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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商河县第二实验小学：

举举办办安安全全教教育育系系列列活活动动
清清明明无无雨雨，，气气温温迅迅速速回回升升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尚建设）

“清明时节雨纷纷”，今年清明
的雨仿佛都下在了节前。本周
四的一场降水后，商河的天
气将放晴，清明节期间，最
高气温将达到24℃，在经历
了一场降水降温大风天气
后，让不少人提前感受了一下
一秒钟入夏。

本周末开始，将迎来短暂
的清明小假期，清明作为中国
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
祭祀节日之一，祭祖和扫墓成
了不少商河人的选择。除此之

外，正值春暖花开，市民也有出
门踏青赏花，怀仁古杏林、殷巷
梨园都是不错的去处。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情况
如下：30日白天多云转阴，傍
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转北风
都是3级，最低气温5℃左右，
最高气温17℃左右。31日多云
转晴，北风2～3级，气温略有
下降。4月1～3日晴间多云，南
风2～3级逐渐增强到3～4级，
气温持续上升，最高气温可达
24℃左右。4日，晴转多云，南
风3～4级，阵风6级，气温变化
不大。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孙杰 杨杰
晶） 据了解，我国每年大约有
1 . 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
亡，中小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
中毒、溺水、自杀等死亡的，平
均每天有40多人，也就是说每
天将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消
失”。3月27日，是第22个全国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为提高全
体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
能力，预防和杜绝各类事故的
发生，商河县第二实验小学充
分利用这一有利契机，对全体

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的安全教育
活动。

据了解，商河县第二实验
小学开展认真上好新学期第一
堂安全课、开好每一节安全教
育主题班会、办好每一张安全
手抄报、进行好每一次国旗下
演讲、举办好每一次安全逃生
演练、认真进行每一次安全大
检查、搞好每一次消防技能演
练、观看每一节安全教育网络
视频等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取得了明显效果。

学校孙老师谈道，在安全

教育活动过程中，学校对学生
提出了六项要求，内容涵盖了
增强个人安全意识、注意课间
安全、遵守交通安全和注意食
品安全等内容。

学校负责人说：“学校安全
至关重要，我们希望通过这一
系列活动对全校师生进行安
全避险等各方面教育，增强
师生的安全意识，并将其内
化为自身要求，形成自觉行
动，为建设平安校园、和谐校
园奠定坚实的基础，创建和
谐平安校园。”

商商河河县县开开展展林林业业有有害害生生物物监监测测预预报报工工作作

本报讯 近日，商河县林
业局为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预测
预报工作，开展一系列行动，确
保检测预报的及时准确。林业
局加强国家级林业有害生物中
心测报点建设，建立高效的联
动测报运行机制。目前，共设立
1个中心测报点（国家级中心测

报点）和多个一般测报点；仔细
开展林业有害生物调查监测工
作，为科学防治提供决策依据。

“每年年初，根据上级森防
站的文件精神及要求，结合商
河县实际，制定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防治实施方案，明确目标
和任务。重点开展美国白蛾、春

尺蠖、杨树舟蛾、榆掌舟蛾、杨
树病害及各类经济林病虫害调
查，确保全县森林主要病虫害
监测覆盖率、测报准确率、种苗
产地检疫率、无公害防治率‘四
率’全部达标。”林业局一工作
人员表示。

（通讯员 卞晓阳）

商商河河县县林林业业局局多多项项公公益益性性扶扶贫贫活活动动在在路路上上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商
河县林业局了解到，2017年林
业部门将以精准扶贫为抓手，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突破口，坚
持产业扶贫和生态扶贫。并结
合林业局工作职责，积极开展
多项公益性扶贫活动。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
们将提供技术培训和服务，助推

产业扶贫。定期做好技术培训，
并请各方面果树专家为贫困村、
户发展特色经济林，包括苗木选
择、挖穴、栽植以及后期管护等
方面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

“我们还将设立公益性岗
位，增加贫困户收入，林业部门
将聘用部分有就业愿望和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人员作为林业有

害生物固定监测点兼职监测
员，为其提供部分公益岗位，帮
助其脱贫并形成长效机制。截
至3月份，已与5个贫困人员签
订公益性岗位合同；继续开展
贫困村绿化活动，2017年计划
完成10个贫困村庄的绿化工
作。”上述负责人说。

