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巡城2017年6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于雪莲 美编：只文平

挂失

利 童 ( 上 海 )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淄 博 第 一 分 公 司 ，税 号
370303334386695，遗失发票领购簿一本，声明作废。

赵端，身份证号370826198103250019，警官证(公现役字第
9987570号)丢失。

本报讯 随着精准扶贫工
作进一步深入，张店区房镇镇因
地制宜，因困施政，有针对性地
做足教育扶贫加减法，推进全镇
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

快乐“六一”幸福加

今年儿童节，该镇文体站与
镇扶贫办联合在齐盛湖公园举
办庆“六一”少儿才艺文艺演出。
演出活动开始前，为22名贫困学
生发放了运动服和健身器材。不
仅如此，贫困学生还参与演出，
通过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
树立自信、自强的成长信念。

爱心教育扶贫加

为了缓解贫困学生的家庭
困难、让孩子们在学校能够安心
学习，该镇组织多家爱心企业捐
资成立爱心教育扶贫基金会，共
捐资7万元。为辖区内20名贫困
学生每人发放助学金1000元，让
贫困学生学有保障。

国画培训学习加

该镇联合老年大学及“牵手
行”志愿服务驿站，面向辖区贫
困少年儿童，开展了老年大学少
儿书法公益培训班和房镇镇“牵

手行”志愿服务——— 少儿国画培
训班等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共培
训十余期。为孩子提供免费教学
和文具纸张供应，拓宽贫困儿童
的兴趣爱好。

学习费用负担减

为全面减轻贫困孩子家庭
负担，房镇镇出资为贫困学生购
买春、夏、秋三身校服。该镇每年
还为贫困学生购买了80元/人的
意外伤害险，确保学生在校期间
发生意外伤害能够有资金进行
救助，解决后顾之忧。

(辛文硕 卜延军)

张店区房镇镇：

““三三加加一一减减””出出实实招招教教育育扶扶贫贫见见成成效效

淄博市民政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社会救助信息

44770000余余万万元元救救助助金金惠惠及及近近66万万人人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马

玉姝) 20日，淄博市民政局网
站公布2017年第一季度社会救
助信息，记者了解到，一季度全
市 累 计 发 放 社 会 救 助 资 金
4706 . 6万元，惠及城乡困难群
众59915人。

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全
市有53379人纳入了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6536人纳入农村五
保供养。其中，城市低保救助按
照每人每月500元、月补助411
元标准，农村低保救助按照每
人每年4200元、月补助188元标
准，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

对象按照每人每年6400元标
准，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
对象按照每人每年4600元标
准。

记者梳理发现，现执行的
低保救助标准是根据去年12月
26日淄博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
通知，通知要求提高全市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
供养标准，这也是淄博城市低
保制度建制以来的第11次提
标，农村五保的第8次提标。

除此之外，在今年的全市
民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门除
了要求加强对全市困难群众的

保障力度外，还要求全面建立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两项制度，加快
推进养老服务业转型升级，大
力实施社区养老示范工程，积
极推进市场化养老项目建设，
年内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达
到230家、新增农村养老服务设
施120家，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
老床位达到40张。

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发放
城乡低保资金3771 . 7万元、农
村五保供养补助资金933 . 9万
元，惠及53379名城乡低保对象
和6536名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本报讯 淄博柳泉中学是
由淄博市教育局主办的一所实
验性、示范性、引领性的公办初
级中学，学校深入贯彻教育部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
意见》，积极推动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让学生通过旅行实践，促
进了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深
度融合。

近日，学校组织部分柳泉学
子一起观看了励志电影《摔跤
吧，爸爸！》，这部电影讲的是印
度摔跤运动员马哈维亚·辛格·
珀尕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把女儿

培养成国际竞赛冠军的故事。
负责这次活动的柳泉中学

老师陈战说，希望这部电影能成
为孩子们迎战期末的强心剂，在
接下来的考试中考出理想的成
绩！

淄淄博博柳柳泉泉中中学学组组织织学学生生
观观看看励励志志电电影影《摔摔跤跤吧吧，，爸爸爸爸！！》

张张店店市市民民可可用用社社保保卡卡缴缴医医保保
参保人应于10月前激活社保卡金融功能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马玉
姝 通讯员 王炜) 20日，齐鲁
晚报记者从张店区人社局了解
到，自今年10月起，张店区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将全部启
用社保卡代缴、代扣、代发，今后
医疗保险待遇的支付也将通过
网上银行打入本人社保卡。原农

