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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教育厅公布了第
二届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
奖评审结果，高职高专院校共
获得特等奖38项。淄博职业学
院获得特等奖4项，占省内高职
高专院校获特等奖数量的十分
之一。该院另有2项成果获一等
奖、3项成果获二等奖。

据悉，山东省职业教育教

学成果奖是根据国务院《教学
成果奖励条例》和《山东省省级
教学成果奖励办法》组织评选
的省政府奖励，每4年评审一
次。一直以来，淄博职业学院坚
持全方位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并专
门出台了教学类高水平成果奖
励办法，鼓励教师创新教育教
学方式方法。学院积极实施职
业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并
先后组织开展了4届院级教学

成果奖评选活动，目前共获得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项、省级教
学成果奖37项。

本次该院获得特等奖的教
学成果分别为《高职专科与应
用型本科贯通培养“一体化”人
才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

《“学、训、管、评、培”电气自动
化技术专业教学资源一体化构
建与应用》、《“人本化、项目化、
内隐化”高职护理专业职业基
本素养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

施》和《高职智能制造专业群
“三对接、三融合”人才培养体
系构建与实践》。按照评审要
求，这些成果均是在职业教育
教学理论或实践上有重大创
新、重大突破，且对提高教学水
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
有突出贡献的。

淄博职业学院的9项获奖
成果，集中体现了该院近年来
教育教学改革的创新和成效，
具有较强的示范和推广价值。

淄博职业学院：

获获省省职职业业教教育育教教学学成成果果奖奖44项项特特等等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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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山东省教育厅传来
喜讯，淄博市工业学校新申报的
化学工艺、计算机网络技术、航

空服务、学前教育4个对口分段
培养专业全部通过审核，将分别
与潍坊职业学院、山东电子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进行“3+2”对
口贯通分段培养。

截至目前，该校共有计算机
应用、市场营销、汽车制造与维
修、化学工艺、计算机网络技术、
航空服务、学前教育7个对口贯
通分段培养专业，占学校全部专
业的近一半。

“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就
是学生中考后由招办统一按分
数录取，学生在工业学校学习3
年后，转到与学校联办的相关职
业学院，经过2年的学习，拿到对
应专业的国家承认的专科学历。

淄博市工业学校：

““33++22””对对口口贯贯通通分分段段培培养养试试点点专专业业增增至至77个个

观看专题节目 近日，桓台
县起凤镇鱼龙一小组织学生和
家长观看专题教育节目《中小学
生人格教育与学习能力》，懂得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张翠芹)

党风廉政建设 为切实
抓好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近
日，沂源四中党支部举行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书签订仪式。学校
领导及全体党员参加。(刘士春)

临淄区朱台中心小学：

召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近日，朱台镇
中心小学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
生活会。全体在职党员紧紧围绕

“四个意识”牢不牢、“四个自信”
有没有等专题进行了自我剖析
与交流，进一步强化了个人党性
观念、提高了党性修养。 (郭庆)

高青县龙桑小学：

“四轮驱动”抓党建
工作促学校发展

本学期，龙桑小学通过“勤
学习、强管理、精业务、重监督”，
进一步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努力把全体党员、教职工的思想
和认识统一到学校和谐发展上
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
学校教育工作目标上来，推动
学校全面发展。 (田家礼)

日前，高青县教育局张玉江
局长到高青三中视察调研。张局
长重点听取了宋卫国校长关于
春泽园、春晖园两块校园绿化地
设计施工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
实地考察，并对这两块地的绿化
施工及功能用途的设计定位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樊武田)

高青县教育局张玉江局长

到高青三中视察调研

为方便学生读书，培养学生
良好的阅读习惯，本学期，临淄
二中实行每天下午上课前，由老
师组织学生们背诵古诗词，或者
阅读自己喜欢的课外书籍。学生
们在书籍的熏陶下，泛舟文
海，丰富了课余生活。 (郑军)

临淄二中：

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电影进校园 为丰富学
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近日，沂
源三中携手县影院开展经典
影片进校园活动，让同学们
接受正能量。 (江秀德)

历山街道教体办积极推进
数字化幼儿园建设，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培养幼儿的兴趣爱
好，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优化
家园共建。促进幼儿园管理数字
化、科学化，逐步实现提高保教
质量的目的。 （杨卉）

沂源县历山街道教体办：

推进数字化幼儿园建设

桓台县田庄中学：

观看《厉害了，我的国》

近日，田庄中学组织师生
观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
看后同学们纷纷表示树立起一
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学校旨在培养同学们的爱
国情怀，激励同学们为建设强
大的祖国发奋学习。(于春苗)

