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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宏业集团抢得爱心企业认购头筹

1100辆辆新新能能源源公公交交车车““加加密密””11号号线线
少少年年鼓鼓子子秧秧歌歌参参加加省省““小小飞飞天天””奖奖决决赛赛

13日，商河少年鼓子秧歌
参加了在山东剧院举办的山东
省第十一届“小飞天”奖决赛。

据悉，本次参加“小飞
天”奖决赛的少年鼓子秧歌
队伍来自商河县第一实验小
学。我县“非遗进校园”活动
始于2010年，该校是开展“非
遗进校园”活动最早的学校
之一。自2008年起，该校就开

设了《鼓子秧歌》课程，三至
六年级学生人人参与，鼓子
秧歌学习氛围非常浓厚。该
校也是非遗传承效果最好的
学校，先后三次进京交流演
出，登上央视首届少儿春晚
的舞台，2013年参加“六一”
天安门万名青少年文体展示
活动，并获得多个奖项。

（通讯员 张广超）

沙沙河河小小学学开开展展111199安安全全教教育育月月活活动动

11月9日是119消防宣传
日。为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
意识，预防和减少各类火灾
事故的发生沙河小学于7日
下午组织全校学生观看《消
防知识动画片》，动画片中应
用大量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案
列，告诉我们由于缺乏消防
安全知识而引发的火灾事
故，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消防安全常识课。

学生们通过观看消防动
画片学到了消防救生常识，
以及火灾的防范、逃生、自救
等方面知识，安全教师以动
画形式演示了灭火器、防毒
面具等救生设备的正确使用
方法，教育师生在日常生活
中要时时防范、处处小心。

此活动使全校师生掌握
最基本的安全防火知识和技
能，形成初步的消防意识。

怀怀仁仁镇镇中中心心小小学学举举行行第第三三届届合合唱唱节节比比赛赛

8日下午，怀仁镇中心小
学在教学楼前广场成功举行
了“童声飞扬 圆梦中华”第
三届合唱节比赛。

随着二年级一班《红星
闪闪》的音乐响起，激烈的比
赛拉开序幕。《我爱北京天安
门》、《保卫黄河》、《少年少
年，祖国的春天》等一首首悦
耳动听的歌曲呈现在同学们

的面前。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各班演唱的形式多样，有齐
唱、分声部唱、领唱，歌声或
甜美、或铿锵、或昂扬，充分
展现了孩子们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和拳拳爱国之心。整
场比赛，学校共评选了4个一
等奖班级,8个二等奖班级，4
个精神文明奖班级。

（通讯员 郑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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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李云云） 11月14日，商河县举
行宏业集团支持公交车出行暨

“宏业号”1路公交车冠名仪式。
在仪式上，宏业集团负责人向
商河县公交公司捐赠了20万
元，用于改善城区公交车基础
建设，宏业集团抢得爱心企业
认购头筹。据了解，为解决城区
公交运行困难，方便市民出行，
商河县决定新增加10辆新型能
源公交车用于改善1号线路,预
计明年元旦投入运营。

商河县目前共有26辆（24
辆运行，2辆备用）新能源公交
车，1号和3号两条运行线路对
开。商河县城区公交车的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2015年12月1日
新能源公交车运营以来，每月
平均客流量在30000人次左右，
平均每辆车运行一次客流量不
足4人，城区公交车天天“吃不
饱”。商河市民王女士说：“冬天
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也想坐车，
但是等车时间太长了，如果每
五分钟发一班就好了。”

商河县城区公交车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要想由目前的20
分钟一班变为市民期盼的5分
钟一班，每条线路至少要增加
10辆车。城区公交一直处于亏
本运营状态，出资增加车辆遇
到了困难。宏业集团在得知情
况后，拿出20万元认购2辆“宏
业号”用于改善城区公交运行

情况。宏业集团的相关负责人
说：“作为土生土长的企业，我
们希望为商河的基础设施建设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我们的
城区公交得到充分利用。”除宏
业集团外，鑫隆·帝景城、山东
荣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也纷纷
加入爱心企业认购中。

城区公交车年票是200元，
单人乘坐不限次数，如果上班
族全年用280天，每天来回四
次，单程费用不足2角，比其他
出行方式要便宜得多。市民王
女士说：“便宜是挺便宜，但是
坐起来不是很方便。”车少路线
长、班次密度不够、市民出行候

车时间长、发车时间与企业需
求不符等原因使得不少市民选
择放弃城区公交。以宏业集团
为例，早上城区公交车发车时
间为7点，而员工到厂时间为6
点半，宏业集团大约有130名员
工由于时间差难以乘坐城区公
交车。

对此，商河县常委、副县长
陈晓东表示，城区公交车的管
理部门应该根据市民需求，在
提早发车时间、加密运行车辆、
优化运行线路、提速出行等方
面来改善城区公交车运行情
况，让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低
碳文明的乘车方式。

4日，济南市公共图书馆总
分馆建设与协调推进会在市
图书馆召开，会议将推进济
南市辖区内各公共图书馆间
实现图书的“通借通还”。我
县图书馆被纳入首批“通借通
还”成员馆。