行扣款存折、银行卡将全部停
用，参保人应于10月前激活社保
卡金融功能。

今年张店区居民医保的缴
费时限为：往年在学校管理的学
生应在11月30日前存入；社区参
保的居民应于12月31日前存入。
缴费标准将于10月份左右公布。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营造良好的“书香校园”
氛围。近日，沂源县实验小学举
行“美文诵读大赛”。同学们通过
配乐朗诵、舞蹈、唱诵等形式，将
优秀的经典诗文展示出来，创造
性地诠释了经典诗文。 (刘冰)

沂源县实验小学：

举行“美文诵读大赛”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召开使用“小黄车”班会

近日，沂源县悦庄镇青龙
山小学积极开展了预防传染病
知识讲座，并采取有效防范措
施，科学预防。 (刘芹美)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草埠中
心完小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共
守文明交通”活动，增强师生、家
长的交通安全意识。 (唐家远)

日前，房镇中心小学召开
“安全使用小黄车”主题班会。会
上，重点强调小黄车必须在家长
陪同下才能使用，不要单独骑车
上路。同时告知孩子，小黄车属
于公共财产，是为他人提供便利
的，不要私自破坏。 (张大鹏)

日前，马尚一中召开了领导
班子及领导干部专项考核测评会
议，分为述职述廉、民主评议、推
荐后备干部及个别谈话四个步
骤。校长张连明代表全校师生作
了述职述廉报告，汇报了学校过
去一年中取得的成绩。（孙梦君）

张店区马尚一中：

召开领导考核测评会

临淄区高阳小学：

加强师德教育

为进一步弘扬师德风范，提
高教师素质，高阳小学近日组织
全校教师参加师德教育学习活
动。旨在进一步建设一支师德高
尚、行为规范、作风优良、适应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要求的高质量
师资队伍。 (齐志艳)

为促进班主任的成长，近
日，皇城二中小学部举行了班主
任工作现场交流会。通过分享与
交流，老师们对班级管理有了更
深的了解，为年轻班主任的成长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吴晓辉)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举行班主任工作交流会

张店十一中：

开展文明校园活动

近日，张店十一中开展校
园不文明行为现象大发现活
动。通过思想引导、自我发现、
我在行动等对学生开展思想教
育后，在学生中开展揭露不文
明行为活动。 （王新星）

日前，田庄中学开展了校园
安全宣传教育签字承诺活动，全
体师生在“平安校园在我心，安
全行动手中行”和“珍爱生命、谨
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条
幅上签下自己的承诺。（于春苗）

桓台县田庄中学：

开展安全签名承诺活动

临淄区皇城二中：

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为营造安全和谐的育人环
境，皇城二中日前举行了全体教
职工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
对重要部门、特殊岗位人员进行
重点培训。定期进行全校消防安
全演练活动。 （王燕平）

近日，皇城一中开展了校
车安全撤离演练活动，学校组
织学生、保安及学校政教处相
关人员参加，旨在通过实践演
练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安全认
识水平和实践技能。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校车安全撤离演练

科学预防传染病 共守文明交通

日前，王寨小学开展了为期
一个月的课堂常规大评比活动。
目的通过学习、实践、展示、交
流、合作等策略，促进教师教学
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教学
反思能力的持续提高，打造高效
教学课堂。 （王晓丽）

为了培养孩子的自主动手
能力，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幼儿
园举行了“小小厨师，快乐美食”
美食节嘉年华活动。 （李欣）

近日，沂源县南麻教体办组
织所辖学校校车开展了应急疏
散演练。旨在增强乘车师生的安
全意识，提高逃生技能。(张德生)

临淄区王寨小学：

深挖教学潜力

快乐美食嘉年华 校车应急疏散演练

临淄区齐都中心小学：

重视钢笔字书写

近日，齐都中心小学开展了
“墨色底蕴钢笔字在行动”活动，
进一步提高学生钢笔字书写意
识和书写能力。并邀请专业的书
法教师对老师和学生进行钢笔
字培训。 （朱春旭）

日前，沂源三中组织了以
“快乐成长放飞梦想”为主题的
亲子绘画活动。表达他们对幸福
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江秀德）

亲子绘画放飞梦想

日前，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开放“一对一智慧课堂”，促进

“互联网+科技平板+课堂教
学”的高效生成。 （刘成学）

一对一智慧课堂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
幼儿园开展了防震应急疏散演
练活动。增强安全防震意识，提
高逃生能力。 (唐琳琳)

防震应急疏散演练

为引导学生感恩母校，日
前，沂源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了

“感念师恩 学会自强”毕业班
系列离校教育活动。（李淑军）

感念师恩 学会自强

为了进一步提高师生的安
全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
紧急避险及自救能力，防患于
未然，起凤镇鱼龙第一小学日
前开展了校园安全应急疏散演
练活动。确保校园成为师生学习
生活的安全环境。 （巩象花）

桓台县鱼龙一小：

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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