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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微信矩阵四个公众号平台同时开展民意征集活动

城城区区无无线线WWiiFFii在在哪哪儿儿建建，，你你说说了了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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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1日讯(记者
郭庆文) 为助力智慧聊城

建设，推动公共场所免费WiFi
覆盖和宣传普及，经智慧聊城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将
在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微信矩
阵四个平台同时开展民意征
集活动，下一批城区无线WiFi
在哪儿建，你说了算。

近日，聊城市人民政府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智慧聊
城·无线城市”建设工作情况，
根据部署，“智慧聊城·无线城
市”将采取分期进行的方式，
在公共场所进行免费WiFi热

点覆盖。除了在已经确定的10
个重点区域进行测试外，一期
计划选取40个左右公共场所
进行免费无线覆盖，二期计划
覆盖100个左右广场、景区、医
院、行政机关等公共场所。

“智慧聊城·无线城市”建
设，让市民在不久的将来，无
论走到聊城哪儿都不用担心
上网没流量了！不过由于无线
WiFi的覆盖点数量大，需要逐
步推进，那么覆盖区域的时间
先后问题必然凸显，而参考民
意由群众来定成为当下最好
的选择。

为了更快、更准、更好的
了解无线WiFi建设地点的民
情民意，经智慧聊城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同意，从6月3日
起，将在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旗下四个微信号进行为期15
天的民意投票征集，投票截止
到6月18日。

市民可关注齐鲁今日聊
城(qlwbjrlc)、聊城书香苑(lc-
sxy)、健康聊城在线(jklczx)、
聊城好工作(qlwbhgz)四个微
信公众号平台。根据平台上公
布的35个免费WiFi热点候选
位置，进行开放性投票，每人

在每个公众号上只有1次投票
机会。

民意征集投票时间为15
天，四个平台叠加投票后，根
据民意总排行，由智慧聊城领
导小组办公室参考决定最终
的免费WiFi热点位置。

由智慧聊城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初选，参与民意征集
的35个免费WiFi热点候选位
置分别是：聊城市公共汽车总
站、聊城市公共汽车西站、人民
广场、水城广场、环城湖景区

“龙”广场、环城湖景区“凤”广
场、水城明珠剧场、孔繁森广

场、人民公园、体育公园、小湄
河湿地公园、古城区东大街、
古城区西大街、古城区南大
街、古城区北大街、圣旨博物
馆、开发区凤凰广场、徒骇河

“龙”广场、傅斯年陈列馆、山
陕会馆、聊城市儿童福利院、
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财经学
校、聊城技师学院、古城区七
贤祠、海源阁、柳园社区卫生
中心、新区社区卫生中心、古
楼社区卫生中心、复退军人医
院、聊城市中医医院、聊城市
妇幼保健院、运河博物馆、闸
口新时代广场、摩天轮广场。

““水水城城清清洁洁日日””活活动动走走进进小小湄湄河河
本周日动员大会征集志愿家庭

本报聊城6月1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为响应市委
市政府“创建文明城市，做
文明市民”的号召，5月2 9
日，聊城市科技局志愿服
务队组成7 0 余人，在小湄
河湿地公园开展“水城清
洁日”活动。

志愿服务队由聊城市
科技局局长张同奇亲自带
队，沿着小湄河湿地公园沿

途捡拾烟头、塑料、纸屑等
垃圾，整个活动持续了两个
小时，不仅美化了环境，也
给队员们一次亲近大自然
的机会。聊城大学环规学院
志愿者参与活动组织。

据悉，为响应市委“创
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的
号召，团市委、市少工委、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齐
鲁晚报，共同发起了“水城

清洁日”卫生文明志愿服
务行动。聊城高级财经职
业学校、红星美凯龙协办。
活动以“小手拉大手 共
筑碧水蓝天”为主题，以少
先队员、共青团员和青年
志愿者为主要活动群体，
以各学校和志愿者组织轮
流承办为主要活动方式，
以东昌湖、运河、徒骇河、
小湄河等水域两岸为主要
活动基地，利用周末时间，
常态化沿途徒步捡拾垃圾。

“水城清洁日”不只是公益
环保，还能亲子互动，亦可
徒步健身。

活 动 全 程 协 办 单
位———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
学校，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学校积极投身志愿
服务活动，目前拥有教师志
愿者“红烛”服务队，以及

“清荷”学生志愿者服务队

两个品牌志愿者组织，拥有
志愿者数百人，该校志愿队
积极参与贫困帮扶、捐助，
以及各种志愿环保行动。

活动协办单位红星美
凯龙入驻聊城以来，开展了
大量公益活动，体现企业的
行业担当与社会责任感。单
位负责人表示，希望能为建
设碧水蓝天的水城出一份
力，也将秉承绿色环保家居
理念为聊城市民服务。