（通讯员 温红）

瓦瓦西西邀邀您您乐乐享享最最美美采采摘摘节节！！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王圣军） 玉
皇庙镇第四届“瓦西生态瓜果
采摘文化节”将在3月30日星期
四拉开帷幕。玉皇庙镇瓦西村
位于商河县西南部，是远近闻
名的“瓜果之乡”，瓦西村因黑皮
冬瓜、蜜童西瓜、荔枝南瓜、西州
蜜瓜、鲁厚甜瓜、西红柿、限根栽
培葡萄等果蔬种植而远近闻名，
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这里
土质肥沃、灌溉充足，所产西瓜
皮薄、籽少、肉细嫩软、甘甜多
汁。经过多年发展，瓦西西瓜已
成为玉皇庙镇特色产业。

有有了了职职业业规规划划，，才才能能知知道道向向何何方方努努力力

为让学生对未来有明确的
目标、浓厚的兴趣和良好的心
理准备，3月24日，县第二实验
学校月月开讲的主题是“职业
规划助力未来发展”，邀请职业
中专老师来学校做报告。

中专老师介绍，初中生缺
少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方面的指
导和教育，对社会职业了解不
多，对自己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大部分初中生对于自己的未来
走向定位模糊，对将来从事什
么工作缺乏清醒的估计。这就
导致很多初中生进入职专后，
没有清晰的目标，学习劲头不
足。“因此从小学就开始规划职
业以及发现自己的兴趣变得十
分重要。” （本记）

许商街道三里庄小学:

开开展展反反恐恐防防暴暴演演练练活活动动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冯艳） 3
月27日10:00，商河县许商街道
三里庄小学的校园内，正在做
广播体操的师生突然听到学
校广播里反复传来警报的声
音：“警报！警报！一名持刀歹
徒强行翻墙闯入校园……原
来，这是许商街道三里庄小学

开展的一次“反恐防暴”应急
演练。

对于此次演练，学校负责
人谈道，此次演练活动是经
过精心安排，认真准备的，
目的是希望同学们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
能力，遇到突发事件学会应
对处理。

商河县实验小学：

乒乒乓乓球球队队在在市市青青少少年年运运动动会会取取得得佳佳绩绩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崔彬 党
长新） 近日，商河县实验小
学乒乓球队代表商河县参加

（在全县乒乓球比赛中荣获第
一名的队伍，才有资格代表商
河参赛）2017年济南市青少年
运动会，正式训练一年的乒乓
球队在高手如云的比赛中，交
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女子团

体在13支代表队中取得第五
名，男子团体取得小组第五名
无缘八强。

学校负责人说：“与全市
的一些传统乒乓强校相比，我
们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正式训
练一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孩子们表现很不错，随着训练
的深入，我们的乒乓球队会越
来越好。”

怀仁镇中心小学：

举举行行防防火火防防灾灾应应急急疏疏散散演演练练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
广大师生的防火防灾意识，最
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
件造成的损害，在第22个全国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到来
之际，27日上午，怀仁镇中心
小学组织防火防灾应急疏散
演练活动。

随着校园广播的预警，全
校师生服从指挥，快速、安全
地进行应急疏散。学生反应很
快，都能有秩序地按指定路线
迅速撤离至目的地。在撤离过

程中，没有拥挤推搡现象发
生。全校师生近1200人从教室
撤离到教学楼前安全区域
只用了 1分 5 0秒的时间，安
全撤离后，各班清点人数，
报告总指挥，应急疏散演练
安全结束。

通过此次应急疏散演练，
全校师生掌握了应急避灾的
正确方法，熟知紧急避险时疏
散的程序和路线，提高了自救
互救能力。

（通讯员 郑金玉）

挂失 王荣梅持有的编号为0072957、由济南浙鲁盛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5月15日开具的收据丢失，特此声明。

商河县人社局：

多多举举措措为为劳劳动动者者挽挽回回损损失失8833万万元元

本报讯 为保障劳动用
工的合法权益，化解矛盾保障
和谐，近日，商河人社局把专
项检查、受理投诉等执法方
式，通过优质服务、化解纠纷，
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2017年以来，商河人社局

通过开展日常巡查、专项执法
检查以及受理投诉举报等执
法检查方式，共检查用人单位
58家，审查劳动合同150份，涉
及劳动者0 . 3万人，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1起涉及1 . 5万元，累
计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83
万元。 (通讯员 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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