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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沂源县埠村葛家庄幼
儿园开展了亲子阅读活动。大中
小班的学生和家长一起参加了活
动。为了能更好的开展亲子共读
活动，幼儿园购买多本优秀绘本，
这样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图书资
源，为了使家长的阅读意识有进
一步的提高，并发动家长购买，落
实“从幼儿的家庭出发，培养幼儿
的阅读能力”，为孩子创造阅读环
境，感受阅读乐趣。 (张静)

埠村葛家庄幼儿园：

亲子阅读促成长

为全面做好抗战胜利70周年
纪念活动安保工作，沂源县西里
派出所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
稳定、群众满意”为标准，深入开
展基础排查管控、安全防范和社
会面巡逻防控工作，全面提升辖
区社会面治安管控力度，营造和
谐稳定的辖区环境。西里派出所
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开展会议，部
署落实，切实加强对重点人员、重
点区域、重点设施的管控力度。

西里派出所：

做好控治护民安

为促进学校与家庭、教师与
家长的交流沟通，更好的形成家
校教育的合力，近日，沂源县西里
镇中心小学召开了全校学生家长
会。本次家长会以班级为单位召
开，各班班主任介绍了学生在校
学习、生活情况，并就如何正确引
导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行为习
惯以及如何注意安全等与家长们
进行了交流与沟通。 (张克强)

西里镇中心小学：

召开家长会

自“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开展以来，沂源县西里派出所立足
实际，换位思考，到群众中排查纠
纷、化解矛盾、征求意见建议，拉近
警民距离，在辖区范围内掀起大走
访热潮，释放送平安、促和谐的正
能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满意度。所
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全所召开大走
访专题会，进一步深化大走访，书
写警民情。

(翟善奎 朱海涛)

西里派出所：

掀起大走访热潮

近日，沂源四中邀请公安干
警深入班级，开展法律讲堂活
动。法律讲堂上，公安干警用具
体生动的案例对法律条文进行
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同学们懂得
了“加强法律学习，用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的重要性以及青少年
如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法律
常识。 (翟乃文)

沂源四中：

开展法律讲堂

为及时了解全镇果树物候
期情况，更好地开展有针对性的
特色农业气象服务工作，近日，
沂源县张家坡成教中心学校加
强了与各村气象信息员的沟通
联系，同时积极开展果园实地物
候调查工作，紧盯天气变化，通
过下乡调查、QQ群互动、电话回
访等方式，全力为当地果农做好
预报预警、情报信息服务和生产
决策服务。 (李光禄 程伟)

张家坡成教中心：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食品安全
管理监管，保证辖区群众饮食安
全，西里派出所三管齐下，强化食
品安全监管。民警对集市、商场食
品进货渠道进行询问，查看零售
的食品是否过期，并且是否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在检查过程中，民
警向群众宣讲食品安全知识并鼓
励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食品安全
综合整治，有力打击食品安全违
法犯罪行为。 (王敏 朱海涛)

西里派出所：

强化集市食品监管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
召开了该校初三、初四家长会，旨
在家校联合，使学生奋发有为。本
次通报该校2015年中考喜讯，增强
家长对学校工作的认同感，为新
初三、初四学生树立目标；分析新
初三、初四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家
长与学生通过商讨，签订了自己
孩子的学习目标责任书；签订家
长对学校工作的监督卡。 (李静)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

奋发有为家长会

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
防范各类自然灾害的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确保学校师生人
身安全，沂源县张家坡镇桃花
坪小学认真做好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工作，学校成立了活动领
导小组，利用校园广播、黑板报
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各班级开
展主题班会讲座，举行了防震
应急避震疏散演练等活动。

(李光禄 徐从生)

沂源桃花坪小学：

教学生防灾减灾

近日，悦庄镇举行全镇校
园艺术节汇演，扮靓了校园生
活。汇演中，古韵典雅的古筝
演奏、充满青春气息的舞蹈、
富有创意的童话剧、动听的儿
童歌曲，完美的体现了古典与
现代完美融合。整场演出掌声
不断，精彩的节目让师生们享
受了一场文化的视觉盛宴。

(张仁春 )

沂源县悦庄镇教体办：

举行校园艺术节

近日，沂源县王家泉幼儿园
积极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各班开展防溺水安全专题
教育，使幼儿对防溺水教育有更
深的认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利用安全教
育平台、各班QQ群、宣传栏刊登
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三是加强
家园联系，向家长发放《防溺水
告家长书》，增强家长安全意识
和责任意识。 (苏丽丽)

王家泉幼儿园：

“防溺水”安全教育

为切实有效打击出售“假农
药、假化肥”的违法犯罪活动。近
日，沂源县西里派出所组织民警
对辖区经营农资产品商铺开展

“打假”专项活动，最大限度地保
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民警向经营
店主宣传假农资产品的知识，提
高店主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意
识，并发放宣传材料100余份，严禁
假冒伪劣农资产品从商家流入村
民手中。 (王敏 朱海涛)

西里派出所：

服务三农保生产

为提高备考效益，提高教学
质量，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小
学部召开五年级教学专题会。镇
教研室、学校领导及五年级任课
教师参加。会议提出了五年级教
学的具体目标，制定了详尽的备
考措施。加大对五年级教学抽考
检测的力度。充分发挥集体备课
和教研的优势，发挥各科任课教
师的才智。 (李光禄 王均升)

