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打造造高高素素质质团团队队
创创办办品品质质学学校校
第二实验中学乘改制之势，实现跨越发展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齐玉娟 李静

优秀的师资
是学校发展的基石

千里马驰骋万里，离不开
伯乐育英才。教育教学质量是
学校的生命线，而教师是教育
事业的第一资源，教师素质的
高低，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兴衰
成败。为此，实验二中坚持不懈
地抓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了一
大批敬业爱岗、业务精湛的优
秀教师。

目前，所有任教教师均达
到本科学历，并有研究生学历1
人，高级教师职称18人，一级教
师职称48人，完全满足本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需要。

教育切忌无源之水，教师
最怕固步自封。实验二中的历
任领导十分注重教师们的专业
成长，鼓励大家“走出去，引进
来”，北达北京，南抵上海、南
京、浙江等地，或听专家讲座，
或深入课堂调研学习，为学校
跨越发展提供了条件。

“团结协作，锐意进取”已
在校内蔚然成风，校领导制定
了科学、有效的制度，激励大家
积极投身于教学教研中，勇于
承担各级课题的研究，并尝试
校本课程的研发；鼓励年轻教
师大胆走上讲台，参与各项课
堂教学展示活动。

正是因为学校为老师们创
造的机会和老师自身的努力，
实验二中教师队伍迅速成长，
专业素质明显提高，在各项活
动中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捷报
频传。学校现有山东省优秀教
师1人，济南市优秀教师2人，济
南市教学能手1人，济阳县名师
1人，县教学能手18人，学科带

头人15人。先后有70多人次荣
获济阳县优秀教师、济阳县优
秀教育工作者等称号，10余人
荣获济南市优质课一等奖。

用行动书写
教育责任与担当

叶圣陶曾说过，品德教育
重在实做，不在于能说会道。实
验二中全体教职工用行动书写
着教育的责任与担当，用爱教
育每一个学生，用心倾听学生
的心声，用心欣赏每一位学生，

用心赞美每一位学生。
一个好校长，带一批好教

师，就能办出一所好学校。现任
校长崔玉海以服务教师，献身
教育为己任，在教学和管理岗
位上始终作好先锋模范的表率
作用，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

班集体是学校的支柱，班主
任是教育的先锋。实验二中的班
主任老师不仅是孩子们生活上
的父母官，课堂上的引领者，还
是课后的好朋友。他们从细节入
手，关注孩子每天的成长。倾听
学生烦恼，温暖学生心灵，督促

科学选餐，陪伴例行早读。
无独有偶，实验二中的任

课老师也在用行动推动他们进
步，他们是候课时的观察者，是
课间的辅导员。课堂上借助生活
道具、结合时政新闻、采用奖励
机制，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老师
们就是这样从生活上、学习中、
感情上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学生。

曾经盛开的紫荆花，显得
特别平凡，但因为树枝的呵护，
而变得颇有姿色。在全校老师
的努力下，实验二中的学子最
懂感恩、最知勤奋、最爱学习。

创新战略引领
学校与时俱进

岁月如歌声声急，事业如
棋局局新。与时俱进，一分付
出，一分收获！实验二中在崔玉
海校长的带领下，各项工作快
速、稳定、高效地展开，得到各方
面的一致好评，斩获“2017年度
科学发展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更在2017年中考中，20名学
生成绩在500分以上，高分录取
率为全县乡镇中学第一名，得到
家长的一致好评。实验二中的教
师们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勇于奉
献，用质朴的品格和出色的业务
为学生打造成人成才的舞台。

如今七年级生源没有变，仍
是农村孩子，但在师生的共同努
力下，上学期在县教研室组织的
抽考中，各科成绩名列兄弟单位
前列。这些成绩无疑印证了每个
实验二中学子的口号———“每天
都在进步，勤奋使我成长！”

实验二中今年预计七年级
招收10个教学班的规模，大约
500人。届时，全体教师将迎来
新世纪阳光花园、泉城尚郡、龙
域天城、儒苑小区、五金建材
城、金色家园、学林苑、馨阳嘉
苑、棉纺厂家属院的孩子们。

随着生源改变，实验二中未
雨绸缪，广开思路，创新教学和
管理方法，今后将通过多种举措
开阔教师视野，开拓知识领域；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家校联
系，形成教育合力，共同完成对
学生的全面教育。

对于永恒的教育事业而言，
五十余年仅仅只是她青春的开
始。实验二中像一艘扬帆的船，
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崔玉海
校长的带领下，实验二中全体教
职工将众志成城，为莘莘学子保
驾护航，创办县城一流学校！

建校50余年风兼雨，万紫千红壮山河。美丽的第二实验中学创建于1964年，于2017年6月
由乡镇中学改制县直中学，正式更名。改制后，实验二中以蓬勃的活力和凌厉的锐气与时俱
进，奋发图强，半年来勇创佳绩，频奏凯歌！