临淄区皇城一中：

召开青年教师恳谈会

为促进青年教师积极进步、
主动成长，近日，皇城一中举行
青年教师恳谈会。两名获得了区
教学能手、区优秀青年教师称号
的教师代表分别介绍了自己的
成功经验：及时反思总结，要善
于学习、勤于实践。 （李波）

临淄区齐都中心小学：

创建无烟清新校园

近日，齐都中心小学在全校
师生中开展以“无烟世界清新校
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国
旗下讲话、主题班会、视频教育
课程，并制作以《无烟世界》为主
题的宣传画报等方式，普及烟草
危害相关知识，劝阻他人吸烟，
创建无烟清新校园。 (陶建军)

沂源县张家坡成教：

创建学习型学校

日前，沂源县张家坡成教结
合本镇实际，组织教师学习关于
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方面的有
关文件。据悉，张家坡成教为明
确办学目标，积极开展参加各种
形式的交流培训活动。进一步提
升工作理念，更好地为三农服
务。 (赵兴太 张业凤）

张店二中：

举行“六校长”聘任仪式

为提升学校安全管理水
平，建平安校园，张店二中认真
落实《淄博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

“六校长”工作方案》，并于近日
举行了治安(禁毒)、法治教育、卫
生防疫、食品、交通、消防安全

“六校长”聘任仪式。 (张继丹)

教材培训活动 为更好
的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提升
教师的专业能力，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全体幼儿教师进行
了教材培训活动。 (秦元凤)

召开民主生活会 近日，沂
源县鲁村中学党支部成员召开
了民主生活会。旨在进一步提高
支部成员思想认识，积极推进
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唐传成)

为切实做好手足口病的
预防工作，日前，高青县田镇
中心幼儿园加强了晨检工作。
坚持晨检、午检制度，做到疾
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同时做好教具玩具、活
动场所及寝室清洁消毒工作。

田镇中心幼儿园：

严防手足口病入园

张店区马尚一中：

四举措拒绝有偿补课

为规范教师从教行为，落实
上级《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
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文件精
神，日前，马尚一中开展“四举
措”拒绝有偿补课活动。端正师
德师风；举行宣誓仪式；签订责
任状；严肃整治查处。 (李娜)

近日，张店六中召开文明校
园建设暨师德师风专题会，并与
每位教师签署师德承诺书，严守
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全校教职工
树立正确的教师职业理想，坚
持师德至上，增强职业责任感，
共创文明和谐校园。 (黄友珍)

张店六中：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近日，皇城二中小学部开展
师德教育专题学习活动。采用集
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的方式，学习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中
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并对
师德学习周的其他学习内容进
行工作部署。（蔡小霞 吕霞）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开展师德教育专题学习

成立钢琴兴趣小组 为丰
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镇冯家圈小学成立钢
琴兴趣小组，开展丰富多彩的钢
琴训练活动。 (周琴 邵长健)

安全逃生演练 近日，沂
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举行防震
逃生演练活动。警报声响起，该
校领导、教师迅速到达指定位
置，引导学生撤离。 (穆乃刚)

高新区第四小学：

邀教研员指导课堂教学

为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日前，淄博高新区第四小学邀请
区教育中心五位教研员到校指
导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拓宽
了教师的教学思路，为促进学校
教学整体水平的稳步提升奠定
了基础。 (刘歌)

为全面提高广大家长、
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提升文明
卫生素质，日前，铝城一中开
展了爱国卫生月主题活动。
其间，开展了健康教育活动手
抄报比赛，营造了良好的健
康卫生教育氛围。(丁影影)

张店铝城一中：

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家长进课堂 近日，沂源县
荆山路幼儿园为了让家长能够
真实地感受到孩子在幼儿园学
习生活的环境和气氛，开展了

“家长进课堂”活动。 (夏巧凤)

举行演练活动 近日，桓
台县实验中学邀请县消防大队
杨警官对师生进行灭火器使用
培训及演练活动。确保师生的
生命安全。 (卢静 王晶)

开展“河小青”活动 为加
强学生环保意识，近日，沂源鲁
村镇草埠中心完小组织志愿者
服务队开展“河小青”守护绿水
青山实践活动。(周洋 刘清枝)

资助育人家长会 为广泛
宣传国家资助政策，切实做好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的关爱工
作。近日，沂源振兴路幼儿园开
展了资助宣传家长会。（李欣）

党员固定活动日 近日，沂
源县实验中学党总支要求各党
支部开展“党员固定活动日”，严
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深化
党员廉政警示教育。(张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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