本周日，为带动更多
的市民参与到文明创建之
中，特举办青年之声·尚善
水城聊城市“水城清洁日”
卫生文明志愿服务行动动
员大会，当天还有儿童百
米绿色画卷 ( 绘画用具自
备 ) ，特征集志愿家庭，热
心环保活动的市民皆可报
名 参 加 ，联 系 电 话
8262047,18866567000。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集集体体““围围观观””一一所所乡乡镇镇中中学学
不光要前往看“热闹”，还得针对所见所闻进行点评

本报聊城6月1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 最近，一场
特殊的“教学围观”活动在
东 昌 府 区 斗 虎 屯 中 学 上
演，来自全区所有初中学
校 的 校 长 及 相 关 科 目 老
师，在东昌府区教育局的
组织下前往“围观”。

看到这么多兄弟学校
前来看“热闹”，斗虎屯中
学校长吴继峰还挺高兴。
据其介绍，教学围观是东
昌府区教育部门的一项创
建，说是“围观”其实就是
一个教学经验交流推广现
场会，只不过是采用了“围

观看热闹”这样一个形象
生动的比喻说辞，被围观
的对象则必须得在教学及
校园管理方面有着独到的
经验和成绩。

在当天的教学围观现
场，来自东昌府区20多所初
中学校的校长及老师，随机
走进了斗虎屯中学的教室
听课，观摩大课间的精彩瞬
间，参观宿舍、餐厅等日常
管理情况，欣赏师生的才艺
展示……在随后举行的座
谈会上，先后有沙镇中学、
侯营中学、三名中学等学校
的校长发言点评，对在斗虎

屯中学围观期间发现的亮
点进行现场推广。

吴继峰介绍说，斗虎
屯中学始建于1 9 5 9年，有
近6 0年的办学历史。2 0世
纪八九十年代学校辉煌一
时，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
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是当
时聊城教育界一颗耀眼的
明珠。2000年以后，随着国
家教育政策的变化，城乡教
育及生活差异的拉大，学校
发展一度陷入困境。近年
来，随着国家及省市各级加
大了对农村学校的支持力
度，给乡镇中学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和希望。2014年，新
的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带领
全校教职工团结在一起，树
正气、抓管理、重教研、勤学
习，用努力和勤奋一点一点
推动着学校的各项工作，用
激情和爱心一步一步引领
着学生行为的规范，校园环
境、教师的精神面貌和工作
态度、学生的精神状态和行
为习惯都有了很大变化，
2015年中考有2名学生考进
聊城一中、3名学生考进聊
城三中，改写了连续11年无
一人升上聊城一、三中的历
史。

山东9所高校在聊

招243名免费师范生

本报聊城6月1日讯 (记者
张跃峰) 根据记者从聊城市教
育局召开的免费师范生招生政
策宣传会上获悉，山东9所省属
高校今年将在聊城招收243名免
费师范生。

据介绍，从今年开始山东
在省属高校实行师范生免费教
育，综合地域分布、专业特色和
办学水平等因素，2016年确定山
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
城大学、鲁东大学、临沂大学、
青岛大学、齐鲁师范学院、潍坊
学院、泰山学院等9所高校承担
师范生免费教育培养任务。今
年 9所省属高校共招收免费师
范生3000人，免费师范生在校学
习期间免除学费、住宿费，并给
予每人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助。

根据省教育厅文件，免费
师范生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
考生须通过山东省2016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夏季高考
成绩不低于我省首次划定的本
科二批录取控制线。免费教育
师范生入学前需与培养学校和
有关定向就业市教育局签订

《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
根据规定，因个人原因 (因

病休学等除外 )中断学业，或未
在培养期满取得毕业证书、学
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者，市教
育行政部门、高校有权与其解
除协议，免费师范生应按规定
退还已享受的师范生免费教育
经费。此外，免费师范生毕业
后，未按协议到农村中小学任
教的，要按规定退还师范生免
费教育经费，并交纳该费用50%
的违约金。免费师范毕业生在
农村学校任教未满6年的，根据
服务期未满年限，按比例退还
师范生免费教育经费和交纳违
约金。

聊城开发区一

幼儿园“庆六一”建

园十二周年文艺汇

演日前在聊城影剧

院举行，幼儿园的小

朋友表演了精彩的

节 目 。图 为 演 出 现

场。

本报记者 李

军 摄

欢欢庆庆

““六六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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