济阳县第二实验中学。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下下月月起起市市民民可可申申请请办办理理集集中中供供暖暖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梁
越） 为满足新建单位的用热
需求，自5月1日起，凡北方供热
辖区内有用热需求的单位，可
前往北方供热公司申请办理，
个人用户申请用热的应共同委
托所属房地产开发公司、业主
单位或业主委员会集中办理用
热手续。

申请用热的单位需要具备
以下条件：热源及管网到达区
域，具有符合建设换热站标准
的房屋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
手续齐全的小区及单体建筑；

用热系统为分户计量和分户控
制结构；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
标准或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标
准。

申请集中供热的单位，可
于5月1日后前往济阳北方供热
公司经二路66号客户服务中心
填写用热申请，并附带《申请用
热建筑平面示意图》。

收到申请后，供热公司会
及时组织相关部门现场勘查，
进行热源及管网技术论证，并
于接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将审核意见反馈给申请人。

食食药药局局开开展展网网络络订订餐餐““净净网网””行行动动
畅通消费投诉举报渠道，逐一核查举报案源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高志国）
近日，济阳县食药监局制定
了2018年网络订餐“净网”行
动工作方案，有效解决了网
络订餐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进一步净化网络餐饮食品安
全环境，切实增强了市民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该方案的主要任务是要
求第三方平台分支机构认真
开展自查，对存在超许可项
目经营或者与经营场所不符
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进
行下线或拦截入网处理，并
向县食药监局提交《自查情
况报告》，内容应当包括自
查基本情况、整改情况、拦
截户数、下线户数、自查整
改后在线户数，下一步措施
等内容。

据了解，食药监局还将
网络餐饮抽检监测纳入年度
计划，通过网络购买样品的
方式开展抽检监测，有条件
的可开展对配送容器、餐具

等的抽检监测；另外，还将
对第三方平台分支机构进
行责任约谈，责任约谈不能
代替行政处理，责任约谈情
况及后续处理情况向社会公
开，被约谈者无正当理由未
按照要求落实整改的，要加
大监管力度，增加监督检查
频次。

各监管所也要按照属地
管辖原则，及时通报案件信
息，对违法行为实施线上线
下同步查处；畅通消费投诉
举报渠道，逐一核查举报案
源，并依法公开处罚信息，引
导公众消费，保障市民饮食
安全。

食药监局开展“规范提升年”活动

查查处处医医疗疗器器械械违违法法并并公公开开信信息息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高志国）
2018年济阳县食药监局开
展了“规范提升年”活动，把
医疗器械违法行为的查处
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
指标，加大处罚力度，确保
各项监管任务落到实处，助
推全县医疗器械产业健康
发展。

今年以来，食药监局加
强了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冷链管理产品经营企业的

质量管理规范，并对生产企
业规范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督促生产企业建立符
合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还开展了第二类、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监督
检查，根据市局对市区医
疗机构进货情况提取的数
据，倒查济阳县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的进、销、存
情况。

对民营医疗机构的大
型医疗器械进货进行检查，
规模以上医疗机构的体外

诊断试剂、县级医疗机构的
植介入医疗器械的监督检
查，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的
一次性无菌医疗器械的监
督检查；另外将加强产品抽
验和不良事件监测工作，对
于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
品，依法对企业进行调查处
理并公布查处信息。

县局药械科将结合现
场实训、监督检查等工作开
展“传帮带”的多种培训方
式，提高监管所医疗器械监
管的专业化水平。

近日，实验小学开展了教
学常规检查活动。 （刘琦）

近日，曲堤镇中心小学召开
了师德师风专题会议。（冯晓声）

齐鲁师范学院校长培训班
学员到纬四路小学参观。

（张婕）

近期，孙耿街道办事处中
心小学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
议。 （谷秀娟）

23日，实验中学举办了世
界读书日庆典活动。（冯翠翠）

近日，第二实验中学召开了
警示教育大会。（齐玉娟 李静）

实验幼儿园被授予山东省
“家园共育”示范幼儿园称号。

（张倩）

为进一步做好幼儿园卫生
保健工作，保障幼儿身心健康，

发挥省级示范园的示范、辐射、
引领作用，济阳县实验幼儿园举
办幼儿园卫生保健知识培训。

通过此次活动，让参训人
员进一步掌握了幼儿园卫生保
健方面的专业知识，全县幼儿
园的卫生保健工作得到了进一
步规范。 （田静）

近日，曲堤镇中心小学及
时排查整改校园存在的安全
隐患。 （杨晓敏）

近日，庙廊小学举行了合
唱比赛活动。 （闫焕英）

近日，新市镇中心小学举
办“红旗飘飘，引我成长”合唱
比赛。 （刘文静）

近日，辛集小学积极开展
了晒课录制活动。 （赵彦）

近日，济阳十中扎实开
展了全员课堂教学“大比武”
活动。 （王萍）

葛教育简讯

食药安全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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