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15年9月17日 星期四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李冲B02 >>>> 今 日 滨 州

全市义务教育“全面改薄”暨均衡发展推进会议召开

建建新新校校舍舍扩扩大大中中小小学学办办学学资资源源

张钰然《出生医学证明》
丢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L370652433，声明作废。

声明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谭正
正 通讯员 王蕾) 16日上午，
全市义务教育“全面改薄”暨均
衡发展推进会议在市政大楼举
行。会议针对两天来对临沂市沂
水、河东两县区考察学习进行总
结，并对滨州全面改薄做出计划
和安排。目前，规划的200个校舍
标准化建设项目已开工184个，
占规划数的92%；已竣工项目112
个，占规划数的56%。

今年以来，滨州市以“全面
改薄”工程列入市政府民生实

事为契机，政府主导，教育牵
头，部门联动，工程建设取得新
进展。今年累计争取中央省专
项资金1 . 76亿元，拉动“全面改
薄”工程投资3 . 9亿元。开工运
动场地建设50个，占规划数的
79%。会同财政部门明确了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自2015年起全市最低拨款标准
每生每年900元，目前市直、邹
平和开发区已落实政策。进一
步规范了从幼儿园到普通高校
全面覆盖的学生资助管理体

系，实现了学生资助数据在线
直报，年内已拨付各类资助资
金2974万元。

市教育局局长杨光军说，
针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今年
的任务目标是无棣、沾化通过
国家验收。截至目前，全市各县
区共投入资金7134 . 54万元用
于“三通两平台”和教育信息化
建设，全市所有普通中小学均
完成了“宽带网络校校通”和

“优质资源班班通”建设任务。
同时，编制并启动实施了“第二

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今
年全市确定的 6 3处建设项目
中，13处已建成投入使用，39处
开工建设，开工比例达到62%；
实现投资8260万元，完成投资
比例达到43 . 9%。

关于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杨光军提到要解决“大班额”问
题，杨光军说，争取在尽短的时
间内，基本解决全市特别是城
区(含县城)国办中小学大班额
问题。通过新建校舍，扩大现有
学校办学规模或规划建设一批

新学校，扩大城区中小学办学
资源，满足按省定标准班额接
受中小学生入学需要；同时，建
立并实施教师编制补充机制。
建议市财政每年在预算中列支
奖补资金，给建设力度大的县
区、学校提供资金奖励，以推进
工作进展。积极引进民办教育，
以补充公办教育资源不足。引
导民众改变教育消费观念，逐
步分流部分学生进入民办学
校，以减少社会教育需求对公
办学校的压力。

滨州京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揭牌

仁仁孝孝文文化化融融入入职职业业教教育育
本报9月16日讯(通讯员

周康飞 记者 李运恒) 16日
上午，滨州京博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揭牌仪式暨开学典礼举
办，京博职业中专的第一届262
位新同学参加了活动，京博控
股董事长、商校校长马韵升指
出，京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教
育事业，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
实践大胆探索。

据了解，京博职专是一所
民办职业学校，采取小班制、双
元制教学，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坚持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
师与师傅一体化、教室与车间
一体化，本着“用爱感染学生，
用情滋润学生，用心呵护学生”
的教学理念，以国学智慧与仁
孝文化塑造学生品格，以职业
教育提升专业技能，培养具有

正能量的、技能过硬，具有中国
智慧，世界眼光的职业人。

目前，学校共开设6个专
业，分大专班和中专班2个层
次。大专班分为化学工艺专业、
电子商务专业和机电一体化专
业，中专班分为化学工艺专业、
市场营销专业和焊接工艺专
业。学校第一届学生共262名，6
个教学班，目前共有教职工70
位，其中专职教师25位。学校专
职教师学科结构能满足开齐开
足课程需要，体育、国学、音乐、
礼仪、计算机等学科都有专职
教师任课。在教师配备上，各学
科的师资力量均衡，以便发挥
教师之长培养学生广泛的兴
趣，让学生全面发展。

目前，京博控股在幼儿教
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

教育和继续再教育五个层面取
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成立了
幼稚园、京博商校，中等职业学
校，现在还正在和澳大利亚开

展国际职业教育合作。京博在
教育上的规范、健康、稳定发展
为“打造能力而非学历教育集
团”提供了重要基础。

齐商银行滨州鲁北小微支行正式运营

自自助助服服务务享享受受家家门门口口的的便便捷捷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朱

伟健 通讯员 张蕊 ) 16日
上午齐商银行滨州鲁北小微
支行正式开业，作为无棣县第
一家延时服务的小微支行它
不仅填补了支行在老城区附
近的业务空白，扩大了知名度
与影响力，而且能够为区域小
微企业和市民提供便捷的金
融服务。网点附近市民对小微
支行内部环境和自助业务设
备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前
来办理业务，体验小微支行便
捷、高效、贴心的服务。

据介绍，支行将以小微支
行的设立为契机，积极发展普
惠金融，探索特色经营之路。
小微银行作为传统银行网点
的延伸，是一种新型的银行网
点形态。小微支行立足于园

区、商圈和社区，以贴近小微
企业、贴近周边居民，填补服
务空缺为己任，坚持“服务中
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市场定位，注重加强对居
民、小微和三农的服务，力求
把小微银行办成您身边的金
融服务商和伙伴式金融管家。