张家坡中心学校：

未雨绸缪备考

近日，沂源四中举行感动
“四中”十佳教师评选活动，活动
旨在挖掘身边的教育资源，发挥
典型人物的激励作用，让每位教
师都能在自己平凡的工作中学
习十佳教师的先进事迹，用心工
作、关心学生，提高师德水平。学
校将“十佳”教师的先进事迹通
过宣传栏、网站等宣传，在全校
掀起了弘扬正气、歌颂真情、倡
导真善美的热潮。 (翟乃文)

沂源四中：

评选十佳教师

夏季是各种小型农机具使用高
峰期，散装汽油使用量也随之增加，
沂源县西里派出所不断强化工作措
施，切实强化源头治理，严查严控散
装汽油销售管控。通过定期或不定
期抽查，督促加油站及时整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同时通过查看台账
实时掌握散装汽油销售去向，及时
制止和查处违反散装汽油销售管理
制度的行为。 (翟善奎 朱海涛)

西里派出所：

加强散装汽油管控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团县
委少工委鼓励学生用压岁钱献
爱心的倡议，近日，沂源县西里
镇中心小学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了“一元一份爱 共筑中国梦”
压岁钱爱心捐赠活动。

开展本次活动之前，学校德
育处利用国旗下讲话向全体学
生发出了倡议，鼓励大家自愿献
出一份爱心，帮助家庭困难的学
生。各班级也召开了主题班队会，
班主任老师向学生传达了爱心捐
赠的意义。捐款现场，学生们把自
己的压岁钱小心翼翼的放进捐款
箱，献出的不只是一元钱，更是一
份希望与爱心。

本次活动累计捐款4 6 9元，
学校将利用这笔爱心捐款帮助
兄弟学校的贫困学生，回报贫困
学校一直以来对学校帮扶，让学
生懂得感恩和回报，大家携手献
出一份爱，共筑中国梦。

(张克强)

西里镇中心小学:

一元一份爱
共筑中国梦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刘
光斌 通讯员 邢军 付晓
东 ) 因公司经营不利导致欠
下大额债务，两男子合伙想从
银行贷款，但因贷款条件不符
合银行要求，便设法通过虚构
买卖合同，从银行骗取承兑汇
票。日前，张店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成功破获该起诈骗案，兄弟
两人被依法处罚。

今年5月份，张店区某银行
工作人员到经侦大队报案，称
张店区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某伟涉嫌骗取银行承兑汇
票，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

接到报案后，经侦大队民
警经多方调查取证，最终查实，
李某伟的公司因经营不善，导
致资金链断裂，欠下巨额债务，
想从银行借款无果后，便指使
其合伙人李某光以淄博某商贸
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另一商贸
有限公司不知实情的情况下，
与其签订了一份虚假的空调购
销合同。有了合同做证明，银行
便误以为李某伟及其企业有足

够的偿还贷款能力，并为其办
理了总额100万元的承兑汇票。
李谋伟将承兑汇票贴现后，一
部分用于偿还公司的其他贷款
及李某伟个人的借款，其间也
曾向银行偿还了51万元贷款，
但是截止到汇票承兑到期时，
仍有49万元的损失无法归还。

民警分析认为，该案中两
公司相互串通签订虚假的购销
合同欺骗银行开具承兑汇票，
获取银行的信贷资金。承兑到
期时，两人以无还款能力为由

拒不还款，张店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遂于近期以骗取票据承兑
罪立案侦查，并将该案主要犯
罪嫌疑人李某伟刑事拘留。目
前经公安机关多次做工作，已
经追回十余万元赃款，距偿还
债务还有30多万元缺口。据李
某伟供认，由于自己身负巨额
债务，便有了拆东墙补西墙的
侥幸心理，于是铤而走险，不惜
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目前
该案中的另一位李某光也被警
方依法处理。

虚虚构构合合同同骗骗取取银银行行百百万万汇汇票票
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刑拘，所骗款项大部分用于归还借款

爆炸事故牵动市民心，时刻为天津准备着

淄淄博博六六天天11220000人人捋捋袖袖献献血血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张俊玲 魏巍)
18日，淄博一企业200多名员

工举行了一次集体献血活动，用
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天津危化品
爆炸事故的受害者献爱心。

记者从市中心血站了解到，
天津危化品爆炸发生6天以来，
在淄博各街头献血站点，每天都
会遇到很多市民咨询是否需要
献血支援天津，并且已有多家企
业组织员工参加无偿献血，6天
时间来先后有近1200名市民奉
献了爱心，市民的爱心把平时的
献血淡季变成了旺季。

据市民王彬介绍：“事故
发生后，大家都想为天津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所以几个

朋友一致决定通过献血帮助
那边的伤员，希望能给天津带
去帮助。”记者采访中得知，淄
博曾在2003年非典爆发时接受
紧急调血支援北京的任务，4

个小时之内，就有数千名淄博
市民自愿献血14万毫升。2008

年“4·28胶济铁路重特大交通
安全事故”发生后,当天市民献
血热情高涨，有效地保障了全
市的临床救治用血需求。

据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淄博血液储备充分，目
前还没有接到国家卫计委关于
调血支援的通知，请各位市民放
心。如有爱心团体单位或者市民
想要预约献血，可以拨打献血热
线2773152进行联系。

爱心市民无偿献血助力天津救援。

公 告

宋茂茂因旷工多日拒绝来我
司办理任何手续，根据相关规定，
我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特此
公告！

淄博鲁宁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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