目前，济南市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将进入试运
行阶段，预计年内将实现济
南市民在全市各公共图书馆
所借图书的“通借通还”。同
时为提高公共文化流动服务
能力，济南市图书馆作为总
馆，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近期
将通过政府采购，配置一台

流动图书服务车。届时，全市
11个市、县公共图书馆，都将
开设图书馆流动服务，将图
书送到市民家门口，从而极
大地方便读者借阅图书，有
效地延伸全市“通借通还”的
服务半径。

（通讯员 刘佳慧）

县县图图书书馆馆成成为为济济南南首首批批““通通借借通通还还””成成员员馆馆

冷冷空空气气催催来来降降水水，，要要降降温温了了！！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尚建设）
最近几天的大雾，让商河的早
晨平添了几分寒意。记者在商
河县气象局了解到，18日前后
有一场小雨，20日前后受强冷
空气的影响，还会有一场强降
水。从周末开始，“降温”和“降
水”将成主旋律。

商河县气象局的工作人

员解释，是雾还是霾最直观
的方法是看“湿度”,相对湿
度在 9 0%以上就是雾，而霾
的相对湿度在80%以下。“雾
和霾还可以根据持续时间的
长短来判断。雾是小水滴 ,大
气温度升高会使水滴蒸发,雾
气 会 越 来 越 少 , 持 续 时 间
短。”

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情况

如下：17日白天多云转阴，夜间
有小雨，南风2～3级，最低气温
3℃，最高气温16℃。18～19日
小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都是2
～3级，气温略有波动。20～21
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
水过程，北风3～4级逐渐增强
到4～5级阵风7级，气温明显下
降。22日多云转晴，北风3～4级
阵风6级，气温继续下降。

商河县目前拥有26辆新能源公交车。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白白桥桥镇镇新新尚尚小小学学开开展展““中中华华诵诵 经经典典诵诵读读””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文化，14日，新尚小学开
展了“中华诵 经典诵读”比
赛活动。本次活动是在《明日
歌》和《悯农》的优美旋律中
拉开序幕的。各参赛班级群
情激昂，经过激烈角逐，共评
选出七个优胜班级，校领导
为获奖班级颁发了奖状。

据悉，近年来新尚小学

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学
校不仅编写了校本教材《美
诗文诵读》，建成了国学长
廊，为经典诵读的开展搭建
了有效载体，同时，大队辅导
员还充分利用晨读、午读和
快乐周三等时间，组织同学
学习和背诵经典诗文，真正
让经典诵读走进了课堂。

（通讯员 路行军 李孝营）

白白桥桥镇镇中中心心小小学学举举行行青青年年教教师师粉粉笔笔字字展展示示

为了促进青年教师专业
化发展，10日商河县白桥镇
中心小学举行青年教师粉笔
字展示活动。

本次活动采取现场书写
的形式，既检测了教师的业
务水平，又促进并创设了全
体教师积极向上的教学氛

围，为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
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
步，学校将继续抓好此项工
作，让教师明确写字是教师
最基本的素质之一，在全校
掀起练字、写字、热爱祖国文
字的风潮。

（通讯员 董新河）

商商河河交交警警22小小时时查查处处44辆辆扰扰民民摩摩托托车车

14日中午13点左右，商
河交警在商中路和滨河路周
边开展了摩托车扰民的专项
整治行动。在近2小时的整治
行动中，商河交警查获4辆涉
牌涉证非法上路摩托车。

整治行动中，商河交警
陆续拦下4辆大功率、高噪音
摩托车。这3辆摩托车中有根
本就没上牌就上路行驶的，

也有驾驶员没有取得摩托车
驾驶证就驾驶摩托车的，还
有驾驶员准驾不符的，车
辆 也 大 多 进 行 了 改 装 改
型。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将
挡获的这4辆大功率、高噪
音摩托车进行了暂扣，并通
知驾驶员到商河交警大队接
受处理。

（通讯员 刘志海）

商商河河县县开开展展加加油油站站专专项项安安全全检检查查

为督促各加油站加强安全
管理，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
施，确保冬季经营安全，近日，
商河县安监局将对辖区内43家
加油站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将依照“全覆盖、
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
则，重点检查各加油站的教育
培训、安全台账、消防设施维
护、油罐区安全管理等内容。

通过此次专项检查，进一
步规范各加油站经营管理行
为，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对
存在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本报通讯员）

检检察察院院升升级级改改造造后后的的新新媒媒体体工工作作室室启启用用

为进一步加强新媒体时代
检察新闻宣传工作，持续推进
检务公开，近日，县检察院对原
有的新媒体工作室重新进行了
升级改造，并正式投入使用。

新建成的工作室配备了电
脑、摄像机、照相机、EDIUS非

线性视频编辑器、扫描仪等信
息化办公设备，集成微博、微
信、今日头条客户端信息制作
发布“三位一体”功能作用，打
造全方位、立体式检务公开新
平台。

截至目前，该院新媒体总

粉丝数达3200余人，发布各类
信息1700余条，检察新媒体矩
阵已初步建成。在《全省检察机
关微信影响力排行榜》中，我
院先后 3 0 多期进入全省前
列。
（通讯员 王嘉铎 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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