据了解，滨州鲁北小微支
行组织开展亲民免费观影活
动，在网点附近播放经典电
影，并装有儿童娱乐设施，免
费提供茶水饮料等。各项活动
吸引了周边商户及社区居民
的积极参与，为社区居民茶余
饭后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丰
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受到居
民及商户的一致好评与称赞。
真正让客户享受到家门口的
便捷服务。“小微支行开业，标

志着支行在完善网点布局、拓
宽服务领域、加快业务发展、
服务小微企业发展方面又迈

出了重要一步。”齐商银行无
棣支行行长从荣普说。

滨州京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揭牌仪式现场。

个个性性化化治治疗疗可可量量身身定定制制手手术术
滨医附院利用3D打印技术成功治愈一名面肌痉挛患者

位于无棣县棣新五路的齐商银行滨州鲁北支行内景。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张
牟幸子 通讯员 徐彬 ) 近
日，滨医附院神经外科主任李
泽福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施行
3D打印微血管减压治疗面肌痉
挛，成功治愈一名患者。

据医生介绍，这名患者是
一位40岁的女性，因“左侧阵发
性面肌抽动3年，加重1月”入院
治疗。医生为这名患者做了详
细的检查，为了针对患者的自
身情况做个性化的治疗，滨医

附院神经外科医生将患者头颅
核磁共振(MRI)检查数据传输
到3D打印设备，使用了3D打印
技术按照1:1的比例打印出完
全相同的血管神经模型，证实
病因为椎动脉压迫面神经，并
依据3D技术打印出来的血管神
经模型设计了手术路线，随后
在全麻下成功实施左侧面肌痉
挛微血管减压术。手术完成后，
这名患者的面肌抽搐即刻停
止，长期困扰患者的顽疾也得

到了彻底根治。
对于人体器官模型3D打印

机如何运作，医生介绍，简单来
说主要分三步 :先读取患者的
CT影像序列，再利用3D成像技
术把原本平面的CT影像“立体
化”，最后用3D打印机把器官模
型打印出来 ,打印出的器官模
型和真实器官几乎相同。

滨医附院神经外科在3D
打印技术领域走在国内领先
行列，研究成果在国际高水平

杂志上发表。医生介绍，3D打
印技术最适合按需个性化治
疗，可为患者“量身定制”高精
度的手术方案或植入体，提高
复杂手术成功率，使手术更精
准、安全，采用3D打印技术几
乎可以复制所有医疗器械，目
前，只要具有高分辨率的CT和
MRI，神经外科均能打印，并
可与各学科合作攻关，使广大
患者早日享受3D打印技术成
果。

再赠送公交卡
体验绿色交通

本报9月16日讯(通讯员 苏
会霞 王庆 记者 王璐琪) 为
了迎合“世界无车日”宣传“绿色
交通—选择、改变、融合”活动主
题，市公交公司特推出在9月21日、
22日开展活动，对购买或充值公交
IC卡的乘客再赠送公交卡。提倡市
民积极乘坐公交车出行，同时推
广公交乘车IC卡的使用，让更多市
民感受公交服务的提升。

原普通卡乘客：充值200元或
200元以上，赠送30元乘车卡一张。
新办普通卡乘客，缴纳20元卡押
金，充值200元或200元以上，赠送30

元乘车卡一张。原学生卡乘客：充
值200元或200元以上，赠送30元乘
车卡一张。新办学生卡需到滨州
公交IC卡发售中心(汽车总站公交
发车区)办理，缴纳20元卡押金，充
值200元或200元以上，赠送30元乘
车卡一张。

需要注意的是此优惠针对单
张卡充值200元以上乘客，充值200

元以下乘客不在优惠活动范围之
内，此优惠活动中新购卡乘客每人
仅限购卡一张，因老年卡、爱心卡
为免费乘车，所以不参与该优惠活
动。乘客可以到黄河二路汽车总站
公交发车区或黄河五路渤海六路
区建设局北邻参加活动，其他代售
网点不参与充值优惠服务。

24路公交车
恢复原线路

本报9月16日讯(通讯员 苏
会霞 王庆 记者 王璐琪) 5

月26日，由于道路维修，致使24路
公交车无法通行，如今道路交通
已得到改善。为此，经市公交公司
决定自9月19日起24路公交线路恢
复原线路运营。

24路恢复后的路线为五四广
场、城建集团、富泽商贸街、银座
商城、颐园、市农机公司、市防疫
站、人寿保险公司、一小宿舍、彭
里小区、区财政局、贵苑大酒店、
第六小学、市环卫处、区社保处、
市路灯处、二十里堡小区、市农业
局、职业学院、交警支队车管所、
聂家、杨集、吕家、徐园、林家、怀
周祠、南关、南街、杜受田故居。

随着国庆节的临近，北海新
区大梁王、高井、付山子等各村村
民，每天晚上在广场紧锣密鼓地
排练广场舞，准备参加9月份举行
的全区广场舞大赛。自去年该区
举办第一届广场舞大赛以来，大
大激发了各村群众参与广场舞的
热情，全区21个村以及大部分企
事业单位都组建了广场舞队伍。

本报记者 谭正正 通讯员
王树成 胡月琴

凉秋热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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