌的校车已达890辆，但仍有2 . 6万个座位的缺口。在部分高中学校和城乡接合部初中学校，学生拼车(合租)现象仍
不少。

本报记者 刘晓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出事故的
基本都是一些“黑校车”，而
车况差、车辆超员超载大大
增加了发生事故的概率。

“由于幼儿园的孩子或
者小学生身形都比较小，一

般这种黑校车以7座的面包
车为主，但往往这种车能挤
下近20名孩子。甚至一些初
中生和高中生也能挤下十
几名，非常危险。”上述人士
说。

除了超员、超载，现在

一些黑校车车况很差。一些
7座的面包车大部分是二手
车，车况很难保证。而且这
些司机也没有相关的营业
执照。“那些多座的大客车
就更不用说了，很难保证安
全。”

“解决孩子上学远的问题
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加校车
数量，二是学校提供住宿。”
市民于先生说。

住在高青县韩莲村的张
先生的女儿，因为距离县城
较远，所以上学不得不拼车。

“孩子现在上高二，每周回家

不得不和同学一起拼车。同
村的他们七八个人，一起租
一辆面包车。”张先生说。

不少家长仍然很期盼能
有更多的校车送孩子安全回
家，同时也希望有条件的学
校可以尽量让孩子住宿。

据悉，市教育局也发出

通知，要求学校教育学生不
要搭乘“黑校车”，严禁租用
拖拉机、三轮汽车、拼装车、
报废车接送学生，并积极配
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严肃查
处校车超载、超速、酒后驾
车、闯红灯以及不按规定路
线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9日，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
目前淄博登记注册取得校车标牌的
校车890辆，其中符合新国标794辆，
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校车驾驶员
952人。“在这些车辆当中，服务义务
教育段学校737辆，服务幼儿园153

辆，总计核定座位3 . 8万个，供需缺
口达2 . 6万个座位。”市教育局安全
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截至目前，淄博已筹措资金
8000余万元，用于购买制式校车或
发放购车补贴；每年各级财政投入
1200余万元用于学生乘车补贴、交
纳保险、考核奖励、有奖举报等。“在
校车投入方面，各区县也都加大了
力度。”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说。

据市教育局安全办公室工作人
员介绍，受经济发展状况制约，虽然
现在对校车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但现有校车还不能满足学生的乘车
需求。目前，只能通过资源整合(幼
儿园与学校结合)、错时上下学、二
次接送等方式暂时解决。

“部分高中学校和城乡接合部
初中学校学生上放学拼车(合租)现
象还存在。”据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一些农村偏远地区和城乡
结合部仍有不少学生因为没有校车
或者上学路途遥远只能拼车。

交警部门：出事故的基本都是“黑校车”

家长：盼有更多校车安全接送孩子

全市已筹8000余万

购校车和发放补贴

城乡接合部

学生拼车较普遍

本报讯 近期以来，淄川区昆
仑镇采取多项措施，加强村级换届
后计生队伍建设，通过集中培训、现
场指导、考核奖惩，着力打造一支特
别能战斗的基层计生队伍。

这次村级换届中，部分新同志
走上了村级计生主任岗位，该镇组
织业务培训班等活动，加强教育培
训，全方位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安
排镇专职计生干部包村包人，实行
一对一带徒弟，手把手教业务。此
外，该镇还建立健全了村居、社区计
生队伍管理考核办法。

(王冰清)

淄川区昆仑镇：

加强换届后
村级计生队伍管理

本报讯 淄川区昆仑镇计生办
结合“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平台和
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利用入户
走访调查，扎实推进农村计生服务
工作。

全镇科学划分了四级网格，1个
一级网格、5个二级网格、49个三级
网格，181个四级基础网格，及时对
网格内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
全面登记，准确掌握人口的流入、流
出和婚育等情况。将网格内的住户
分成超龄人口、常住人口、流动人
口、单位管理等几大类，定期开展分
类个性化服务。 (王冰清)

淄川区昆仑镇：

网格化走访
推进农村计生服务

本报讯 近期以来，淄川区双
杨镇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从转作风，
提效能入手，打造计生优质服务新
标杆，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支
持和赞誉。

该镇针对育龄妇女工作的性质
和特点、划分不同类别，利用休息
日、中午、晚间吃饭时间或电话预约
方式，把计生政策、优生健康知识等
送上门。对镇村计生工作人员，加强
政策法规、业务技能的学习培训，努
力实现工作服务零差错。要求镇村
计生工作人员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努力做到工作服务零投诉。

(安茂成 孙华)

淄川区双杨镇：

计生优质服务
赢赞誉

消防官兵扑救起火厂房（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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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沂源县南鲁山镇璞邱
小学采取有效措施，班主任队伍建
设卓有成效。学校定期组织校长、德
育主任、班主任外出学习，积极为班
主任学习发展提供平台，召开班主
任论坛，班主任积极撰写学习心得
体会，并进行了深入交流。学校完善
德育管理机制，从学生个人卫生、学
习习惯等入手，提高了德育教育的
实效，受到师生好评。

(申学刚)

沂源县璞邱小学：

加强班主任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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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部部新新创创作作本本土土小小戏戏免免费费看看
时间：12月12-16日，地点：张店区文化艺术中心、淄博剧院

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谭文
佳) 一场文化大餐即将开始，从
12月12日至16日，市民可免费观
看20部新创作本土小戏。

9日，第二届淄博市新创作
小戏优秀剧目调演活动新闻发
布会举行。据市戏剧家协会主
席巩武威介绍，今年小戏调演
活动与去年的不同之处在于申
报剧目多，参与剧团多，剧种

多。据悉，前期共有39个民间剧
团新创作的 3 9部小戏申报参
加；地方戏剧种第一次亮相，取
材多样。市五音戏剧院和市京
剧团示范演出。民间剧团、专业
剧团同台。评奖环节增设最佳
编剧奖，鼓励创作奖。

据悉，本次调演活动，是
2014年文化惠民10项25件实事
的其中一件。市委宣传部副调

研员王晓颖介绍说，这些小戏
剧目，内容题材丰富多样：有反
映新农村建设中旧村改造、大
学生村官等题材的；有倡导家
庭和睦、邻里和谐等内容的；有
表现廉政建设、党群关系的；有
表达军爱民、民拥军主题的；有
关注环境保护、诚信建设等社
会公德的；也有宣传优秀传统
历史文化的。虽然取材不同、立

意不同，但出发点是相同的，那
就是聚焦百姓生活、弘扬人间
真善美、传播社会正能量。参加
这次调演的大多是来自基层的
民间艺术院团。欢迎市民前往
现场免费领票、观看演出。

演出时间及地点：12月12-
15日每晚19时，张店区文化艺
术中心二楼；12月16日19时，淄
博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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